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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人兴教育英才，千人计划汇聚爱 

——“精准资助大学生千人计划”启动仪式在湖北举行 

 

4 月 24 日，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精准资助大学生千人计划”项

目启动仪式在湖北经济学院举行。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杨子强、

中国人民银行清算总中心党委书记齐小东，以及全国 27 所金融院校领导及

受助学生代表出席了本次活动。 

“精准资助大学生千人计划”由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发起设立，

主要资助全国 27 所金融院校中 1000 名家庭经济困难、品学兼优的一年级

新生全部学费至其毕业。此外，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将组织受助学生

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帮助受助学生进行职业规划，并

将持续跟踪、关注每名受助学生的生活、学业、就业及职业发展等情况。 



- 3 -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战略思想；党

的十九大续写脱贫攻坚、有效扶贫的新篇章。“精准资助大学生千人计划”

的设立正是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重要

战略思想的积极举措，也是践行金融教育事业发展使命，推动精准扶贫与

金融人才培养相结合的有效尝试。 

“精准资助大学生千人计划”项目旨在“扶困助学，立德树人”，通过

对受助大学生多方面的关怀，激发他们感恩社会、立志成才的内生动力，

激励他们学有所成后建设家乡，报效祖国，回馈社会，将爱心善举薪火相

传。该项目的实施对改变 1000 个家庭的贫困局面，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有

着深远的意义。 

杨子强表示，“精准资助大学生千人计划”项目是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

金会成立以来，一次性资助金额最大、受助人数最多的助学奖学类公益项

目。他指出，为推动项目更好开展，真正使学生受益，应坚持助困与育人

相结合，助困与育德相结合，助困与育才相结合。他表示，中国金融教育

发展基金会将继续深入推进“融学合作”，不遗余力地为贫困家庭学生保驾

护航，为精准扶贫与金融人才培养做出应有贡献。 

齐小东表示，“精准资助大学生千人计划”项目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与中国人民银行清算总中心履行金融扶贫的职责高度契合。中国人民银行

清算总中心将积极参与，为受助学生的培训培养、能力提升、视野开拓提

供更多帮助，加大精准资助的力度，为金融扶贫、教育扶贫做出更多贡献。 



- 4 - 

湖北经济学院党委副书记梅华、湖南大学教育基金会理事长张强以及

受助学生代表先后发言。启动仪式由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薛

涛主持。 

 

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 

携手捷信共促山西贫困地区金融教育发展 

 

4 月 19 日，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与捷信消费金融有限公司，在山

西省隰县共同举办以“筑培训之基，育金融素养”为主题的助推金融知识

纳入国民教育体系项目启动暨捐赠仪式。捷信将捐款 100 万元人民币，用

于 2018 年在山西省 15 个国家级贫困县开展金融教育普及工作，推进金融

教育课程进小学，助推金融知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以切实提高国民金融

素养，更好地构建金融知识普及长效机制。来自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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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太原中心支行及吕梁市、临汾市、晋中市各分支机

构、隰县人民政府等单位的领导和嘉宾出席了活动。 

 提升国民金融素养及其自我保护能力有助于建立稳定的金融发展环

境，对于深化金融改革、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与构建普惠金融体系均意义重

大。早在 2015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

作的指导意见》就特别强调了“要将金融知识普及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切实提高国民金融素养”。根据 2017 年 6 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消费者

金融素养调查分析报告（2017）》，全国消费者金融素养指数平均分为 63.71，

处于中等偏上水平，青少年的金融素养显著低于成年人，是最适合开展金

融教育的群体之一。目前全球虽然已有大约 60 个经济体正在实施金融教育

的国家战略，我国还未能落实将金融知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绝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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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还未系统地开设金融知识课程，这是我国金融教育的空白领域。此

外，将金融知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抓早抓小”，让青少年能够在义务教

育阶段循序渐进地学习金融知识、培养金融素养，还可以达到“教会一个

学生、辐射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的良好效果。所以，推动金融知识

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无疑是提升我国国民金融素养的必要手段和途径，也是

构筑金融知识普及教育常态化的重要阵地。 

助推金融知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项目以山西省临汾市、吕梁市、晋中

市的 15 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小学五年级学生为培育重点，对其开展系统的金

融知识与诚信意识课堂教育。该项目将为实施地区的小学五年级学生捐赠

《金融与诚信》读本；为当地教师提供金融知识培训；在隰县电子商务扶

贫培训基地现有场地和基础设施的基础上捐建金融教育基地；支持《推进

金融知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有效性评估》课题研究工作与实施效果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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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杨子强表示，作为发展普惠金融的基

础环节，金融教育，尤其是面向青少年的金融普及教育，意义重大，势在

必行。“助推金融知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项目”的启动是全力践行普惠金融

理念，构建金融知识普及长效机制的重要实践。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

将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整合基金会优势资源，发挥慈善组织优势，

推进《金融与诚信》课程进小学，预计惠及学生将达到 2.6 万人次。希望通

过“金融素养”这个教育支点，以校内课堂教学、校外互动体验为载体，

撬动学生全面素质的提升，培养诚信意识、规则意识，在满足学生共性发

展的基础上实现个性特色发展，从而达到“春风化雨、育人无声胜有声”

的普及效果。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副局长尹优平表示，推进金融知识

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是一项利国利民的民心、德政工程，高质量的金融消费

者教育是金融精准扶贫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的重要途径，是提升贫困地区群众造血能力的重要抓手。 

捷信集团董事会董事梅恺威先生表示，很高兴可以与中国金融教育发

展基金会再度合作，助推金融知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合力提升国民金融

素养。 

该项目将为当地的普惠金融发展奠定良好基础，也将为扶贫攻坚工作

的推进落实提供极大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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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子强理事长赴达州、巴中 

调研基层金融教育工作开展情况 

 

4 月 10-12 日，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杨子强理事长一行赴四川省

达州市、巴中市就全国金融教育示范基地建设情况及“金惠工程”项目开

展情况进行调研。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方昕，巴中市

委常委、统战部长罗思维陪同调研。 

在巴中市平昌县驷马镇，杨子强理事长与地方政府部门、人民银行分

支机构相关负责人及基地规划设计师等举行座谈，听取了基地建设的后续

规划，并对基地各环节的建设原则、重点元素、预期效应等提出具体意见，

强调该基地要在合法合规前提下，结合当地红色金融文化和晏阳初平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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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思想，打造出有内涵、有特色、有意义的金融教育示范基地，加强基层

信用体系和防风险体系建设，扩大普惠金融受益面。 

在人民银行宣汉县支行，杨子强理事长听取了达州市金惠工程实施情

况总结，对基层金融志愿者的服务工作表示肯定和感谢，同时对开展金融

教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难点提出了改进意见和支持策略。他指出，仍需

加强“金惠工程”已结项地区的管理，要结合地方实际，制定运作有效的

志愿者管理模式和金融教育培训体系等，巩固以往成果，探索新的起点。 

随后，杨子强理事长参观了宣汉县职业中学金融教育示范点，指出要

多方合作，对基层教师多创造接受培训的机会，提高师资专业能力的同时，

带动青少年金融素养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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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稿启事 

 

“金融知识微普及”微信公众号（微信号：pjjrzs）为中国金融教育发展

基金会创办，旨在建立常态化、网络化、趣味化、形式多样的金融知识普

及平台，以期有效满足社会各阶层普及金融知识的需求。为进一步提高本

微信公众号内容水平，自即日起长期征稿。 

一、主办方 

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 

二、征稿要求 

（一）投稿作品要求观点鲜明、主题突出、内容准确、积极向上，具

有一定思想性、文学性和较强的可读性，文风轻松活泼，字数 1000-2000 字。 

（二）稿件主题包括但不限于：普惠金融与人们生活的关系、人民币

知识与人民币反假、诚信教育、个人可获得的银行服务、个人可获得的金

融服务、个人可获得的保险服务、个人理财、个人融资、防止金融诈骗等。 

（三）格式要求 

word 格式，图文并茂，如有视频或音频，请提供链接。来稿请注明署

名、电话等联系方式。 

1.图片：原图，文件大小不超过 2M，长宽比 9:5，并配有图片说明； 

2.背景音乐：格式支持 mp3、wma、wav、amr，文件大小不超过 30M，

时长不超过 30 分钟； 

3.视频：已在腾讯视频发布。 

（四）投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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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tougao@cfdfe.org 

三、稿酬及奖励 

（一）投稿作品基础稿费每千字 180 元； 

（二）阅读量奖励：投稿作品发布 15 日内，阅读数每达到 300 次奖励

30 元，封顶 120 元； 

（三）特别贡献奖励：如投稿作品或建议能促进本公众号快速发展，

起到一文胜百文的效果，主办方将给予一定奖励； 

（四）投稿作品发布后 16-20 日内，根据阅读及转发数据结算发放稿

费（遇节假日顺延）。 

四、投稿人权利与责任 

（一）投稿人一经投稿，即代表接受以下投稿人权利，并承担相关责

任； 

（二）投稿人可以是自然人或法人，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稿件内

容不得违反宪法的基本原则，以及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包括但不

限于：（1）反对宪法规定的基本原则的；（2）危害国权统一、主权和领土

完整的；（3）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4）

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或者侵害民族风俗、习惯的；

（5）宣扬邪教、迷信的；（6）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7）宣扬

淫秽、赌博、暴力或者教唆犯罪的；（8）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

法权益的；（9）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10）法律、行政

法规和国家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的；（11）剽窃和抄袭他人作品，侵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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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的，或未经许可使用他人照片、肖像或影像资料等，侵犯他人肖像权

或其它知识产权的。 

（三）投稿作品一经采用，投稿人享有署名权，根据稿酬计算及支付

规则，享有相应报酬； 

（四）投稿作品必须是原创作品，且未在其他平台发表，如转载或抄

袭将列入黑名单，情况严重者将追究法律责任； 

（五）投稿作品一经采用，严禁再用于其他平台、其他渠道，一经发

现将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五、主办方权利与责任 

（一）本公众号持续征稿，自收到稿件起 15 个工作日内告知投稿人是

否采用，未录用投稿作品，投稿人可以自行处理； 

（二）主办方拥有稿件审核权、发布权，有权将同一份投稿作品发布

至主办方其他媒体平台，包括但不限于官方网站、微博、头条号等； 

（三）充分尊重原创和版权，对投稿作品和作者信息等隐私充分保密； 

（四）主办方根据投稿报酬支付相关规定，在规定时间内计算，并向

投稿人支付报酬。 

六、其他 

本启事中投稿人权利与责任、主办方权利与责任之解释与适用以及有

关争议，应当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予以处

理，并受主办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七、特别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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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注册志愿者、联络员以及“金融院校百名优秀

教师”项目认定教师，投稿作品一经发布，将优先参与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

金会组织的有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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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4 月 10-12 日，杨子强理事长一行赴四川省达州市、巴中市就全国金

融教育示范基地建设情况及“金惠工程”项目开展情况进行调研。 

4月 19日，我会与捷信消费金融有限公司，在山西省隰县共同举办以

“筑培训之基，育金融素养”为主题的助推金融知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项

目启动暨捐赠仪式。我会杨子强理事长出席仪式并讲话。 

4月 24日，我会“精准资助大学生千人计划”项目启动仪式在湖北经

济学院举行。我会杨子强理事长出席活动并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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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信息 

2018 年 4 月 13 日，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捐赠 2,000,000 元，用于中

钞奖助学基金项目。 

2018年 4月 25日，李晓然捐赠 20元，用于金惠工程农村中学金融教

育项目。 

2018年 4月 26日，VISA环球私人有限公司捐赠 3,018,599.1元，用

于大兴安岭扶贫地区普惠金融项目。 

 

 

 

 

 

 

 

 

 

 

官方微博                   官方微信公众号        金融知识微普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