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非光滑分析与最优化理论及其应用研讨会 
非光滑分析与最优化理论及其应用是当今数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它在数

据分析、工程和图像处理等方面有重要应用。为了促进非光滑分析与最优化等领

域的专家进行学术交流，拟于 2018 年 3 月 30 日至 4 月 2 日在广州华南师范大

学数学科学学院举办非光滑分析与最优化理论及其应用研讨会。本次研讨会将邀

请该领域的专家报告有关非光滑分析与最优化领域的最新进展和探讨未来的发

展，欢迎各位老师同学前来参会。 

一． 组织委员会 

主席团 

丁时进 华南师范大学 

黎稳 华南师范大学 

沈文淮 华南师范大学 

辛周平 华南师范大学 

委  员 

 

刘春光 暨南大学 

谭露琳 华南师范大学 

叶颀 华南师范大学 

二． 会议安排 

1. 时间：2018 年 3 月 30 日至 4 月 2 日 

2. 地点：华南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3. 报到、住宿地点（统一安排）：华师大厦酒店（华南师范大学校内），会议不

收取会议费。住宿费用可选择自已承担，也可选择会议主办方支出。 

4. 到达华师大厦酒店的方式： 

① 白云国际机场：在白云机场乘去华师大厦酒店（原名：华师粤海酒店）

的机场大巴，费用约 22元。（打的士费用约 140元） 

②广州火车东站： 坐地铁 1号线经 2站到体育西路站转 3号线经 3站到华



师站下，走 E出口，步行穿过华师校园约 10分钟到达华师大厦酒店。打的

费用约 21元。 

③ 广州火车站： 在火车站广场坐公交 B2 路经 8 站到师大暨大站下。打的

费用约 32元。 

④ 广州南站（高铁站）： 坐地铁 7 号线到汉溪长隆站（约 4 站）转 3 号线

大约 11个站到达华师站，走 E出口。 

 

 

 

 

 

 

 

 

 

 

 

 

 

 

 

 



会 议 日 程 
3月 30日 14:00-19:00 注册报到，地点：华师大厦 

 

 

 

 

 

 

 

 

 

 

3月 31日 

08:00-11:00 研讨座谈会 

11：30-13:00 午餐 

14:00-14:10 华南师大数学科学学院院长致辞 

 

 

14:10-15:40 

主持人：谭露琳 

14:10-14:40 郑喜印: Bounded slice property and 

well solvability  for convex optimization problems. 

14:40-15:10 杨卫红：TBA 

 

15:10-15:40 何 诣 然 ： projection method for 

nonmonotone variational inequality. 

15:40-16:00 茶歇 

16:00-16:10 合影 

 

 

 

 

 

16:10-17:40 

主持人：刘春光 

16:10-16:40 臧睿 : 智能优化算法性能度量的一些探

讨。 

16:40-17:10 叶明露: A subgradient-based approach 

for finding the maximum feasible subsystem with 

respect to a given set. 

17:10-17:40 叶 颀 ： Tutorial of Kernel-based 

Approximation Methods. 

18:30-21:00 晚宴 

 

 

4月 1日 

08:00-11:00 参观机器学习与最优化计算实验室 

11：30-13:00 午餐 

14:00-17:00 参观大学城 

17:00-19:00 晚餐 

 

  



参 会 人 员 

序号 姓名 单位 

1 陈彩云 华南师范大学 

2 陈晨 华南师范大学 

3 陈概 华南师范大学 

4 陈建君 佛山市顺德区罗定邦中学 

5 陈裕群  华南师范大学 

6 崔永琴 景德镇陶瓷大学 

7 丁时进 华南师范大学 

8 杜笑笑 华南师范大学 

9 樊建伟 中山市东区远洋学校 

10 方晓燕 华南师范大学 

11 冯彩彩 广东科技学院 

12 冯瑞侠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13 耿堤 华南师范大学 

14 古惠鹏 华南师范大学 

15 谷爱玲 广东工业大学 

16 郭水琼 华南师范大学 

17 何诣然 四川师范大学 

18 胡炯健 广东药科大学 

19 黄锦能 华南师范大学 



20 黄力人  华南师范大学 

21 黄志伟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院 

22 江乐忠 华南师范大学 

23 赖赖文 华南师范大学 

24 黎稳 华南师范大学 

25 李观荣 岭南师范学院 

26 李建国 华南师范大学 

27 李俊杰 华南师范大学 

28 李岚岚 深圳市福田区华富小学 

29 李敏  深圳市龙岗区新亚洲学校 

30 李英 华南师范大学 

31 林道玲 暨南大学 

32 林颖 华南师范大学 

33 刘春光 暨南大学 

34 刘剑文 华南师范大学 

35 罗桂美 广东金融学院 

36 梅晶  华南师范大学 

37 莫明煜 华南师范大学 

38 宁刚 广东药科大学 

39 庞鼎基 香港理工大学 

40 邵长英 澳大利亚西澳洲政府规划厅 



41 沈玉芬 华南师范大学 

42 谭露琳 华南师范大学 

43 王超超 华南师范大学 

44 王雯 暨南大学 

45 王永俊 华南师范大学 

46 韦丽兰 钦州学院 

47 魏健琛 华南师范大学 

48 吴兵 暨南大学 

49 吴焚供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50 吴康 华南师范大学 

51 吴锐帆 华南师范大学 

52 吴先萍 广东工业大学 

53 辛周平 华南师范大学 

54 杨琪 暨南大学 

55 杨卫红 复旦大学 

56 叶明露 香港理工大学 

57 叶颀 华南师范大学 

58 叶远灵 华南师范大学 

59 余龙英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60 曾静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61 臧睿 东北林业大学 



62 张艳虹 华南师范大学 

63 章绍辉 华南师范大学 

64 郑喜印 云南大学 

65 钟超瑾 深圳市文汇学校 

66 庄木沛 腾讯科技有限公司 

67 邹风院 暨南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