
 

 I 

大会日程 

11 月 8 日上午 

时间 地点：迎宾楼三楼大会堂 

08:30-09:00 开幕式 

09:00-09:40 合影：迎宾楼门前 

09:40-10:30 大会报告：张恭庆 主持人：邵嘉裕 

10:30-10:50  茶歇 

10:50-11:40 大会报告：冯衍全 主持人：王军 

11:50- 午餐：迎宾楼二楼餐厅 

 

11 月 8 日下午 

地点 分会场 A 分会场 B 分会场 C 分会场 D 

迎宾楼三楼 

新 1号 

迎宾楼三楼 

大会堂 

迎宾楼三楼 

国际会议厅 

迎宾楼三楼 

展厅会议室 

 邀请报告 邀请报告 邀请报告 邀请报告 

主持人 季利均 朱绪鼎 常安 范益政 

14:30-15:00 张先得 吕长虹 束金龙 侯耀平 

15:00-15：30 周君灵 王光辉 黄琼湘 高玉斌 

15:30-16:00 王成敏 林文松 张晓东 金贤安 

16:00-16:30 茶歇 

16:15- 中国组合数学与图论学会理事会：迎宾楼六楼汕头厅 

18:00- 晚餐：迎宾楼二楼餐厅 

 



 

 II 

 

 

11 月 9 日上午 

 

时间 地点：迎宾楼三楼大会堂 

08:30-08:45 通报 11 月 8日理事会会议情况 

08:45-09:35 大会报告：李雨生 主持人：葛根年 

09:35-10:00 茶歇 

10:00-10:50 大会报告：许宝刚 主持人：范更华 

10:50-11:40 大会报告：张和平 主持人：李学良 

11:50- 午餐：迎宾楼二楼餐厅 

 

 

 

 

 

 

 

 

 

 

 



 

 III 

11 月 9 日下午 

 

地点 分会场 A 分会场 B 分会场 C 分会场 D 分会场 E 

迎宾楼三

楼新 1号 

迎宾楼三

楼大会堂 

迎宾楼三楼

国际会议厅 

迎宾楼三楼

展厅会议室 

迎宾楼六

楼汕头厅 

主持人 常彦勋 陆玫 晏卫根 吴建良 吴佃华 

14:30-14:45 沈灏 胡智全 范益政 陈北方 苑立平 

14:45-15:00 郭军伟 张胜贵 王建峰 董峰明 苏战军 

15:00-15:15 傅士硕 赖春晖 于广龙 娄定俊 张勇 

15:15-15:30 羅元勳 蔡俊青 王文环 李伟东 刘晓惠 

15:30-15:45 王星炜 涂建华 邢润丹 李良辰 包经俊 

15:45-16:00 赵凤珍 宁博 田方 魏建新 余黄生 

16:00-16:20 茶歇 

主持人 王毅 王维凡 徐光辉 赵海兴 冯荣权 

16:20-16:35 陈仪朝 任韩 袁西英 徐守军 曹佑安 

16:35-16:50 曹健 陈敏 田贵贤 徐保根 张更生 

16:50-17:05 刘丽 仝春玲 李靖建 赵永强 毛华 

17:05-17:20 祝宝宣 黄丹君 刘瑞芳 华洪波 马建敏 

17:20-17:35 魏传安 李昊 周江 董德周 范久瑜 

17:35-17:50 蔡吴兴 宋慧敏 赵芹 乔修让 马俊 

17:50-18:05  孟佶贤    

18:00- 晚餐：迎宾楼二楼餐厅 

19:15- 中国组合数学与图论学会理事会：迎宾楼六楼汕头厅 



 

 IV 

 

11 月 10 日上午 

 

地点 分会场 A 分会场 B 分会场 C 分会场 D 分会场 E 

迎宾楼六

楼珠海厅 

迎宾楼三

楼大会堂 

迎宾楼三楼

国际会议厅 

迎宾楼三楼

展厅会议室 

迎宾楼六

楼汕头厅 

主持人 侯庆虎 胡智全 张莲珠 李书超 高维东 

08:30-08:45 王国亮 覃城阜 吕大梅 杨玉军 黄益如 

08:45-09:00 周蕊 孙午阳 陈东 魏福义 王伟平 

09:00-09:15 王晓霞 田润丽 舒巧君 计省进 千国有 

09:15-09:30 李纳 刘木伙 丁来浩 祁旭丽 袁平之 

09:30-09:45 陈曦 胡小兰 韩铭 葛云鹏 韩冬春 

09:45-10:00 赵彤远 刘岩 姚京京 张建斌 王苏丹 

10:00-10:20 茶歇 

主持人 张之正 张胜贵 钱建国 郭曙光 苗正科 

10:20-10:35 林丽双 于筱蔚 李向军 陈小丹 龚世才 

10:35-10:50 青兰 胡晓雪 李秋丽 杜志斌 刘月 

10:50-11:05 贺兵 王艺桥 孙跃方 刘晓刚 尤利华 

11:05-11:20 黄昊阳 伍婷婷 谷梅梅 姚艳红 黄宇飞 

11:20-11:35 张莹丽 戈鋆 宁文杰 廖云华 刘春林 

11:35-11:50 陈胜 龚和 谢笋 林鸿莺 郭龙 

11:50- 午餐：迎宾楼二楼餐厅 

 



 

 V 

11 月 10 日下午 

 

地点 
分会场 A 分会场 B 分会场 C 分会场 D 

迎宾楼六楼 

汕头厅 

迎宾楼三楼 

大会堂 

迎宾楼三楼 

国际会议厅 

迎宾楼三楼 

展厅会议室 

 邀请报告 邀请报告 邀请报告 邀请报告 

主持人 孙智伟 孟吉翔 郭继明 雷建国 

14:30-15:00 马欣荣 陈耀俊 康丽英 朱文兴 

15:00-15：30 杨立波 熊黎明 单海英 马  杰 

15:30-16:00 杨亦挺 金泽民 周  波 蔡建生 

16:00-16:20 茶歇 

16:20-16:50 闭幕式：迎宾楼三楼大会堂 

17:30- 晚餐：迎宾楼二楼餐厅 

 

注：11 月 7 日晚 19:30，中国组合数学与图论学会常务理事会，迎宾

楼六楼中山厅 

 

 

 

 

 

 

 



 

 VI 

日程具体安排 

 
2014年 11月 8日 

11月 8日上午：迎宾楼三楼大会堂 

08:30-09:00 开幕式 

09:00-09:40 合影：迎宾楼门前 

大会报告（50分钟）：迎宾楼三楼大会堂 

主持人：邵嘉裕（同济大学） 

09:40-10:30 张恭庆（北京大学） 
Spectrum of the 1-Laplacian and Cheeger's constant 

on graphs 

10:30-10:50 茶歇 

主持人：王军（上海师范大学） 

10:50-11:40 冯衍全（北京交通大学） Groups and graphs 

 

11:50- 午餐：迎宾楼二楼餐厅 

 

11月 8日下午：邀请报告（30 分钟） 

A组：迎宾楼三楼新 1 号 

主持人: 季利均（苏州大学） 

14:30-15:00 张先得（中国科技大学） 
Enomoto-Katona codes and Armstrong codes from 

relational database systems 

15:00-15：30 周君灵（北京交通大学） Bounds and constructions of SEEDst   

15:30-16:00 王成敏（江南大学） Equitable symbol weight codes 

16:00-16:30 茶歇 

 

B组：迎宾楼三楼大会堂 

主持人: 朱绪鼎（浙江师范大学） 

14:30-15:00 吕长虹（华东师范大学） 
Path covering number and (2,1)L  labeling number 

of graphs 

15:00-15:30 王光辉（山东大学） Some techniques in graph colorings 

15:30-16:00 林文松（东南大学） On multiple colorings of graphs 

16:00-16：30 茶歇 

 

C组：迎宾楼三楼国际会议厅 

主持人: 常安（福州大学） 

14:30-15:00 束金龙（华东师范大学） 
New results on the eigenvalues of distance matrix of 

graphs 

15:00-15:30 黄琼湘（新疆大学） The main eigenvalue problems of graphs 



 

 VII 

15:30-16:00 张晓东（上海交通大学） 
Nodal domain partition and community structure in 

networks 

16:00-16：30 茶歇 

 

D组：迎宾楼三楼展厅会议室 

主持人: 范益政（安徽大学） 

14:30-15:00 侯耀平（湖南师范大学） Distance and Laplacian matrices of graphs 

15:00-15:30 高玉斌（中北大学） 
Some research progress on spectrally arbitrary 

patterns 

15:30-16:00 金贤安（厦门大学） Link polynomials: computation, zeros, and beyond 

16:00-16：30 茶歇 

 

16:15- 中国组合数学与图论学会理事会：迎宾楼六楼汕头厅 

18:00- 晚餐：迎宾楼二楼餐厅 

 

2014年 11月 9日 

11月 9日上午：迎宾楼三楼大会堂 

08:30-08:45 通报 11月 8日理事会会议情况 

大会报告（50分钟）：迎宾楼三楼大会堂 

主持人：葛根年（首都师范大学） 

08:45-09:35 李雨生（同济大学） Ramsey functions and probabilistic method 

09:35-10:00 茶歇 

主持人：范更华（福州大学） 

10:00-10:50 许宝刚（南京师范大学) Graph partitions: progresses and problems 

主持人：李学良（南开大学） 

10:50-11:40 张和平（兰州大学） Graph theory in fullerenes 

 

11:50- 午餐：迎宾楼二楼餐厅 

 

11月 9日下午：小组报告（15 分钟） 

A组: 迎宾楼三楼新 1 号 

主持人：常彦勋（北京交通大学） 

14:30-14:45 沈灏（上海交通大学） 莱布尼茨的中国情 

14:45-15:00 郭军伟（华东师范大学） Proof of a conjecture of Mircea Merca 

15:00-15:15 傅士硕（重庆大学） Diagonal pattern, 2 core and their application 

15:15-15:30 羅元勳（臺灣師範大學） 
The sorting index on colored permutations and 

even-signed permutations with Ferrers shape 

15:30-15:45 王星炜（南开大学） Log-behavior of combinatorial sequences 

15:45-16:00 赵凤珍（上海大学） The log-balancedness of combinatorial sequences 

16:00-16:20 茶歇 



 

 VIII 

主持人：王毅（大连理工大学） 

16:20-16:35 陈仪朝（湖南大学） 
Log-concave conjecture for directed genus 

distribution 

16:35-16:50 曹健（杭州师范大学） 
Formal solutions of q  difference equations and 

some problems of integrals and generating functions 

16:50-17:05 刘丽（曲阜师范大学） 
Strong log convexityq    of the Eulerian 

polynomials of Coxeter groups 

17:05-17:20 祝宝宣（江苏师范大学） 
Some recent results for unimodality of combinatorial 

sequences 

17:20-17:35 魏传安（海南医学院） 
Evaluations of Watsonq  type, Dixonq  type, 

q Whipple type and q Gosper type series 

17:35-17:50 蔡吴兴（华南理工大学） 
Average length of the longest alternatingk   

subsequence 

 

B组: 迎宾楼三楼大会堂 

主持人：陆玫（清华大学） 

14:30-14:45 胡智全（华中师范大学） Weakly bipancyclic graphs 

14:45-15:00 张胜贵（西北工业大学） 
Induced subgraphs with large degrees at end-vertices 

for hamiltonicity of claw-free graphs 

15:00-15:15 赖春晖（闽南师范大学） Some problems on paths and cycles 

15:15-15:30 蔡俊青（曲阜师范大学） 
An implicit degree condition for pancyclicity of 

graphs 

15:30-15:45 涂建华（北京化工大学） The k  path vertex cover problem 

15:45-16:00 宁博（西北工业大学） Directed short cycles and rainbow short cycles 

16:00-16:20 茶歇 

主持人：王维凡（浙江师范大学） 

16:20-16:35 任韩（华东师范大学） Cycle space and graph coloring 

16:35-16:50 陈敏（浙江师范大学） List vertex-arboricity of toroidal graphs 

16:50-17:05 仝春玲（山东交通学院） 
Equitable total coloring of generalized Petersen 

graphs ( , )P n k  

17:05-17:20 黄丹君（浙江师范大学） 
Adjacent vertex distinguishing index of bipartite 

planar graphs 

17:20-17:35 李昊（中国人民大学） 3Hued coloring of 1,3K  free graphs 

17:35-17:50 宋慧敏（山东大学） 
On huedr   coloring of planar graphs with girth 

at  least 6 

17:50-18:05 孟佶贤（浙江师范大学） Characterization of (2 , )m m paintable graphs 

 

C组: 迎宾楼三楼国际会议厅 

主持人：晏卫根（集美大学） 

14:30-14:45 范益政（安徽大学） 
On the spectral radius of a class of non-odd-bipartite 

even uniform hypergraphs 



 

 IX 

14:45-15:00 王建峰（青海师范大学） 
Algebraic characterizations of graphs with distinct 

eigenvalue 

15:00-15:15 于广龙（盐城师范学院） Some results on extreme theory of graph spectra 

15:15-15:30 王文环（上海大学） 
Finding the least element of the ordering of graphs 

with respect to their matching numbers 

15:30-15:45 邢润丹（五邑大学） 
Graphs characterized by the second distance 

eigenvalue 

15:45-16:00 田方（上海财经大学） 

Bounding k  separated matchings and independent 

sets in sparse random graphs and partial 

( , , , )n k   hypergraphs 

16:00-16:20 茶歇 

主持人：徐光辉（浙江农业大学） 

16:20-16:35 袁西英（上海大学） 
Maximal of the indexQ   of graph G with 

forbidden subgraph 

16:35-16:50 田贵贤（浙江师范大学） 
The eneratingQ  function for graphs with 

application 

16:50-17:05 李靖建（广西大学） On tetravalent s  regular Cayley graphs 

17:05-17:20 刘瑞芳（郑州大学） 
Some results on the distance spectral 

characterization of graphs 

17:20-17:35 周江（哈尔滨工程大学） Line star sets for Laplacian eigenvalues 

17:35-17:50 赵芹（湖北大学） 
On the (signless) Laplacian eigenvalues of graphs 

with given stablity number 

 

D组: 迎宾楼三楼展厅会议室 

主持人：吴建良（山东大学） 

14:30-14:45 陈北方（香港科技大学） 
Resolution of indecomposable integral flows on 

signed graphs 

14:45-15:00 董峰明（南洋理工大学） 
Proof of a conjecture on the number of spanning 

trees of line graphs and its generalization 

15:00-15:15 娄定俊（中山大学） 
An ( )O n  time algorithm for maximal line subgraph 

in a Halin graph 

15:15-15:30 李伟东（云南大学） The multicast routing in rings with costs 

15:30-15:45 李良辰（洛阳师范学院） 
Nowhere-zero 3 flows in Cayley graphs on some 

special groups 

15:45-16:00 魏建新（鲁东大学） 
One problem and three conjectures on generalized 

Fibonacci cubes 

16:00-16:20 茶歇 

主持人：赵海兴（青海师范大学） 

16:20-16:35 徐守军（兰州大学） Complete forcing numbers of graphs 

16:35-16:50 徐保根（华东交通大学） Balance domination in graphs 

16:50-17:05 赵永强（石家庄学院） Competition numbers of Halin graphs 

17:05-17:20 华洪波（淮阴工学院） On remoteness and proximity in graphs 



 

 X 

17:20-17:35 董德周（华南理工大学） 
关于希伍德对顶点数用数学归纳法证明“五色定

理”的探讨 

17:35-17:50 乔修让（洛阳石化总厂） A way finding ( , )r k l  and (3,10) 41r   

 

E组: 迎宾楼六楼汕头厅 

主持人：吴佃华（广西师范大学） 

14:30-14:45 苑立平（河北师范大学） Right triple convexity 

14:45-15:00 苏战军（河北师范大学） Tilings of right trapezoids with similar triangles 

15:00-15:15 张勇（盐城师范学院） 
Strongly symmetric self-orthogonal diagonal Latin 

squares and Yang Hui type magic squares 

15:15-15:30 刘晓惠（南通大学） 
Two new classes of binary sequence pairs with 

three-level cross-correlation 

15:30-15:45 包经俊（苏州大学） 
Some infinite classes of partitioned difference 

families 

15:45-16:00 余黄生（广西师范大学） 无理的对角有序的幻方的存在性 

16:00-16:20 茶歇 

主持人：冯荣权（北京大学） 

16:20-16:35 曹佑安（湘潭大学） 
The orbits of the faces of a weight polytope under 

the action of Weyl group 

16:35-16:50 张更生（河北师范大学） 最优组合批处理码的单调性质及上下界 

16:50-17:05 毛华（河北大学） 
Characterization and reduction of concept lattices 

through matroid theory 

17:05-17:20 马建敏（河北师范大学） 
Hadamard matrices, multipartite regular digraphs 

and imprimitive association schemes 

17:20-17:35 范久瑜（四川大学） On the non-negativity of the complete cd  index 

17:35-17:50 马俊（上海交通大学） A generalization of G parking functions 

 

18:00- 晚餐：迎宾楼二楼餐厅 

19:15- 中国组合数学与图论学会理事会：迎宾楼六楼汕头厅 

 

11月 10日上午：小组报告（15分钟） 

A组: 迎宾楼六楼珠海厅 

主持人: 侯庆虎（南开大学） 

08:30-08:45 王国亮（北京理工大学） The log-concavity of genus polynomials 

08:45-09:00 周蕊（东北大学） 
Proofs of conjectures of Sandon and Zanello on 

colored partition identities 

09:00-09:15 王晓霞（上海大学） Whipple-like formulas for terminating 3 2F  series 

09:15-09:30 李纳（周口师范学院） 
q Derivative operator proof, for of a conjecture of 

Melham 

09:30-09:45 陈曦（大连理工大学） Total positivity of Riordan arrays 

09:45-10:00 赵彤远（北京大学） On ( , )S p q Dyck paths 



 

 XI 

10:00-10:20 茶歇 

主持人：张之正（洛阳师范学院） 

10:20-10:35 林丽双（集美大学） Arithmetic properties of  regular bipartitions 

10:35-10:50 青兰（内蒙古大学） 
Some combinatorial identities involing a new class 

of generalized   array type polynomials 

10:50-11:05 贺兵（华东师范大学） 
On the divisibility properties of certain binomial 

sums 

11:05-11:20 黄昊阳（南开大学） 
Average size of a self-conjugate ( , ) cores t   

partition 

11:20-11:35 张莹丽（南京师范大学） 
A note on induced subtrees and chromatic number of 

a graph 

11:35-11:50 陈胜（哈尔滨工业大学） Weakly connectedness of tensor product of digraphs 

 

B组: 迎宾楼三楼大会堂 

主持人: 胡智全（华中师范大学） 

08:30-08:45 覃城阜（广西师范学院） 
Every contraction critical 8 connected graphs with 

minimum degree 9 is 9 regular 

08:45-09:00 孙午阳（福州大学） 4 Factor  criticality of vertex-transitive graphs 

09:00-09:15 
田润丽（中南林业科技

大学） 

On 2 factors in claw-free graphs whose edges are 

in small cycles 

09:15-09:30 刘木伙（华南农业大学） 对最小度有所约束的图的划分问题 

09:30-09:45 胡小兰（南京大学） A note on almost balanced bipartitions of a graph 

09:45-10:00 刘岩（华南师范大学） 因子临界图的耳朵分解与最大匹配数 

10:00-10:20 茶歇 

主持人：张胜贵（西北工业大学） 

10:20-10:35 于筱蔚（山东大学） 
Neighbor sum distinguishing edge coloring of 

graphs 

10:35-10:50 胡晓雪（浙江师范大学） 
Edge-face coloring and entire coloring of plane 

graphs 

10:50-11:05 
王艺桥（北京中医药大

学） 
Linear 2 arboricity of planar graphs 

11:05-11:20 伍婷婷（浙江师范大学） The surviving rate of planar graphs 

11:20-11:35 戈鋆（厦门大学） 
Equivalence classes of knot colorings and minimum 

number of colors 

11:35-11:50 龚和（厦门大学） 
Potts model partition functions on two families of 

fractal lattices 

 

C组: 迎宾楼三楼国际会议厅 

主持人: 张莲珠（厦门大学） 

08:30-08:45 吕大梅（南通大学） 
Distance two labeling of the edge-path-replacement 

of a graph 

08:45-09:00 陈东（苏州大学） A characterization of (2,1)L  labeling number for 



 

 XII 

trees with maximum degree 3 

09:00-09:15 
舒巧君（杭州电子科技

大学） 
(2,1) Total labeling of trees 

09:15-09:30 丁来浩（山东大学） 

The applications of the Combinatorial 

Nullstellensatz on neighbor sum distinguishing 

colorings 

09:30-09:45 韩铭（浙江师范大学） Locally planar graphs are 5 paintable 

09:45-10:00 姚京京（河北工业大学） 
Some results of neighbor sum distinguishing 

colorings of graphs 

10:00-10:20 茶歇 

主持人：钱建国（厦门大学） 

10:20-10:35 李向军（长江大学） 
Generalized measures of fault tolerance in some 

recursive  networks 

10:35-10:50 李秋丽（兰州大学） Matching preclusion for vertex-transitive graphs 

10:50-11:05 孙跃方（绍兴文理学院） 
Generalized edge connect3 ivity  of Cartesian 

product  graphs 

11:05-11:20 谷梅梅（北京交通大学） 
Fault tolerance analysis of aryk   cubesn  in 

terms of extra connectivity 

11:20-11:35 宁文杰（清华大学） Paths and cycles in hypertournaments 

11:35-11:50 谢笋（青海师范大学） 
On the Merrifield-Simmons index and Hosoya index 

of tree-triangle graphs 

 

D组: 迎宾楼三楼展厅会议室 

主持人: 李书超（华中师范大学） 

08:30-08:45 杨玉军（烟台大学） 
Comparison theorems on resistance distances and 

Kirchhoff  indices of ,S T  isomers 

08:45-09:00 魏福义（华南农业大学） 化学指数的一些进展 

09:00-09:15 计省进（山东理工大学） Matching and matching energy 

09:15-09:30 祁旭丽（河北师范大学） 
The Kirchhoff indices and the matching numbers of 

unicyclic graphs 

09:30-09:45 葛云鹏（青海师范大学） On the maximal energy of tree with diameter 4 

09:45-10:00 张建斌（华南师范大学） On the minimal energy of graphs 

10:00-10:20  

主持人：郭曙光（盐城师范学院） 

10:20-10:35 陈小丹（广西大学） 
The extreme eigenvalues and maximum degree of 

k  connected irregular graphs 

10:35-10:50 杜志斌（肇庆学院） 
The acyclic matrices with a maximum number of 

P  vertices and a P  set of maximal size 

10:50-11:05 刘晓刚（墨尔本大学） 
Quadratic unitary Cayley graphs of finite 

commutative rings 

11:05-11:20 姚艳红（安阳师范学院） 
On the spectral radius of trees given diameter and 

edge independence number 



 

 XIII 

11:20-11:35 廖云华（湖南师范大学） 
Computing the Tutte polynomials of self-similar 

graphs 

11:35-11:50 林鸿莺（华南师范大学） 
On least distance eigenvalues of trees, unicyclic 

graphs and bicyclic graphs 

 

E组: 迎宾楼六楼汕头厅 

主持人: 高维东（南开大学） 

08:30-08:45 黄益如（上海大学） 
一个组合学公式的发现和二次剩余分布密度新规

律的揭示 

08:45-09:00 王伟平（浙江理工大学） 
有关 Bernoulli 多项式与 Euler 多项式的混合乘积

之和的研究 

09:00-09:15 千国有（四川大学） 
The least common multiple of consecutive quadratic 

progression terms 

09:15-09:30 袁平之（华南师范大学） Unsplittable sequences over cyclic groups 

09:30-09:45 韩冬春（南开大学） On additive bases II 

09:45-10:00 王苏丹（内蒙古大学） Some formulas related to residue method 

10:00-10:20  

主持人：苗正科（江苏师范大学） 

10:20-10:35 龚世才（浙江农林大学） On the problem of minimum skew rank 

10:35-10:50 刘月（福州大学） Complex L  matrix and its recognition 

10:50-11:05 尤利华（华南师范大学） 
Some result and open problems on the primitive 

degree of nonnegative  tensors 

11:05-11:20 
黄宇飞（广州民航职业

技术学院） 
组合矩阵的结构指数 组合矩阵指数的系统化 

11:20-11:35 
刘春林（国防科学技术

大学） 
Some results of bicoloured ordered trees 

11:35-11:50 郭龙（南开大学） 
Equivalence classes of full-dimensional 0 /1

polytopes of the hypercube 

 

11:50- 午餐：迎宾楼二楼餐厅 

 

11月 10日下午：邀请报告（30分钟） 

A组：迎宾楼六楼汕头厅 

主持人：孙智伟（南京大学） 

14:30-15:00 马欣荣（苏州大学） 

The coefficientt  method, symbolization of 

summation formulae, and inverse operatorsq   

with applications to q  series 

15:00-15:30 杨立波（南开大学） 
Melham's conjecture on sums of odd powers of 

Fibonacci numbers 

15:30-16:00 杨亦挺（同济大学） 
An independent set approach to the lower bound of 

some codes 

16:00-16:20 茶歇 



 

 XIV 

B组：迎宾楼三楼大会堂 

主持人：孟吉翔（新疆大学） 

14:30-15:00 陈耀俊（南京大学） 
Some extremal problems and results on the 

existence of trees 

15:00-15:30 熊黎明（北京理工大学） 
Locally  conditions for a graph to be Hamilton- 

(connected) 

15:30-16:00 金泽民（浙江师范大学） Anti-Ramsey numbers for matchings in graphs 

16:00-16:20 茶歇 

 

C组：迎宾楼三楼国际会议厅 

主持人：郭继明（华东理工大学） 

14:30-15:00 康丽英（上海大学） 
Extremal graph theory based on the p  spectral 

radius 

15:00-15:30 单海英（同济大学） 

On the Laplacian spectral radius of cyclicc   

graph and upper bounds of the thk Laplacian 

eigenvalue of graph 

15:30-16:00 周波（华南师范大学） Some aspects of spectral graph theory graphs 

16:00-16:20 茶歇 

 

D组：迎宾楼三楼展厅会议室 

主持人：雷建国（河北师范大学） 

14:30-15:00 朱文兴（福州大学） 
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物理设计自动化中的电路划分

和布局 

15:00-15:30 马杰（中国科技大学） Maximizing proper colorings on graphs 

15:30-16:00 蔡建生（潍坊学院） Acyclic and generalized acyclic coloring of graphs 

16:00-16:20 茶歇 

 

16:20-16:50 闭幕式：迎宾楼三楼大会堂 

 

17:30- 晚餐：迎宾楼二楼餐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