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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0 日，由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金融时报社主办，湖北经济学院金融学院承

办的“精准扶贫，金融教育的责任和使命”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 2016 回顾与展望年会

在武汉召开。

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郭庆平，人民银行党委委员、行长助理杨子强，金融时报社

社长邢早忠，以及来自全国各地人民银行系统有关理事单位、原行属院校领导、有关金融机

构负责人、金融领域专家学者等 150 余人出席会议。

郭庆平发表了题为“金融消费者教育在精准扶贫中应发挥更大的作用”的演讲。郭庆平

强调，精准扶贫中金融教育十分重要；在精准扶贫工作中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教育，要特别注

意与金融工作实际相结合，与普惠金融相结合，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相结合；在精准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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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开展金融知识宣传教育，要注意专业化、经常化和制度化；金融消费者教育是一项系统工

程，需要各级政府、金融部门、教育部门、社会团体和组织都积极参与，共同协调推进。

杨子强在致辞中指出，金融扶贫工作的重点之一是普惠金融，增强金融服务在贫困地区

的可获得性。希望各金融机构增强金融精准扶贫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支持金融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与会专家和代表围绕大会主题，展开深入研讨与交流。中国建设银行湖北省分行行长林

顺辉以“精准扶贫：实践及其体会”为题发表演讲，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副司长邹澜解读了

金融精准扶贫的政策实践，Visa 中国区总裁于雪莉分享了金融普惠教育的成功经验。

在此次年会上，还对 2016“农业发展银行杯”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有奖征文获奖院校

进行了颁奖。

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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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0 日，由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金融时报社主办，湖北经济学院金融学院承

办的“精准扶贫，金融教育的责任和使命”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 2016 回顾与展望年会

在武汉召开。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郭庆平发表了题为“金融消费者教育在精准扶贫中

应发挥更大的作用”的演讲。人民银行党委委员、行长助理杨子强在致辞中指出，金融扶贫

工作的重点之一是普惠金融，增强金融服务在贫困地区的可获得性。

在金融领域各项改革走向深入，精准扶贫进入攻坚阶段，金融消费者教育，尤其是在贫

困地区增强金融消费者素养，显得尤为重要。在本届年会上，中国建设银行湖北省分行行长

林顺辉以“精准扶贫：实践及其体会”为题发表演讲，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副司长邹澜解读

了金融精准扶贫的政策实践。

探索精准扶贫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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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金融消费者教育

郭庆平在演讲中指出，从理论视角看，金融消费者教育是平衡市场供求和防范金融风险

的基础性工作；从国际趋势看，世界各国高度重视金融消费者教育；从中国国情看，加强金

融消费者教育任重而道远。

郭庆平说，要重视发挥金融机构开展金融教育促进精准扶贫的作用。部分金融机构创造

性开展金融教育服务精准扶贫的经验和做法：一是在精准扶贫规划编制和实施中开展金融教

育；二是组织金融专业人员利用多种形式在精准扶贫中开展金融教育；三是在建立完善信用

体系中助力精准扶贫；四是支持教育事业推进精准扶贫。在精准扶贫工作中，金融管理部门

要加强政策指导，督促金融机构履行好社会责任。

人民银行开展金融消费者教育工作助推精准扶贫。对此，他指出，其一，建立消费者金

融素养调查制度。从 2017 年起在全国范围内每两年开展一次调查。动态掌握农民群体金融

知识水平和需求，整体规划贫困农村地区的金融知识普及活动，精准对接金融需求，提高金

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
China Foundation for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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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消费者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其二，开展集中性金融知识普及活动。从 2013 年开始，每年

9 月人民银行组织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月”活动，至今已开展 4 年。其中，“金融知识进农

村”活动成为金融消费者教育和精准扶贫的契合点。其三，构建金融消费者教育长效机制。

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因地制宜，着力构建金融消费者教育长效机制，通过金融消费者教育打

通金融服务“三农”的“最后一公里”，成为助推农村地区脱贫攻坚的“源动力”。其四，

推进普惠金融综合示范区试点工作。2016 年 4 月，人民银行正式批复同意在陕西省宜君县开

展农村普惠金融综合示范区试点工作，宜君县成为我国首个县级农村普惠金融综合示范区。

2016 年 6 月，人民银行正式批复同意在青海省开展普惠金融综合示范区试点工作，这是我国

唯一一个省级普惠金融综合示范区。

他总结说，精准扶贫中金融教育十分重要；在精准扶贫工作中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教育，

要特别注意与金融工作实际相结合，与普惠金融相结合，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相结合；在

精准扶贫中开展金融知识宣传教育，要注意专业化、经常化和制度化；金融消费者教育是一

项系统工程，需要各级政府、金融部门、教育部门、社会团体和组织都积极参与，共同协调

推进。

实践中寻新路 

林顺辉基于湖北省荆州市中河村的扶贫探索实践，讲述了金融扶贫经验。

他们将精准扶贫工作实践及阶段进展分为干部进村、专人驻队、规划引导、分类施策等

步骤，在分类施策中，他们以“六个精准”、“五个一批”为指导，因地制宜、因户施策、

因人施策。“六个精准”指：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

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五个一批”为：发展生产脱贫一批、异地搬迁脱贫一批、

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

谈及金融精准扶贫实践工作的体会及启示，林顺辉表示，要坚持政治为纲，坚持组织为

基，坚持制度为本，坚持创新为魂，坚持教育为根，坚持落实为要。他说，斩断贫困链条代

际传递，根本还是要靠教育。必须持续加大贫困地区教育投入，让贫困地区子女能够圆满完

成 9 年义务教育，免费接受中等职业教育，更大范围享受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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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情用心用力

如何求真务实、精心谋划，扎实推进金融精准扶贫工作，对此，邹澜介绍了金融支持的

六方面举措：加强金融精准扶贫的顶层设计，做好金融扶贫信息对接、统计监测和专项评估

工作；设立扶贫再贷款，建立使用扶贫再贷款与带动建档立卡人口脱贫的挂钩机制，优先和

主要支持带动贫困户就业发展的企业和建档立卡贫困户；出台易地扶贫搬迁信贷资金筹措方

案、衔接投放以及管理服务等文件，加强易地扶贫搬迁信贷资金筹措和管理服务；加大金融

产品创新力度，提高金融精准扶贫深度；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加强贫困地区支付基础设施建

设，积极推进贫困地区农村信用体系和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深入开展贫困地区金融消费

者教育和权益保护，提高金融消费者的金融知识素养和风险责任意识，优化贫困地区金融生

态环境。

金融支持精准扶贫工作中，如何将各项工作和政策措施有效落实，邹澜指出，一是统筹

做好金融扶贫信息对接、统计监测和政策效果评估等三项金融精准扶贫基础性工作。二是管

好用好扶贫再贷款，发挥货币政策工具引导作用。三是做好易地扶贫搬迁金融服务。四是加

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提高金融服务可获得性。五是努力推进金融教育培训创新发展。

他指出，金融教育培训充分体现了“扶贫先扶智”的理念和思路，对于贫困地区群众掌

握和运用金融知识具有重要意义。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的“金惠工程”是在贫困地区开展金

融教育培训的创新实践。在认真总结“金惠工程”实施经验的基础上，根据贫困地区农民、

金融从业者以及基层的领导干部等不同人群的特点，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培训工作，着力打

通金融政策传导与运用的最后一公里，提升金融消费者的金融知识素养和风险责任意识。

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
China Foundation for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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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 日，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与北京德力社会组织评估与服务中心联合召开专

项评估报告解读会。我会副秘书长梁国桢、刘墨海，德力评估主任谢晓霞、理事高超、评估

专家刘京扬、白明及我会全体工作人员出席了会议。

9月，我会委托德力评估对“农业发展银行杯”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有奖征文活动、“金

惠工程”两个重点公益项目进行综合评估，以期寻找并发现项目的特色及关键控制点，实现

项目未来的升级和可持续发展。

为了全面深入地研读评估报告，充分实现评估的效果，了解评估过程重点指标如何掌控，

双方共同举办了本次解读会。

梁国桢副秘书长对本次评估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她指出，对基金会重点公益项目实施

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是一个创新，既可以总结基金会各项工作，也对基金会未来的发展具有重

大意义。

谢晓霞主任就评估简况、项目缘起和概况、项目运作流程和公益绩效的评估以及评估结

论与建议五个方面对评估报告进行详细的介绍和解读，从专业性的角度对这两个项目进行了

分析。白明副研究员以基金会评估指标体系的解读为题，对基金会如何做好评估工作、评估

过程中的重点指标如何理解等方面进行了详细介绍。随后，我会工作人员与几位评估专家进

行了详细、深入的交流。

我会与德力评估中心联合召开专项评估报告解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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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2 月 28 日，《公司金融顾问》中国金融行业标准获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并正式颁

布。该标准由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牵头，公司金融顾问金融行业标准起草工作组起草。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

金会名誉理事长吴晓灵指出，《公司金融顾问》中国金融行业标准的颁布实施是落实《国家

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的要求，是公

司金融行业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具体措施。只有通过有效规范公司金融从业者的服

务过程、服务内容以及对公司金融顾问人才培养、评价体系制度的科学规划，从金融产品、

服务及专业人才等金融供给侧进行改革，才能推进金融业更有效地担负起支持经济脱虚向实、

智力扶持实业转型升级的重任。

《公司金融顾问》金融行业标准主体内容包括六部分：第一、二部分对该行业标准适用

范围及所涉及的专业术语进行界定和定义；第三部分对公司金融顾问的两种类别、3 个等级

和 6 类角色定位进行描述；第四部分详细规范了公司金融顾问的服务过程，涉及初步接洽、

初制方案、签约、执行、直至最后阶段的投诉处理、反馈与调整等 14 项具体服务流程；第

五部分对公司金融顾问所必须具备的 8 个方面的职业道德做出具体解释；第六部分就公司金

融顾问的 3 个等级确立了相应的职业能力要求，以及其对应初、中、高级公司金融顾问能力

水平考试方式和考核要求等人才评价机制。

《公司金融顾问》中国金融行业标准颁布实行的意义在于：一是在我国当前金融业综合

化经营不可逆转的趋势下，要脱虚向实，抑制资产泡沫，防范经济金融风险，通过制定行业

标准进行自律是对辅助金融功能监管的有益探索，具有前瞻性和历史意义；二是在借鉴国际

资本市场协会及英国雷丁大学共同创建的 CFC 国际职业资格认证体系基础上，建立我国自

己的公司金融行业标准，进而建立和完善我国公司金融业务条线的人才培养和评价机制，为

实体经济提供包括资产管理、财务顾问、投融资顾问、金融风险管理等在内的专业金融人才

的顾问式服务，从而达到智力服务、扶持、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目标。同时，也必将为打造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综合化、功能型金融服务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公司金融顾问》中国金融行业标准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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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1 月 3 日，“金惠工程”武陵山片区志愿者培训班在贵州龙里举办，来自武陵

山片区及四川等实施县联络员和一级志愿者代表参加了此次培训。

2016 年 11 月 3 日至 4 日，我会与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共同举办互联网金融发展政策解

读研修班（第二期）培训。

2016年 11月 18日，“金惠工程”滑县中学生项目总结会暨县际交流会在河南滑县举行，

来自河南的志愿者以及来自重庆、湖北、四川、山西的志愿者代表参加了本次交流会。

2016 年 11 月 17 日至 18 日，“金惠工程”大兴安岭片区乡镇领导干部培训班在吉林长

春举办，来自吉林省八个县的乡镇领导干部参加了本次培训。

12 月 1 日，我会与北京德力社会组织评估与服务中心联合召开专项评估报告解读会，

我会副秘书长梁国桢、副秘书长刘墨海、德力评估主任谢晓霞、理事高超、评估专家刘京扬、

白明及我会全体工作人员出席了会议。

12 月 28 日，《公司金融顾问》中国金融行业标准获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并正式颁布。该

标准由我会牵头，公司金融顾问金融行业标准起草工作组起草。

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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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1 月 25 日，梅菲特（北京）涂料有限公司捐赠 611,848 元，用于蒲公英项目。

2016 年 11 月 25 日，北京星光影视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捐赠 104,420 元，用于蒲公英

项目。

2016 年 11 月 25 日，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捐赠 2000,000 元，用于金惠工程－国

开行专项。

2016 年 11 月 28 日，周逢民捐赠 200 元，用于蒲公英项目。

2016 年 11 月 30 日，北京信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捐赠 316,800 元，用于蒲公英项目。

2016 年 12 月 15 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捐赠 750,000 元，用于金惠工程中学生

项目。

2016 年 12 月 16 日，孙洁捐赠 72,600 元，用于蒲公英项目。

2016 年 12 月 16 日，北京康银阁钱币有限责任公司捐赠 3,000,000 元，作为金融教育基

金捐款。

2016 年 12 月 18 日，上海银团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捐赠 3,400,000 元，作为金融教育

基金捐款。

2016年12月26日，捷信消费金融有限公司捐赠2,000,000元，用于金惠工程-捷信专项。

捐赠信息

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
China Foundation for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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