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CM 中国近期动态 

2014 年 11 月（首期） 

本期热点内容包括： 

 

 ACM 近期活动预告 

 ACM 中国教育委员会要闻 

 ACM 中国各分会活动一览 

 

 

 ACM 近期活动预告 

 

2014 年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电子技术与信息科学领域）将于 12 月

12 日至 14 日在西南大学举行 

本次论坛是以博士生自主学术交流为主、知名专家共同参与的学术盛会，也

是国内信息科学类专业博士生的又一次全国性学术论坛。热烈欢迎计算机科学、

通信工程、电子科学、控制科学等领域的专家教授和博士生参加，组委会将提供

与会人员的往返差旅费及食宿费，共同推进信息科学的发展。 

 

2014 ACM 重庆分会年会将于 12 月 20 日在西南大学举行 

本次年会将总结过去一年重庆分会的工作，对 2015 年的工作进行讨论和部

署；届时，将宣布组建 ACM 重庆分会指导委员会，选举 ACM 重庆分会委员会

委员。同时年会将邀请知名专家教授举办多场学术报告，就计算机领域最新研究

热点展开讨论。ACM 重庆分会热烈欢迎各位专家教授来重庆参会。 

 

第一届全国高校云计算应用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 

由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管，东南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承办，ACM

南京分会和焦点科技有限公司协办的“第一届全国高校云计算应用创新大赛”现

已开始报名了！本次大赛设置技能赛、命题赛和创意赛，还特邀国内外云计算产

业相关的企业加盟，欢迎各高校队伍积极参加。 

赛事官方网站：http://cloud.seu.du.cn 

微信平台：cloud_seu_edu_cn，官方 QQ 群(330127041) 

http://cloud.seu.du.cn/


 ACM 中国教育委员会要闻 

召开 2014 年度委员会工作会议 

 

ACM 中国教育委员在 2014 年 10 月于西安举

行 2014 年工作会议。此次会议主要总结了 ACM 中

国教育委员会在上一个年度的工作情况，以及

ACM CS 2013 本地化工作情况。与此同时，委员会

成员还讨论并确定了教育委员会在中国的主要职

责和未来工作方向。 

 

中国高校第十届计算课程报告论坛顺利召开 

由 ACM 中国教育委员会参与组织的中国高

校第十届计算课程报告论坛于 2014 年 11 月 1 日、

2 日在长沙举行，来自全国 300 多所高校的 630 多

名教师参加了会议。大会围绕计算机专业创新人

才培养、计算思维与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MOOC

建设、青年教师成长与课程教学改革讲坛等 4 个

专题进行了交流。 

 

关于展开 CS2013 学科规范翻译工作 

2014 年 7 月，ACM 中国教育委员会与中国教育部计算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

员会就 ACM Computer Science Curricula 2013(CS2013)的翻译开展合作。委员会

组织了国内的相关教师成立了工作组开展了此项工作，并明确了参与人员及各自

分工；计划在 2014 年末完成此项工作。 

 

 ACM 中国各分会活动 

1） 2014 年 11 月 28 日，ACM 太原分

会成立大会暨学术报告会在太原科技

大学图书馆报告厅隆重举行。会议特邀

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开展学术交流，并

召开了太原分会的成立大会。 

 



2）2014 年 11 月 27 日，清华大学刘云浩

教授应邀在太原理工大学博学楼二层报告

厅作题为“万物相连万物生：物联网导论”

的报告。 

 

 

 

 

3） 2014 年 10 月 23 日，2014 ACM 中国

理事会年度学术研讨会暨 2014 ACM 中国

颁奖典礼在郑州大学举行。复旦大学的姜

育刚老师和南京理工大学的唐金辉老师获

得了 2014 年 ACM 新星奖，西安交通大学

的杨磊博士和东南大学的凌振博士获得了

2014 年 ACM 优秀博士论文奖。 

 

 

 

4） 10 月 21 日，ACM 北京分会成立大会

暨学术报告会议在清华大学 FIT 多功能厅

召开。成立大会结束后，ACM 主席 Alex 

wolf 做学术报告，并与参会人员深切交流。 

 

 

 

 

 

 

5） 2014 年 9 月 28 日，ACM 大连分会成

立暨学术报告会在大连理工大学开发区校

区图书馆报告厅隆重举行。大会邀请高文

院士及国内外国内外顶尖的计算机相关学

科的教授为全院师生奉献了一系列高水平

的学术报告。 

 

6) 2014 年 5 月 23 日上午，ACM 武

汉分会成立大会暨学术报告会在华

中科技大学八号楼三楼学术报告厅

举行。会议宣布 ACM 武汉分会正式

成立，并进行了精彩的学术报告。 

 

 

 

7） 由 ACM 南京分会举办的 ACM 南京卓



越博士奖和卓越青年科学家奖评选活动近期已经圆满结束。经过评审，分会最终

确定了各个奖项的得主，并推荐至 10 月 23 日举办的“ACM 中国优秀博士论文奖”

和“ACM-China&CC 新星奖”答辩活动。经过激烈的角逐，来自 ACM 南京分会的

凌振和唐金辉最终成为两个奖项的得主。 

 

8） 2014 年 4 月 20 日至 5 月 25 日，ACM

南京分会主办的苏、鲁高校大学生程序设计

大赛于在东南大学九龙湖校区成功举办。 

 

 

 

 

 

 

9） 2014 年 5 月 26 至 28 日，第九届绿色普适计算与云计算国际学术会议

（GPC2014）在湖北武汉召开。大会围绕绿色计算、普适计算以及云计算等国际

前沿方向，并邀请了国内外领域资深专家进行了主题演讲。 

 

10） 2014 年 9 月 13 日，由中国计算机学会主办的第八届中国可信计算与信息

安全学术会议（CTCIS）在恩施举行。会议期间与会专家学者就可信云计算、网

络安全、密码学、内容安全与隐私保护等不同研究领域进行分场报告并讨论。 

 

11） 2014 年 10 月 18 日，ACM 济南、CCF 

YOCSEF 济南在齐鲁工业大学成功举办“IT

热点技术分析及展望”学术报告会。本次报

告会针对云计算、大数据、智能制造、人机

交互技术等方面展开深入分析和探讨。 

 

 

12） 2014 年 10 月 27 日下午，悉尼大学 Albert Y. Zomaya 教授应邀来华中科技

大学作了题为“Adaptable Resource Allocation in Cloud Computing Systems”的学术

报告，讲述了如何自适应地为云计算服务进行资源分配。 

 

13） 2014 年 10 月 31 日，ACM 上海分会在

新疆乌鲁木齐市顺利召开“社会公共安全大

数据研讨会”，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参加了会

议。 

 

 

 

14） 

2014 年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1 日， 由

湖北省计算机学会主办的“2014 湖

北省计算机学会年会暨理事大会



（HBCS-AC 2014）”在湖北宜昌召开。年会邀请罗军舟教授和苏金树教授，分别

做了关于大数据和互联网发展的学术报告。 

 

 

15） 2014 年 11 月 8 日，ACM 济南、CCF 

YOCSEF 济南、CCF 济南在山东财经大学

成功举办“云环境下大数据关键技术与应

用”为主题的报告会，探讨云计算、大数

据、社会网络等新兴技术下的热点研究问

题。 

 

 

 

 

16） 2014 年 11 月 15 日，由工业和信息化

部指导，ACM 太原分会等多家事业单位主

办的“互联中国梦—互联网时代的创新与

创业”公益活动在太原理工大学思贤楼三

层报告厅顺利召开。活动邀请工业、企业

界嘉宾作报告，并就当下热门话题与观众

展开互动。 

 

 

17） 2014 年 11 月 20 日至 22 日，由东南大学和 IBM 公司主办的 2014 第二届高

级云和大数据国际学术会议（CBD2014）在中国黄山成功召开。会议围绕“云计

算和大数据应用”的主题展开了热烈研讨。 

 

18)  2014 年 10 月 15 日，ACM 成都分会组织优秀学生进行经验交流，分享学

习、求职中的宝贵经验，并介绍了成都分会及学生分会的相关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