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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国际数学教育大会终极阶段通知 

一、 会议日程 

受全球疫情影响，第十四届国际数学教育大会已推迟至 2021 年 7 月 11 日至

7 月 18 日举办。鉴于时区差异，所有学术活动将于北京时间下午一时持续至晚

上十一时。早期研究生涯日将于 7 月 12 日早上八时持续至下午六时。 

大会新增一项大会团体报告： 

大会团体报告 三： Pandemic: the responsibility of mathematicians and 

mathematics educators towards education, science and society 

参会者可登录第十四届国际数学教育大会官方网站（www.icme14.org），在

“学术议程”一栏中获取大会日程表。 

 

二、 注册费用 

1. 线下参会:  在 2021 年 3 月 31 日及之前缴费：每人 3500 元； 

      在 2021 年 4 月 1 日至 5月 31日之间缴费：每人 3800 元； 

      在 2021 年 6 月 1 日及之后缴费：每人 4000 元； 

陪同人员在任何时间缴费：每人 1000 元。 

2. 线上参会:  任何时间缴费：每人 2000 元。 

3. 早期研究生涯日:  线上参会：每人 200 元； 

线下参会：每人 350 元。 

请注意： 

(1) 免除注册费的参会者，支付页面显示支付金额为 0（不包括早期研究生涯日

的费用）。 

(2) 如您还未支付参会费用，请尽早完成支付。付款时间将对应不同金额的线下

参会费，并且可能影响参会码的发放。请参会者尽早缴费，以便银行有足够

时间办理汇款手续。上海当地大会组织者仅负责上海当地银行的款项接收费

用，参会者当地银行办理转账手续的费用由参会者自行承担。 

(3) 线上参会者可以使用不同电子设备登录，但不支持同时登录。 

(4) 从线下转成线上参会或者取消参会的注册者将收到退款，从线上转成线下参

http://www.icme14.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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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注册者则要求按照支付日期的时间点支付差价。 

(5) 所有退款手续将在大会结束后进行，任何需补交的费用将在大会现场登记处

进行支付。 

 

三、 全体告示 

致线上参会者: （1）所有线上参会者均需参会码方可参与大会学术活动。 

（2）所有学术活动将通过 ZOOM 进行直播。 

致线下参会者: （1） 所有线下参会者必须持有中国签证，或者港澳台居民来往

大陆通行证。 

（2）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但是，全球

疫情形式严峻，中国不得不采取严格管控措施，因此签证申

请面临难题。我们相信，随着世界范围内的疫情形势得到有

效改善，中国将放宽管控，部分参会者将如期以线下形式参

与大会。 

 

四、 活动形式 

1. 大会报告和获奖者报告 

（1） 大会报告和获奖者报告将在主会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北路校区

体育馆二楼）举行。  

（2） 大会报告持续 60 分钟，另安排 45 分钟供演讲者与观众交流，现场将

通过高清视频和音频设备进行直播。 

（3） 所有获奖者报告将同时进行，每个报告持续 60 分钟，另安排 45 分钟

供演讲者与观众交流。报告与观众交流都将进行现场直播。 

（4） 演讲者可以采取以下两种方式进行发言： 

第一，线下参与会议并发表演讲（首选）； 

第二，提供预录制的演讲视频，大会工作人员将在对应发言时间将视

频投放至大屏幕。 

（5） 所有演讲者须提供 PowerPoint 辅助演讲。在讨论互动环节，所有线下

演讲者须在现场，线上演讲者须保持在线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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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会团体报告和专题调查组 

（1） 大会团体报告将在主会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北路校区体育馆二

楼）举办，现场将通过高清视频和音频设备进行直播。 

（2） 所有专题调查组将同时进行，各持续 90分钟，并进行现场直播。 

（3） 大会团体报告和专题调查组的演讲和互动的时间和形式由组织者自行

决定。 

（4） 演讲者可以采取以下两种方式进行发言： 

第一，线下参与会议并发表演讲（首选）； 

第二，提供预录制的演讲视频，大会工作人员将在对应发言时间将视

频投放至大屏幕。 

（5） 在讨论互动环节，所有线下演讲者须在现场，线上演讲者须保持在线

状态。 

 

3. 邀请报告 

（1） 所有邀请报告将会被分为三组，在三个时间段同时进行，各持续 60分

钟，并现场直播。其中，讨论时间至少为 10分钟。所有演讲者必须提

供 PowerPoint 辅助演讲。  

（2） 演讲者可以采取以下两种方式进行发言： 

第一，线下参与会议并发表演讲（首选）； 

第二，提供预录制的演讲视频，大会工作人员将在对应发言时间将视

频投放至大屏幕。 

（3） 所有演讲者须提供 PowerPoint 辅助演讲。在讨论互动环节，所有线下

演讲者须在现场，线上演讲者须保持在线状态。 

 

4. 专题研究组、讨论组和工作坊 

（1） 专题研究组将分成 A 组（单数研究专题组：TSG 1, TSG 3, ...）和 B

组 (双数研究专题组：TSG 2, TSG 4, ...)。A 组和 B 组各有三场讨

论时段，时长共 300 分钟。 

（2） 研究专题组的活动安排将由各小组组长自行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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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演讲者将通过 ZOOM 共享 PowerPoint 或者播放预录制的视频，或于

现场进行演讲。 

 

5． 国家展示、ICMI 研究活动报告、ICMI 附属机构报告 

（1） 三组活动将同时举行，各持续 120 分钟，现场将通过高清视频和音频

设备进行直播。演讲和互动时间安排由组织者自行决定，但我们强烈

建议组织者尽可能包含互动形式以增强交流和学习效果。 

（2） 演讲者可以采取以下两种方式进行发言： 

第一，线下参与会议并发表演讲（首选）； 

第二，提供预录制的演讲视频，大会工作人员将在对应发言时间将视

频投放至大屏幕。 

（3） 演讲者通过 ZOOM 播放 PowerPoint 或者预录制的视频。在讨论互动

环节，所有线下演讲者须在现场，线上演讲者须保持在线状态。 

 

6.   学术墙报 

     学术墙报的讨论时段主要面向线下参会者，不进行现场直播。但是所有墙

报均将上传到大会指定网站，以供线上参会者进行交流。 

 

7.   特色主题活动 

所有特色主题活动将于指定时段内于上海主会场同时举办，并将进行现场直

播。活动内容主要以中文形式展示，相关的英文材料将提前上传至官网，有兴趣

的参会者可登录大会官网（www.icme14.org）查看。 

 

8.   早期研究生涯日 

参会者如果以在线形式参加，需提前录制演讲视频。 

 

9.   文化之旅 

仅面向线下参会者。 

 

http://www.icme14.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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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开幕式、闭幕式和中国艺术文化表演 

大会现场将通过高清视频和音频设备向线上参会者展示开幕式、闭幕式和中

国艺术文化表演。参会者与非参会者都可观看大会的网络直播。 

 

五、 视频录制 

1. 视频录制要求 

（1） 彩色视频； 

（2） 视频清晰度为 720p 及以上； 

（3） 视频格式必须是 mp4，rmvb, mov, flv； 

（4） 视频文件命名：活动名缩写_演讲者姓名（例如：PL_Lingyuan GU）； 

 以下表格是学术活动名称及其缩写： 

学术活动 缩写 

大会报告 PL 

大会团体报告 PP 

获奖者报告 AL 

专题调查组 ST 

邀请报告 IL 

国家展示 NP 

*如您参加的学术活动不在此列表中，请将视频文件命名为：活动全称_演

讲者姓名。 

 

2. 视频上传 

（1） 上传录制视频至云储存服务器（例如 Dropbox）； 

（2） 复制视频分享的链接和密码； 

（3） 登录第十四届国际数学教育大会官网（reg.icme14.org/login）并登录

您的账号； 

（4） 选择“To Submit”栏目下的“I want to share my 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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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粘贴视频的链接和密码至文本框，并点击“update video info”。 

 

3. 截止日期  

视频上传截止日期为北京时间 2021年 6 月 10日。 

 

4. 其他注意事项 

（1） 专题研究组、讨论组和工作坊等互动性的学术活动不采取视频录制的

形式。 

（2） PowerPoint 和录制视频都将通过 ZOOM 播放。 

（3） 组织者自行安排演讲和互动的时间和形式。 

 

六、 资助申请 

1. 资助内容包括注册费免除，机票补贴和住宿补贴。线上参会者仅免除注册费。 

2. 免除注册费的参会者，支付页面显示支付金额为 0。 

3. 2019 年的资助申请已审核完毕并已通过邮件通知。2020年至 2021 年的资助

申请正在审核过程中，请您耐心等待。 

4. 如您有其他资助相关问题，请联系 grant@icme14.org。 

 

七、 材料要求及截止日期 

1. 大会报告 

请大会报告演讲者在 2021 年 4 月 15 日前将讲座摘要发送至 

acad@icme14.org。文件命名格式请参照：五、视频录制。 

 

2. 大会团体报告和专题调查组 

请大会团体报告和专题调查组的组长在 2021 年 4 月 15 日前将主题摘要

mailto:grant@icme14.org
mailto:acad@icme14.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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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终修订版发送至 acad@icme14.org。文件命名格式请参照：五、视频录制。 

 

3. 邀请报告 

请邀请报告演讲者 2021 年 4 月 15 日之前将讲座摘要发送至

acad@icme14.org。文件命名格式请参照：五、视频录制。 

 

4. 专题研究组 

请各专题研究组组长提前联系投稿人，确认其按时参加本届国际数学教

育大会。各专题研究组组长须按时完成小组日程安排表，包括提交论文的具

体时间，日程安排表的模板下载请点击 TSG Team Agenda。请各组长在 2021

年 5 月 15日前完成日程安排表，并发送至 acad@icme14.org。 

 

请所有演讲者根据要求尽快提交相应材料，感谢您的配合。我们期待在第十

四届国际数学教育大会上与您相遇！ 

译于 2021 年 4月 8日 

mailto:acad@icme14.org
mailto:acad@icme14.org
../Downloads/TSG%20Agenda.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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