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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7 日， 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换届大会暨第七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人民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易纲，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

金会名誉理事长吴晓灵出席会议并讲话。 

本次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第七届理事会，选举杨子强为第七届理事

会理事长。 

易纲对新一届理事会的产生表示祝贺。他充分

肯定了第六届理事会取得的成绩，同时，对第七届

理事会的工作提出了殷切希望和要求，一是要以强

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做好金融知识普及教育工作；

二是要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把握工作方向；三是要

充分发挥理事会的领导决策作用；四是要持续不断

地加强内部建设、完善自我。希望基金会不忘初心、

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继续发展，为发展普惠金融、助推精准扶贫、做好金融教育公益慈善

事业贡献更多力量。 

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召开换届大会暨
第七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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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灵对第六届理事会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对

基金会未来发展提出了宝贵建议，一是继续做好金惠

工程，树立公益品牌；二是要培养“造血功能”，提

升面向社会公众筹款的能力；三是关注工作队伍建设

和专业公益人才的培养。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巡视员李波对会议的召开

和当选的新一届理事会表示祝贺。希望基金会在上一

届理事会打下的良好基础上，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提高理事会的领导能力和决策水平，坚

持形成“自我管理、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运行机制，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加强自身建设，进一步提升组织管理和项目运作的专业化水平，建立

富有活力的专业化工作队伍，不断增强社会影响力和公信力，把金融教育事业和基金会各项

工作推上新的水平。 

杨子强表示，要进一步加大基金会筹资能力，

做好金惠工程等品牌项目，发挥理事会领导决策作

用，加强基金会自身建设。在人民银行和民政部的

领导下，依法履职、求真务实、开拓进取，更好地

发挥社会组织的巨大优势，广泛联系全国金融系统

和金融院校，提供服务，整合资源，为推动金融教

育事业发展和培养更多高素质的金融人才不断作出

新贡献。

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成立于 1992 年，是经人民银行批准、在民政部登记注册，由

人民银行主管的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多年来，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

坚持开展面向国家贫困地区金融知识普及项目 - 金惠工程；坚持开展面向金融院校的奖学助

学金、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有奖征文和创业大赛项目；坚持开展面向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的金

融素养水平能力提升培训项目。经过不懈努力，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在提高全民金融素

质、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
China Foundation for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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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7 日，“金惠工程”武陵山片区志愿者培训暨优秀志愿者表彰会在交通银行培训

中心成功举办。本次表彰会对来自武陵山片区湖北省、湖南省、贵州省等金惠工程项目实施

县的 84 名优秀组织者和优秀志愿者代表进行了现场表彰，并颁发了优秀志愿者、优秀组织

者证书。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孙方、国家开发银行教育培训局的代表以及中国

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培训部、专项项目部的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孙方总结了过去一年的工作情况，并对 2016 年武陵山片区金惠工程志愿者取得的成绩

表示肯定。他指出，金惠工程这一公益项目离不开志愿者的广泛参与，金融知识普及宣传活

动需要稳定的志愿者服务团队。他希望，今后要更加注重志愿者队伍的稳定性和专业性建设，

将金惠工程与志愿者工作职能有机结合起来，不断补充新生力量。

本次培训以经验交流为主。人民银行秀山县支行优秀组织者陈燕玲以“如何做一名合格

的培训师”为题分享了典型做法，为志愿者组织培训活动提供参考。孙方以“志愿者话术与

心理调适”为题，通过一系列心理学案例分析，与志愿者共同探讨开展培训工作时如何有效

地获取受训对象的认同。

会后，武陵山片区志愿者参观了交通银行数据中心。本次培训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和效果，

受到了全体学员的认可与好评。

“金惠工程”武陵山片区志愿者
培训暨优秀志愿者表彰会在上海成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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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7 日至 18 日，由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主办、中国人民银行兴安盟中心支行协

办的“金惠工程”农村中学金融知识普及项目第九期志愿者培训班在内蒙古兴安盟顺利举办。

中国人民银行兴安盟中心支行副行长韩福顺出席了开班仪式并致辞。来自内蒙古自治区兴安

盟科右前旗、突泉县以及黑龙江省抚远县、饶河县 4 个金惠工程项目新拓展县的 31 名金融

机构和教育机构的志愿者参加了此次培训。

本次培训进一步优化了课程设置，以示范课展示和分组讨论的形式，鼓励并引导志愿者

对青少年金融教育工作加深认知，勤于分析，配合实践。来自各县、各机构的金融从业者和

教师志愿者就金惠工程在当地启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展开讨论，纷纷献言，并结合自身岗位

特点和工作实际，对未来三年如何充分利用资源、推动区域青少年金融素养提升提出了初步

规划和相关建议。

此外，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专家组对参与说课比赛的各校教师代表进行了评价和指

导，以期通过本次具体实践，帮助教师志愿者建立金融知识进课堂的基本授课理念和技能，

在金惠工程农村中学金融知识普及项目开展过程中充分发挥志愿精神和专业所长，为贫困地

区青少年金融教育事业贡献一己之力。

“金惠工程”农村中学金融知识普及项目
第九期志愿者培训班在兴安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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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3 日至 24 日，大兴安岭片区“金惠工程”项目——兴安盟乡镇领导干部金融培训

班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举办。此次培训班由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兴安盟金融办、中

国人民银行兴安盟中心支行联合主办，VISA 公司独家赞助，是“中国普惠金融教育‘金惠工程’

国际示范区大兴安岭片区”第二期农村基层领导干部培训班。来自兴安盟 5 个贫困旗（县）

的 160 余位乡镇领导干部和当地金融工作者与北京、上海的优秀金融专家讲师在兴安盟齐聚

一堂，就如何更好地将普惠金融落实到广大农村地区、扎实防范群体性金融风险、实现农村

“精准扶贫”目标进行了分享和探讨。

习总书记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金融扶贫是社会赋予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的光荣使命，是国家

扶贫工程重要的一环。大兴安岭片区“金惠工程”项目是由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发起、

VISA 公司资助、以推动普惠金融发展为宗旨的公益项目，是金惠工程开展以来，资金投入

最多、涵盖子项目最全的专项项目区。该项目计划于 2016 年至 2018 年期间，在大兴安岭片

区内的黑龙江省、吉林省和内蒙古自治区 3 省（区）33 个国家级贫困县，面向农民群众、

农行基层领导干部、农村中小学生及县及以下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全面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教

育和培训。“内蒙古自治区乡镇领导干部金融培训班”即为大兴安岭片区金惠工程项目针对

基层领导干部的第二期系统、全面的农村普惠金融知识培训，旨在通过金融知识普及教育促

进农村金融创新，改善农村信用和金融环境，提高金融服务在当地的可获得性，最终为助推

扶贫开发事业贡献力量。

此次培训受到了兴安盟当地领导和学员的一致好评。大家表示培训班开拓了眼界并且带

来了具有较强实践性和推广性的金融案例，便于更准确地把握国家及地方普惠金融政策与项

目，了解农业供应链融资和互联网在农村金融服务中的作用和优势，并知悉农村群体性金融

风险点的成因，及时扑捉风险苗头。乡镇基层领导干部了解了农村金融的发展方向，表示会

积极配合金融机构在涉农方面布局，由基层政府牵头，引导、培育和规范农村当地经济的发展。

“金惠工程”乡镇领导干部金融培训班落地内蒙古
 助力农村精准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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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7 日，“金惠工程”武陵山片区志愿者培训暨优秀志愿者表彰会在交通银行培训

中心成功举办。

3 月 17 日至 18 日，“金惠工程”农村中学金融知识普及项目第九期志愿者培训班在内

蒙古兴安盟顺利举办。

3 月 23 日至 24 日，大兴安岭片区“金惠工程”项目 ---- 兴安盟乡镇领导干部金融培

训班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举办。

4 月 17 日，成功召开换届大会暨第七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人民银行党委副书记、副

行长易纲，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灵出席会议并讲话。本次会议选举产生第七

届理事会，选举杨子强为第七届理事会理事长。

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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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3 月 14 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捐赠 100,000 元，用于金惠工程－

青海专项。

2017 年 3 月 21 日，VISA 环球私人有限公司捐赠 3,294,686.7 元，用于金惠工程－大兴

安岭地区扶贫项目。

2017 年 3 月 27 日，社会爱心人士捐赠 2,450.1 元，用于蒲公英项目。

2017 年 4 月 12 日，社会爱心人士捐赠 300 元，用于蒲公英项目。

2017 年 4 月 21 日，社会爱心人士捐赠 4,420.1 元，用于蒲公英项目。

2017 年 4 月 21 日，社会爱心人士捐赠 1,100 元，用于蒲公英项目。

2017 年 4 月 24 日，赵凯捐赠 1,000 元，用于蒲公英项目。

2017 年 4 月 24 日，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捐赠 174,930 元，用于海沧区奖教奖学项目。

捐赠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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