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湖南省高校第四届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 

现场答辩通知 

 

各参赛高校： 

2019 年湖南省高校第四届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评审工作已经结束，本次竞

赛共有 203 支队伍报名参赛，其中 191 支队伍成功提交答卷（A 题答卷 102 份、

B 题答卷 89 份）。根据竞赛章程，经竞赛专家委员会讨论确定了 A 题 20 支队伍、

B 题 18 支队伍参加现场答辩（具体名单见附件）。为做好现场答辩工作，现将有

关注意事项通知如下： 

1、答辩时间与地点 

报到时间：2019 年 11 月 11 日 8:00~9:30   

报到地点：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图书馆前坪 

答辩时间：2019 年 11 月 11 日 10:30~12:00 

答辩地点：湖南人文科技学院致远楼，具体为 

A 题一组：316 教室；A 题二组：317 教室；A 题候场：320 教室 

B 题一组：404 教室；B 题二组：407 教室；B 题候场：308 教室  

2、答辩要求 

（1）答辩学生须着正装，携带学生证、身份证以备查验，自备电脑，准备

好 PPT 以及相关材料。 

（2）答辩时间每队 8-10 分钟，其中学生汇报 5 分钟，主要汇报问题解决的

基本思路、工作亮点等。 

（3）所有参加答辩的参赛队请打印好 3 份纸质论文（须与提交的电子版论

文完全一致）提供给答辩专家查阅。 

3、其它事项 

（1）答辩学生须于 11 月 11 日 9:30 前到达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因距离较远，

需在 11 月 10 日赶往娄底的带队教师和答辩学生，请自行联系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周边酒店。 

（2）湖南人文科技学院为参加现场答辩的带队教师和学生提供 11 月 11 日

的中餐，请在报到时按需领取餐券。11 月 11 日中餐的用餐地点为湖南人文科技



学院淳和楼（食堂）三楼，为避开用餐高峰，带队教师和答辩学生的用餐时间为

12:30 开始。 

（3）请参加现场答辩的带队教师提醒学生注意答辩期间的人身与财产安全。 

4、联系方式 

带队教师和答辩学生在答辩期间有任何问题，请根据情况与相应老师联系： 

答辩报到：刘珊君，电话：18975870633 

答辩现场：孙蔚菁，电话：15073806406 

    其它咨询：李军成，电话：15573850166 

  

附件：2019 年湖南省高校第四届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现场答辩名单 

 

湖南省高校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组委会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数学与金融学院（代章） 

2019 年 11 月 10 日 

 

 

 

 

 

 

 

 

 

 

 

 

 

 

 



附件：2019 年湖南省高校第四届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现场答辩名单 

序号 学校 队员 1 队员 2 队员 3 指导老师 选题 分组 

1 国防科技大学 赵勇 陈海亮 杨唯一 指导教师组 B B2组 

2 国防科技大学 李晨 刘佳豪 张开放 指导教师组 B B2组 

3 国防科技大学 杨家伟 孔令发 李凡 指导教师组 B B2组 

4 衡阳师范学院 石亭 张丰 张致远 李龙 A A2组 

5 湖南大学 徐星福 向芷漫 吴一凡 指导教师组 A A2组 

6 湖南大学 范文星 朱晓光 李林松 指导教师组 B B1组 

7 湖南大学 陈玉如 庾雪菲 尹雨枫 指导教师组 B B1组 

8 湖南工程学院 谢斌 曹垒 颜金娥 方江林 B B2组 

9 湖南工商大学 罗文敏 王扬 孙荣俊 姜林 A A1组 

10 湖南工商大学 吕斯健 余进玲 刘婷 杨刚 A A1组 

11 湖南工商大学 胡志强 李思远 吕春红 姜林 B B2组 

12 湖南工业大学 陆天浩 李玲玲 陈宇峰 汤琼 A A2组 

13 湖南工业大学 李韵 周秋艳 罗春芳 曾嵘 B B2组 

14 湖南科技大学 高阳 张啸 赵毅峰 张剑尘 A A1组 

15 湖南科技大学 刘鹏飛 王睿 谢威 李冬梅 A A1组 

16 湖南科技大学 陆浩松 王媛 曹星星 黄荣 B B2组 

17 湖南理工学院 李楠英 周承乐 欧阳慧婷 涂兵 A A2组 

18 湖南理工学院 吕天星 彭家 杨莉萍 江五元 A A2组 

19 湖南理工学院 黄俊 邹鹏程 张佩佩 李新平 B B1组 

20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詹兴国 涂洲溢 谢锋华 杨炼 B B1组 

21 湖南师范大学 李俊雄 王海霞 王欣颖 欧辉 A A1组 

22 湖南师范大学 范丽娜 付康 桂平 崔登兰 A A1组 

23 湖南师范大学 何定思 巩文杰 陈胜 崔登兰 B B1组 

24 吉首大学 王硕 文明凯 沈炳良 指导教师组 A A1组 

25 吉首大学 李梦军 魏雪丹 谢菲菲 指导教师组 B B1组 

26 吉首大学 陈蒙 杨杰 贺勇军 指导教师组 B B1组 

27 南华大学 雷卫瑞 刘亚涛 刘文一 廖茂新 A A2组 

28 南华大学 刘杨杨 叶璐 种志强 廖茂新 A A2组 

29 湘潭大学 徐锐 徐宇昭 吕伟华 指导教师组 A A1组 

30 湘潭大学 张驰 薛淑丹 史雪臣 指导教师组 B B2组 

31 长沙理工大学 陈敏茹 秦欢 许奇 梁小林 A A2组 

32 长沙理工大学 青灿 燕彤彤 王韬 赵康 A A2组 

33 中南大学 高翔 段彬鑫 潘海辉 韩旭里 A A2组 

34 中南大学 杨慧娟 陈功 李尽展 侯木舟 B B1组 

35 中南大学 陈新江 刘欢 廖文昆 刘心歌 B B1组 

36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李杨 周湘人 郭薇丹 康毅芳 A A1组 

37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范子彦 霍皓灵 门凯阳 陈芳芳 A A1组 

38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李明轩 李家永 杨珂 曹慧平 B B2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