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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长致辞

杨子强

理事长

2017 年，党的十九大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

三是积极募集资金。一年来，我们的筹款观

主义新时代，十九大报告突出强调要发挥好社会

念正在悄然改变，大家能够站在捐赠人的角度上

组织、慈善事业、志愿服务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了解他们的需求，在平等互利、双方共赢的基础

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上进行劝募，取得了较好成绩。

中的作用。2017 年，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
把握新使命，踏上新征程，在中国人民银行和民
政部的正确领导下，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
依靠理事会集体决策，恪守办会宗旨，坚持“以
规范促发展，在发展中创新”，搭建金融教育合
作平台，逐步规范内部治理，着力加强基层党支
部建设，扎实推进公益项目，积极拓展对外合作，
不断加大筹资力度，切实加强队伍建设，全面开
展各项工作。
一是打造“金惠工程”等系列品牌项目。以
项目合作为切入点，联合金融机构、金融院校、
教育部门、社会组织、媒体机构，紧密结合各方
需求，建立多层次、多元化、有丰富内涵的金融
教育合作平台，整体推动金融教育事业的发展。
二是完善内部治理。健全以章程为核心的法
人治理结构，遵循理事会集体决策、理事监事各
负其责的民主议事制度，完善民主决策程序；坚

四是培养人才队伍。不断加强“规范促发展”
工作理念和“尚学、尚德、自信、自律”核心价
值观的培养，注重文化的培育和构建，进一步强
化以人为本、人才强会的理念，重视工作人员的
内部培养，努力打造一支忠诚干净、责任担当、
专业敬业的工作团队。
2017 年，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实现收
入 6052 万元，支出 4336 万元，其中公益活动
支出 4072 万元。净资产总额为 1.27 亿元，较
上年增加 1716 万元，增长 15.6%。
2018 年，基金会将在十九大精神的指引下，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团结拼搏，扎实工作，为
发展普惠金融，推动中国金融教育事业发展而不
懈努力。
就此机会，再次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金融教
育公益慈善事业的各位同仁表示衷心感谢！

持项目专业化、财务透明化、信息公开化的规范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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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介绍

简介

“

2017 年，被民政部评
定为 4A 级基金会，同
年，被民政部认定为慈
善组织，并获得公开募
捐资格。

”

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成立于 1992 年，在民政部注册登记，业务
主管单位为中国人民银行。2017 年，被民政部评定为 4A 级基金会，同年，
被民政部认定为慈善组织，并获得公开募捐资格。
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依靠社会各界尤其是金融系统的支持捐助，
发挥公益组织优势，大力开展与金融教育相关的公益活动，以此推动我国
金融教育事业的发展。多年来，以规范促发展，在发展中创新，逐步确立
了立足金融普及教育、学校教育、职业教育三个核心业务板块，创立金融
教育合作平台的发展模式，并着重打造了“金惠工程”等系列品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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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

机构文化
我们的愿景：

人人具有良好金融素养，人人享有金融服务的权利。

我们的使命：

普及金融教育，提高国民金融素养，助推普惠金融事业发展。

我们的宗旨：

遵守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为提高金融从业者素质和向民众普及金融知
识，依靠社会各界尤其是金融系统的支持捐助，发挥公益组织优势，大力
开展与金融教育相关的公益活动，以此推动金融教育事业的发展。

我们的价值观：

尚学、尚德、自信、自律。

我们的工作理念：

以规范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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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注册信息
组织名称：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3100000500010272H
登记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成立时间：1992 年 5 月 14 日
原始基金数额：1000 万元
业务主管单位：中国人民银行
法定代表人：杨子强
业务范围：募集资金 专项资助 业务培训
      专业展览 书刊编辑 咨询服务
      国际合作与交流

捐赠账号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北京西长安街支行
户名：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
账号： 331156020421

4A 级基金会

2017 年 10 月，被民政部评定为 4A
级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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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架构
理事会
监事
秘书处

财务部

筹资联络部

培训部

综合项目部

专项项目部

办公室

第七届理事会
理事长：杨子强
理

事：万迎军   王希全   华耀纲   李小敏   杨子强   金

     崔兰琴   黄良波   黄

荦

毅   谢一群   鲍建安   潘光伟

     （按姓氏笔画为序）
监

事：袁

欣   刘活林   刘

蓓   邹

琦

工作人员守则
1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5

坚持学习，精通业务，提高素质。

6

自信自律，清正廉洁，坚守底线。

7

团结互助，相互尊重，和谐共事。

8

勇于开拓，求实创新，提高效率。

自觉践行本基金会的宗旨和使命。
2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依法照章办事，严格
执行本基金会各项规章制度。

3

心怀善意，仁爱利他，顾全大局。

9

举止得体，文明有礼，着装得当。

4

爱岗敬业，忠诚履职、诚实守信。

10

爱护公物，勤俭节约，安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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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 17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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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产生第七届理事
会，选举杨子强为理事长。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原副行长）、
党委副书记易纲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要遵守国家法律
法规，把握工作方向；要以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做好金
融知识普及教育工作；要充分发挥理事会的领导决策作用；
要持续不断地加强内部建设、完善自我。第十二届全国人
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灵、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
巡视员李波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对第七届理事会的工
作提出了殷切希望和要求。
基层党支部建设是基金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基金会
历来将做好基层党支部建设作为一切工作的前提。2017 年，
党支部参与基金会各项工作，对重大问题决策、重要干部任
免、重大公益项目开展、基金投资运作及大额资金使用等提
出意见，发挥了较好的政治指导作用。党的十九次全国代表
大会召开后，基金会将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首要政治任务，组织召开十余次专题学习会议，
积极组织落实关于“十九大精神应知应会内容自学和测试”
工作，基金会党建工作水平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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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基金会全面做好自身建设，主动申请参加全国性
社会组织等级评估。10 月，民政部发布公告，基金会评估等级

4A

由 3A 级晋升为 4A 级。中国人民银行原党委书记、行长周小川
对此作出重要批示。

基金会评估等级由 3A 级
晋升为 4A 级

2017 年 11 月，基金会被民政部认定为慈善组织，同时获
得公开募捐资格，为基金会更好地开展慈善活动提供法律保障。

入 围“2017 中 国 最 透 明 慈 善

2017 年，基金会在中基透明指数排行榜中继续以满分并列

公益基金会排行榜”前 50 强，

全国首位，在全国 6300 多家基金会中脱颖而出，入围“2017
中国最透明慈善公益基金会排行榜”前 50 强，位列第 3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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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惠工程
“金惠工程”是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于 2008 年倡导并发
起的全国性公益项目，主要面向农民群众、基层领导干部和金融机
构从业人员、农村中小学生广泛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教育和培训活动。
目前，已开发一套适用的农村各类群体学习和了解的金融知识普及
读物；探索出一个可复制的运作模式；拥有了一支具有奉献精神的
志愿者队伍。“金惠工程”得到了金融监管部门、地方政府的高度
认同与支持，有效填补了农村金融教育空白，提高了基层民众金融
素养，推动了普惠金融和精准脱贫事业的发展。2017 年，
“金惠工程”
公益品牌建设取得了阶段性进展，“金惠工程”商标（含英文标识）
获得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核准注册。
2017 年，“金惠工程”围绕吕梁山片区、大兴安岭片区、武陵
山片区，铜川市、咸阳市和青海全省开展农村金融教育普及和金融
助推精准脱贫工作；先后在四川、江西、山东和黑龙江 4 省 6 县开
展了项目实地调研；组织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 140 余名师生赴黑
龙江和内蒙古两省区共 10 个国家级贫困县开展基线调查工作，了解
项目实施地区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和农民对金融知识的需求状况，更
有针对性地进行农村地区金融知识普及教育，优化并创新农村金融
教育的运行模式，相关报告在“2017 年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上
发布。
通过大量考察调研，基金会确定将更多资源向农村中学金融知
识普及项目倾斜，组织开发《普惠金融知识系列读本》，助推金融
知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以期更大限度地提升青少年金融教育工作
成效，该《读本》被纳入《金融业标准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
年）》的普及材料。
2018 年，“金惠工程”将继续发挥品牌优势，加强合作，聚焦
“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持续推进基层金融教育事业，为提
升民众金融素养、发展普惠金融和精准脱贫工作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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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惠工程农户项目
金惠工程农户项目主要面向贫困地区农民群众开展金融知识普
“金惠工程”农户项目

20
225

新拓展了    个贫困县
惠及     个乡镇

面向农村居民和农村金融消费
者的金融教育惠及    

218.9
     

及教育，帮助其增强诚信观念和金融风险意识，掌握基本的金融知
识和使用金融工具的能力。
2017 年，金惠工程农户项目新拓展了 20 个贫困县，惠及 225
个乡镇。面向农村居民和农村金融消费者的金融教育惠及 218.9 万
人次，依托志愿者组织宣传培训活动 860 场（次），参与活动志愿
者 8620 人次，发放宣传资料 123.7 万份，报送简报 287 份。

万人次

截至 2017 年末，金惠工程已覆盖全国 18 个省（市、自治区）
265 个国定贫困县（区、旗），累计注册志愿者达到 9802 名（含
中学生项目）其中一级志愿者 1401 名，二级志愿者 8401 名，表
累计注册志愿者

9802

名

彰全国优秀志愿者 622 名。基金会累计举办 41 期一级志愿者培训班，
培训人数达到 3275 人次；项目实施地累计举办 4287 期二级志愿
者培训班，培训人数达到 104467 人次，约 3303 万余人次的项目
受众接受了金融知识普及教育。为贯彻落实《关于全面做好扶贫开

一级志愿者 1,401 名
二级志愿者 8,401 名
表彰全国优秀志愿者 622 名

发金融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银发（〔2014〕65 号），各金融机
构纷纷捐资推动金惠工程在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普惠金融教育——“金惠工程”国际示范区大兴安岭片区项目
由基金会发起，Visa 公司独家资助的“中国普惠金融教育‘金
惠工程’国际示范区”于 2016 年启动。项目面向大兴安岭南麓集
中连片特困地区黑龙江省、吉林省和内蒙古自治区 3 省区 41 个国
家级贫困县和省级贫困县，通过开展一系列的地方调研、能力建设、
金融教育、联合倡导等工作，帮助地方建立起有效的协同合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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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了一支富有使命感和执行力的基层志愿服务队伍，并尝试普惠
金融教育支持精准扶贫的新模式。该项目对于提升当地各类群体的
金融素养和金融能力，促进地方金融环境的改善起到了积极作用，
同时，有效支持了大兴安岭南麓连片特困区的精准扶贫工作。
2017 年，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
融研究院、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与 Visa 公司在京联合发布了中国
首份《连片扶贫区农村居民金融能力现状分析报告 (2017)》。调查
结果表明，加大金融教育是提升农村居民金融能力的关键，也是推
动农村精准扶贫和实现普惠金融的基础。

吕梁山集中连片特困区金惠工程农村金融知识教育普及项目
在捷信消费金融有限公司的支持下，基金会在吕梁山集中连片
特困区启动了金惠工程项目。先后在北京和山西举办了该专项的签
约仪式和启动仪式，并举办项目志愿者培训班、二级志愿者培训班
和面向农民群众普及金融基础知识的活动。在确保做好吕梁山片区
金惠工程对四类群体培训逐步落地的基础上，基金会积极探索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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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延，策划了“助推金融知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项目，将于 2018
年在山西省 15 个国定贫困县尝试开展金融知识进小学课堂试点工
作，实现金融普及“抓早抓小”，培育具有高水平金融素养的未来公民，
进一步推动和强化金融知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国家开发银行关爱奖励金项目
2017 年，国家开发银行继续支持在武陵山片区实施的金惠工程

102.9

项目，实现了对基层领导干部、中小学生、务工人员等受众普及金
万元

343 名乡村贫困教师获得
奖励金 102.9 万元

融基础知识、诚信观念及风险防范意识的教育。国家开发银行为帮
助乡村特困教师缓解生活困难，激励广大乡村教师投身乡村教育事
业，与基金会设立了“国家开发银行关爱奖励金”项目 , 对其定点
扶贫县和对口支援县的 343 名乡村贫困教师拨付奖励金 102.9 万元，
鼓励坚守岗位的教师扎根乡村，为乡村教育提供支持和保障。

金惠工程农村中学金融知识普及项目

截至 2017 年底，中学生项
目已覆盖

10
33
121
6.7
  

省（市、自区）

  

县（区、旗）

   

所中学，惠及学生

    万名。

金惠工程农村中学金融知识普及项目（以下简称“中学生项目”）
是金惠工程的重点子项目之一。作为农户项目的延伸和补充，中学
生项目以“教会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为愿景，利用受众在校
学习时间集中、思考理解能力较强、学以致用机会较多等优势，重
点面向贫困地区农村中学生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教育。通过系统、规
范的金融知识教学，帮助受众树立诚信意识、反假币意识和风险防
范意识，同时掌握基本的金融知识和实践能力，为学生及其家庭合
理参与金融活动，正确规避金融诈骗风险，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等奠
定必要的基础，以此助推普惠金融和精准脱贫事业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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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项目自 2013 年实施至今，先后在我国 10 省（市、自
治区）33 县（区、旗）121 所中学开展了金融知识普及课程，累计
覆盖受众学生 6.7 万名。本项目为填补农村地区青少年金融教育空
白、提升基层民众金融素养、促进金融助推精准脱贫等工作贡献了
积极力量。五年来，我们已培养了一支成熟的志愿者队伍，开发了
两套实用的配套读物，建立了一套有效的推广模式。此外，基金会
组织编写的项目配套读本《金融知识伴我成长》被科技部评为“全
国优秀科普作品”；《普惠金融知识系列读本》被纳入《金融业标
准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 年）》及《金融标准化工作要点
（2017-2018 年）》，成为发展普惠金融的重要普及材料。

金惠工程乡镇领导干部培训项目
金惠工程乡镇领导干部培训项目主要面向基层涉农、扶贫干部
进行金融知识普及教育，使其了解农村地区扶贫政策，提高风险防
范意识，带动贫困地区发展普惠金融，更好地实现我国精准扶贫的
目标。
2017 年，基金会在大兴安岭片区和吕梁山片区共举办 3 期乡镇
领导干部金融培训班，辖内 43 个贫困县 500 余名基层领导干部参
加了金融知识普及教育培训。
大兴安岭片区乡镇领导培训
2017 年 3 月 23 日和 8 月 10 日，分别举办了大兴安岭片区兴
安盟乡镇领导干部金融培训班和黑龙江省乡镇领导干部培训班。来
自兴安盟 5 个贫困旗（县）及黑龙江省 20 个贫困县共计 350 余位
乡镇领导干部和当地金融工作者与金融专家讲师齐聚一堂，就如何
更好地将普惠金融落实到广大农村地区、扎实防范金融性群体风险、
实现农村“精准扶贫”目标进行了分享和探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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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山片区乡镇领导培训
2017 年 9 月 26 日，基金会举办了吕梁山片区山西省乡镇领导
干部金融知识培训班。来自忻州、吕梁、临汾辖下 13 个贫困县的
150 余位乡镇领导干部参加了此次金融知识培训，就乡镇领导干部
如何精准的掌握金融扶贫政策、财政扶贫政策，扎实防范金融性群
体风险以及农村地区信用体系建设方面进行了分享和交流。

精准资助大学生千人计划
2017 年 12 月，基金会在全国 30 所金融院校中启动“精准资
助大学生千人计划”。该项目是根据基金会推动金融教育事业发展
的宗旨和作为金融教育领域的公益组织应承担的职责和使命，充分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的重要思想，将金融人才培养
与精准扶贫相结合而设立的。
该项目将资助全国部分金融财经类（本、专科）院校中家庭贫
困的 1000 名大学生，连续资助四年学费，使其顺利毕业，生源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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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部深度贫困的地区倾斜。2017 年资助的 1000 名大一新生，
来自全国 27 所金融院校，共涉及金融学、保险学等 53 个专业。贫
困学生包括：建档立卡贫困户 202 人、孤儿 26 人、残疾人家庭的
120 人、低保户家庭 203 人、其他特困 449 人（包括烈士子女、父
母一方丧失劳动能力或单亲家庭等）。除了资金支持，我们还将组

2017 年
资助的贫困学生

1000

名

织受助学生参加社会实践，举办传统文化培训，开展大学生成长关
怀活动，帮助其进行职业规划，多方面支持金融人才培养。
建档立卡贫困户 202 人

该项目的开展，对帮助家庭贫困、品学兼优的大学生渡过难关
顺利完成学业，培养大学生“逆境中崛起、忧患中奋进、困苦中超越”
的进取精神可发挥积极的作用。对于改变 1000 个家庭的贫困局面，
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有着深远的意义。真正做到“扶困助学，立德

孤儿 26 人
残疾人家庭的 120 人
低保户家庭 203 人
其他特困 449 人

树人”。受助学生深受鼓舞，纷纷表示“待学有所成，一定用爱心
回馈社会，用所学建设家乡，将爱心善举薪火相传。”

2017 地方（财经）高校教学竞赛
基金会始终将促进金融人才培养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任务，希
望各金融院校能够致力于加强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加强师资队伍
共建，加强“产、学、研”合作。为进一步推动地方（财经）高校
教师更新教育理念，掌握现代教育教学方法，全面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该项目于 2017 年 6 月由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承办。来自全国 29

获奖教师

45

名

所金融财经高校的约 97 位领导、专家评委、参赛教师参加此系列活
动，共评出获奖教师 45 名，其中特等奖 2 名，一等奖 5 名，二等

特等奖 2 名

奖 9 名，三等奖 18 名，优秀奖 11 名。该项活动以竞赛为契机，通

一等奖 5 名

过与众多国内知名金融财经院校的交流碰撞，探索“双创”教育的

二等奖 9 名

新路径，为参赛教师们提供了一个交流学习的平台，加强了彼此之
间的交流学习，有利于教师授课方式的改进和教学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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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普惠金融·青春践行”
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有奖征文活动
为促进金惠工程项目的深入和可持续发展，需要了解农村地区
经济金融发展的最新情况，掌握中西部地区农民的金融知识普及和
金融服务获得的程度，鼓励大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培养和提升
他们的社会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意识。
2017“普惠金融·青春践行”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有奖征文活
动吸引了全国 26 所院校参与，共收到调研报告 264 份，参与调研
报告的指导教师约 800 人。2017 年 10 月，由湖北经济学院金融学
院承办评审委员会会议，评审出特等奖 4 篇，一等奖 30 篇，二等
奖 60 篇，三等奖 120 篇，优秀奖 45 篇。优秀指导教师 42 人，优
秀组织奖 7 所院校，获奖学生约 2100 人。为供各院校学习借鉴，
汇编获奖征文，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印制出版《普惠金融·青春践行—
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获奖调研报告选登（2017）》。

金融院校百名优秀教师培养项目

“

2017 年 12 月特设立“金
融院校百名优秀教师”培
养项目，深度打造金融知
识普及教育智库和融学合
作平台。

”

基金会一直致力于提高金融从业者素质，搭建金融教育合作平
台，以此推动金融教育事业的发展。为进一步深化金融教育教学改
革，推进金融院校教师队伍建设，激发广大教师投身教学改革实践、
开展课程建设和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培
养高素质金融人才，以推动金融教育事业的发展。2017 年 12 月特
设立“金融院校百名优秀教师”培养项目，深度打造金融知识普及
教育智库和融学合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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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院校百名优秀教师”培养项目，充分发挥在教学领域
做出突出贡献的各金融院校优秀教师的榜样示范作用，培养造就
一批政治立场坚定，思想品德优良，专业基础知识扎实，教学水
平高，学术成就显著的教学骨干。获得者将进入基金会“百名优
秀教师智库”，为金惠工程项目编写教材和为志愿者授课；根据
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中的问题，设立研究课题，并为中小金融机构
从业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和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为基金会的发展
建设献计献策等。

2017 年“金融教育回顾与展望”年会
2017“金融教育回顾与展望”年会于 11 月 21 日在杭州顺利举
办，由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承办。年会主题是“探索融学合作的新模式、
新机遇”。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陈雨露，中国金融教育发展
基金会理事长杨子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出席会议。
来自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和直属企事业单位负责人、有关金融机

陈雨露

构人力资源和教育培训部门、全国部分金融院校负责人等 87 家机构
180 余位代表应邀出席会议。此次会议嘉宾的主旨演讲具有前瞻性
和指导性，有利于推动金融教育事业的发展。

杨子强

张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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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银行定点扶贫项目
在脱贫攻坚新时期、定点扶贫新阶段，人民银行认真贯彻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金融扶贫的总体要求，以定点扶贫县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和现状为基础，采取有效措施，尽快帮助稳定解决扶贫对象温饱问
题并实现脱贫致富，重点提高贫困乡村和农村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
能力。坚持开发式扶贫，积极推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基本服
务能力、培育农业主导产业、推动农村普惠金融、宣传金融知识、
普及金融教育，促进定点扶贫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2017 年，基金会积极参与人民银行定点扶贫工作，资助陕西铜
川宜君县和印台区农村产业扶植、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组织宜君县、
印台区中小学数学骨干教师进行培训，以此完善教师素质，丰富授
课方式、提高教师质量，进一步促进教师整体教学水平提高等方面；
组织印台区阿庄中小学师生赴京参加央行金币精准教育扶贫研学活
动，通过现场教学，激发孩子们的爱国主义情感，拓展视野、丰富阅历、
陶冶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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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总中心定点扶贫项目
2017 年，为了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扶贫开发、脱贫攻坚重大
决策部署，人民银行清算总中心根据精准扶贫的总体要求，捐资支
持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和田地区民丰县英吾斯塘村和阿奇玛村道路
亮化工程，充分利用当地日照充足的优势，按照村内道路的主、次
位置分步实施道路亮化工程，将有效保障村民夜间出行安全；资助
若克雅乡希望小学电暖墙项目建设工程，保障学生身体健康和教学
任务的顺利完成，让学校师生能够温暖、安全过冬；资助西藏自治
区日喀则市定结县小学数学骨干教师赴京进行培训，通过培训，促
使学校教师转变教育观念，掌握新课程教学设计和课堂教学的基本
技能，提高新课程教学设计和课堂教学水平，提升实施新课程能力，
提高定结县小学教师的教学质量，为夯实小学的教育打下良好的基
础；为青海省黄南州同仁县年都乎乡录合相村幼儿园提供电教和儿
童体育器械设备。

中国进出口银行“圆梦计划”
定点扶贫地区在京大学生资助项目
为了切实做好“十三五”时期定点扶贫工作，2017 年起，中国
进出口银行与基金会联合开展“圆梦计划”定点扶贫地区在京大学
生资助项目，资助甘肃省岷县和重庆市云阳县考入北京全日制本科
院校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大学生顺利完成学业，资助标准每名学生每
年 1 万元，直至大学毕业。该项目旨在帮助这些受助学生享受到公平、
高质量的教育资源，树立自强不息、迎难而上的奋斗精神，树立与
时俱进、勇于创新的开拓意识，努力把他们锤炼成有责任感、紧迫感、
使命感的新一代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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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公英项目
北京市大兴区蒲公英中学创建于 2005 年，是北京市第一所经
政府批准的专门为农民工子女创办的中学，是一所民办非营利性的、
公益性的平民学校，办学使命是把接受合格教育的权利还给农民工
子女。学校实行在理事会指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致力于解决农民工
子女上学难，上好中学更难的问题，并为学生的未来学业深造和就
业架桥铺路。在 2017 年度社会组织等级评估中被确定为 5 Ａ等级。
学校现有来自河南、河北、黑龙江、内蒙古等 26 个省（市、自治
区）学生 494 多名，2017 届毕业生中考成绩平均总分 452.4 分，
优良率达到 22.4%，合格率达到 97.4%；现有教职员工 77 名。
蒲公英中学为全国打工子弟学校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带动作用，为推
动流动儿童接受平等义务教育做出了积极贡献。在 2017 年，部分
单位和个人向基金会捐款 189.5 万，主要用于资助蒲公英中学新
校舍建设，以此改善教学条件、师生生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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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推金融行业人才建设
基 金 会 牵 头 起 草、 中 国 人 民 银 行 正 式
发 布 实 施 的《 公 司 金 融 顾 问（JRT 01392016）》金融行业标准宣传贯彻工作被纳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
工程 2017 年高级研修项目计划。基金会成功
举办 2 期高级研修班。
基金会金融风险管理标准编制和普惠金融
知识普及读本编写工作已被全国金融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纳入《金融业标准体系建设发展规划
（2016-2020 年）》及《金融标准化工作会
议要点（2017-2018 年）》。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会议和第五次全国
金融工作会议的有关精神，深入学习党中央、
国务院对新时期金融工作的总体部署和安排，
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
改革三项任务，基金会于 11 月举办第五次全
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解读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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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
会民非 01 表
编制单位：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    
资

产

行次

年初数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年末数

流动资产：

负债和净资产

                 单位：元
行次

年初数

年末数

流动负债：

货币资金

1

32,212,411.01

6,838,402.02

短期借款

61

短期投资

2

29,282,338.08

91,121,480.02

应付款项

62

12,538.66

1,818,413.01

应收款项

3

128,237.33

336,977.33

应付工资

63

437,000.00

569,871.52

预付账款

4

应交税金

65

83,522.94

-40,219.73

存货

8

预收账款

66

待摊费用

9

预提费用

71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债权投资

15

预计负债

72

其他流动资产

18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74

其他流动负债

78
533,061.60

2,348,064.80

-

-

100

533,061.60

2,348,064.80

非限定性净资产

101

87,316,111.58

103,669,823.04

限定性净资产

105

22,687,012.95

23,489,662.98

净资产合计

110 110,003,124.53

127,159,486.02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120 110,536,186.13

129,507,550.82

流动资产合计

20

34,926.40

2,000,000.00

61,657,912.82 100,296,859.37

流动负债合计

80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21

3,520,000.00

长期债权投资

24

45,000,000.00

25,000,000.00

长期借款

81

30

48,520,000.00

28,564,000.00

长期应付款

84

其他长期负债

88

长期负债合计

90

长期投资合计

3,564,000.00 长期负债：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原价

31

991,781.62

1,082,094.02

减：累计折旧

32

633,508.31

435,402.57

固定资产净值

33

358,273.31

646,691.45 受托代理负债：

在建工程

34

文物文化资产

35

固定资产清理

38

固定资产合计

40

受托代理负债
负债合计

358,273.31

91

646,691.45
净资产：

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

41

受托代理资产：
受托代理资产

资产合计
单位负责人：杨子强

51

60

110,536,186.13 129,507,550.82

复核：于咏雪

制表：高雨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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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活动表
会民非 02 表
2017 年度

编制单位：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    

                      单位：元

上年数
项

目

本年数

行次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34,359,262.20

39,507,989.00

23,272,361.20

27,972,810.57

51,245,171.77

一、收入
其中：捐赠收入

1

会费收入

2

提供服务收入

3

5,148,726.80

3,088,732.96

3,088,732.96

1,481,188.64

1,481,188.64

商品销售收入

4

-

-

政府补助收入

5

-

-

投资收益

6

24,980,304.19

24,980,304.19

7,745,492.26

7,745,492.26

其他收入

9

21,693.53

21,693.53

44,681.68

44,681.68

收入合计

11

33,239,457.48

34,359,262.20

67,598,719.68

32,543,723.78

27,972,810.57

60,516,534.35

（一）业务活动成本

12

50,883,517.84

-

50,883,517.84

41,216,671.86

-

41,216,671.86

其中：捐赠项目成本

13

50,300,664.14

50,300,664.14

40,715,487.20

40,715,487.20

提供服务成本

14

582,853.70

582,853.70

501,184.66

501,184.66

商品销售成本

15

-

-

政府补助成本

16

-

-

税金及附加

17

-

-

二、费用

（二）管理费用

21

1,319,310.27

1,319,310.27

1,989,255.05

1,989,255.05

（三）筹资费用

24

23,950.60

23,950.60

144,054.00

144,054.00

（四）其他费用

28

3,329.78

3,329.78

10,191.95

10,191.95

费用合计

35

52,230,108.49

-

52,230,108.49

43,360,172.86

-

43,360,172.86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
非限定性净资产

40

28,380,413.55

-28,380,413.55

-

27,170,160.54

-27,170,160.54

-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
为净资产减少额，以“-” 45
号填列）

9,389,762.54

5,978,848.65

15,368,611.19

16,353,711.46

802,650.03

17,156,361.49

单位负责人：杨子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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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表：高雨然

财务状况

现金流量表
会民非 03 表
编制单位：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    
项

2017 年度

目

行次

                      单位：元
上年数

本年数

一、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接受捐赠收到的现金

1

收到会费收到的现金

2

提供服务收到的现金

3

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

4

政府补助收到的现金

5

38,788,104.20

50,505,101.57

3,088,732.96

1,270,948.64

8

21,693.53

1,708,681.68

13

41,898,530.69

53,484,731.89

提供捐赠或者资助支付的现金

14

49,064,774.94

37,835,231.05

支付给员工以及为员工支付的现金

15

1,326,038.41

3,194,741.57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6

582,853.70

501,184.66

支付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19

6,196,306.95

3,014,787.02

23

57,169,974.00

44,545,944.30

24

-15,271,443.31

8,938,787.59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25

197,873,557.92

93,017,785.69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的现金

26

24,980,304.19

7,745,492.26

处置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收回的现金

27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0

收到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入小计

现金流出小计
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34

222,853,862.11

100,763,277.95

购建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35

44,350.87

75,092.90

对外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36

188,750,000.00

134,856,927.63

现金流入小计

39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出小计

43

188,794,350.87

134,932,020.5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

34,059,511.24

-34,168,742.58

-

-

-

-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45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8
50

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借款所支付的现金

51

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52
55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出小计

5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

-

-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60

-16,647.30

-144,054.00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1

18,771,420.63

-25,374,008.99

单位负责人：杨子强

复核：于咏雪

制表：高雨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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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大事记

2017 年大事记
2 月 24 日
民政部委托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组织专家组对基金会进行了实地考察评估。
3 月 17 日
举办“金惠工程”武陵山片区志愿者培训暨优秀志愿者表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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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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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副行
长易纲，第十二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灵，民政部社会组织管
理局巡视员李波出席会议并讲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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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5日
“金惠工程”商标（含英文标识）获得商标局核准，予以注册，并颁发商标注
册证书。
5 月 10 日
吕梁山集中连片特困区“金惠工程”农村金融知识教育普及项目在北京启动，
杨子强理事长出席启动仪式并讲话。
5 月 15 日至 17 日
杨子强理事长赴四川省巴中市平昌县开展“金惠工程”项目实地调研、评估验
收工作。
5 月 27 日
财政部、税务总局、民政部联合发布《2016 年度（第二批）符合公益性捐赠
税前扣除资格的公益性社会团体名单公告》，确认基金会获得公益性捐赠税前
扣除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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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0 日
“2017 地方（财经）高校教学竞赛暨金融教育交流座谈会” 在长春召开，杨
子强理事长出席会议并讲话。
6 月 19 日至 22 日
“金惠工程”评估验收现场会（江西场）在江西省吉安市举办。杨子强理事长
出席现场会并实地调研“金惠工程”开展情况。
6 月 19-23 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公司金融顾问》行业标准”
高级研修班在郑州举办。
7月6日
开展山东省嘉祥县 “金惠工程”现场评估验收工作。
7 月 10 日至 13 日
杨子强理事长赴黑龙江齐齐哈尔市泰来县、富裕县调研“金惠工程”项目实施
情况。
7 月 27 日
青海省“金惠工程”志愿者培训班在海南藏族自治州、海东市乐都区两地举办。
8 月 9 日至 10 日
大兴安岭片区“金惠工程”项目黑龙江省乡镇领导干部培训班在哈尔滨举办。
9月1日
就如何推动金融知识普及教育慈善事业等问题，杨子强理事长接受了中国金融
新闻网专访。
9 月 16 日至 17 日
举办“金惠工程”农村中学金融知识普及项目第十期志愿者培训班。
9 月 22 日
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长春金融高等
专科学校与 Visa 公司在京联合发布了中国首份《连片扶贫区农村居民金融能
力现状分析报告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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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1 日
民政部发布《2016 年度全国性社会组织评估等级结果公告》（民政部公告第
417 号），基金会被评定为 4A 级基金会。
10 月 17 日
杨子强理事长赴四川省巴中市调研金融教育示范基地建设情况。
10 月 25 日
基金会党支部组织全体工作人员，召开十九大会议专题学习会。
10 月 25 日
广西百色“金惠工程”农村中学金融知识普及项目启动仪式在德保县举办。
11 月 6 日至 8 日
举办“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解读培训班。
11 月 13 日至 15 日、11 月 20 日至 22 日
与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联合举办两期“公司金融顾问行业标准”宣贯高级
研修班。
11 月 14 日
参加金标委组织召开的“金融风险防控关键技术标准”专题研讨会。
11 月 17 日
被民政部认定为慈善组织并获得公开募捐资格。
11 月 21 日
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2017 金融教育回顾与展望”年会在杭州召开。人
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陈雨露，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杨子强，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出席会议。
12 月 15 日
与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开展定点扶贫地区在京大学生资助项目——“圆梦计划”
12 月 27 日
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基金会年度检查办法》等法规、规章及有关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基金会参加并通过了民政部组织的“基金会 2016 年度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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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捐赠单位（个人）

捐赠项目

金额（元）
1,500,000.00

时间

1

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

中钞阿拉善公益性人工造林项目

2017-1-9

2

北京市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

金惠工程－中学生项目

180,000.00

2017-1-16

3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海沧区奖教奖学项目

169,320.00

2017-2-15

4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金惠工程－青海专项

100,000.00

2017-3-14

5

VISA 环球私人有限公司

金惠工程－大兴安岭地区扶贫项目

3,294,686.70

2017-3-21

6

社会爱心人士

蒲公英资助项目

2,450.10

2017-3-27

7

社会爱心人士

蒲公英资助项目

300.00

2017-4-12

8

社会爱心人士

蒲公英资助项目

4,420.10

2017-4-21

9

社会爱心人士

蒲公英资助项目

1,100.00

2017-4-21

10

赵凯

蒲公英资助项目

1,000.00

2017-4-24

11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海沧区奖教奖学项目

174,930.00

2017-4-24

12

社会爱心人士

蒲公英资助项目

1,776.00

2017-4-28

13

北京新文时代金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人民银行定点扶贫项目

100,000.00

2017-5-8

14

北京开元中国金币经销中心

人民银行定点扶贫项目

100,000.00

2017-5-9

15

中国金币深圳经销中心

人民银行定点扶贫项目

100,000.00

2017-5-9

16

深圳国宝造币有限公司

人民银行定点扶贫项目

100,000.00

2017-5-9

17

上海金币投资有限公司

人民银行定点扶贫项目

100,000.00

2017-5-10

18

崔志娟

蒲公英资助项目

300.00

2017-5-20

19

中国金币总公司

人民银行定点扶贫项目

400,000.00

2017-5-25

20

社会爱心人士

蒲公英资助项目

1,423.03

2017-5-25

21

王涛

非限定性项目

44,000.00

2017-5-30

22

李晓然

非限定性项目

500.00

2017-6-1

23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海沧区奖教奖学项目

81,600.00

2017-6-6

24

捷信企业管理（天津）有限公司

金惠工程－捷信专项

942,413.15

2017-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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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捐赠单位（个人）

捐赠项目

金额（元）

时间

25

浩获通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蒲公英资助项目

25,522.00

2017-6-19

26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蒲公英资助项目

200,000.00

2017-6-23

27

罗宜美

蒲公英资助项目

1,000.00

2017-6-27

28

中国人民银行清算总中心

非限定性项目

55,000.00

2017-6-28

29

社会爱心人士

蒲公英资助项目

26,100.00

2017-6-28

30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银行定点扶贫项目

560,000.00

2017-7-11

31

中国金融教育中心

人民银行定点扶贫项目

250,000.00

2017-7-18

32

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

非限定性项目

280,000.00

2017-7-19

33

山东省支付清算协会

非限定性项目

300,000.00

2017-7-25

34

社会爱心人士

蒲公英资助项目

16,385.00

2017-7-25

35

上海黄金交易所

人民银行定点扶贫项目

550,000.00

2017-7-25

36

金融发展研究编辑部

非限定性项目

200,000.00

2017-7-30

37

社会爱心人士

蒲公英资助项目

83,713.76

2017-7-30

38

上海外币交易中心

人民银行定点扶贫项目

250,000.00

2017-7-30

39

社会爱心人士

蒲公英资助项目

20,971.99

2017-8-1

40

中国金融电子化公司

人民银行定点扶贫项目

500,000.00

2017-8-2

41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海沧区奖教奖学项目

20,400.00

2017-8-3

42

北京亚泰大诺粘合制品有限公司

蒲公英资助项目

100,000.00

2017-8-4

43

北京赣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蒲公英资助项目

640,000.00

2017-8-5

44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非限定性项目

1,000,000.00

2017-8-6

45

北京票据清算中心

人民银行定点扶贫项目

300,000.00

2017-8-7

46

北京爱迪学校

蒲公英资助项目

210,000.00

2017-8-8

47

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银行定点扶贫项目

1,800,000.00

2017-8-9

48

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

人民银行定点扶贫项目

150,000.00

2017-8-10

49

中国国债登记结算有限公司

蒲公英资助项目

200,000.00

2017-8-11

50

中国国债登记结算有限公司

非限定性项目

200,000.00

2017-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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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捐赠单位（个人）

捐赠项目

金额（元）

时间

51

中国重汽财务有限公司

非限定性项目

1,000,000.00

2017-8-13

52

社会爱心人士

蒲公英资助项目

2,290.00

2017-8-13

53

中国金融出版社

人民银行定点扶贫项目

70,000.00

2017-9-7

54

中国共产党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委员会

人民银行定点扶贫项目

220,000.00

2017-9-13

55

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委员会

人民银行定点扶贫项目

50,000.00

2017-9-15

56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

蒲公英资助项目

100,000.00

2017-9-25

57

中共中国人民银行机关委员会组织部

人民银行定点扶贫项目

1,800,000.00

2017-9-27

58

中共中国人民银行委员会组织部

人民银行定点扶贫项目

1,000,000.00

2017-9-27

59

社会爱心人士

蒲公英资助项目

14,480.00

2017-9-30

60

社会爱心人士

非限定性项目

40.00

2017-9-30

61

中国支付清算协会

人民银行定点扶贫项目

100,000.00

2017-9-30

62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海沧区奖教奖学项目

505,000.00

2017-10-11

63

梅菲特（北京）涂料有限公司

蒲公英资助项目

124,215.00

2017-10-11

64

中国金币总公司

非限定性项目

900,000.00

2017-10-19

65

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

人民银行定点扶贫项目

1,550,000.00

2017-10-27

66

社会爱心人士

蒲公英资助项目

878.88

2017-10-29

67

社会爱心人士

蒲公英资助项目

20.00

2017-10-29

68

暖流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暖流资产爱心奖励金项目

100,000.00

2017-10-30

69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非限定性项目

70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大学金融人才培训与研究

71

邓一三

72

1,000,000.00

2017-11-1

300,000.00

2017-11-3

非限定性项目

300.00

2017-11-3

日照市慈善总会

非限定性项目

10,000,000.00

2017-11-10

73

中共中国人民银行清算总中心直属委员会

人民银行定点扶贫项目

1,000,000.00

2017-11-10

74

中国人民银行清算总中心

清算总中心定点扶贫项目

963,960.00

2017-11-10

75

中国人民银行清算总中心

清算总中心定点扶贫项目

49,980.00

2017-11-16

76

中国人民银行清算总中心

清算总中心定点扶贫项目

216,800.00

2017-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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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中国进出口银行

大学生圆梦计划

230,000.00

2017-11-30

78

社会爱心人士

蒲公英资助项目

3,540.00

2017-11-30

79

中汇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非限定性项目

1,000,000.00

2017-11-30

80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非限定性项目

1,500,000.00

2017-12-1

8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金惠工程中学生项目

750,000.00

2017-12-4

82

捷信消费金融有限公司

人民银行定点扶贫项目

1,000,000.00

2017-12-8

83

上海黄金交易所

非限定性项目

960,000.00

2017-12-11

84

国家开发银行

关爱奖励金项目

1,000,000.00

2017-12-14

85

北京市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

金惠工程中学生项目

120,000.00

2017-12-15

86

捷信消费金融有限公司

金惠工程捷信专项

1,057,586.85

2017-12-15

87

中债信用增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非限定性项目

100,000.00

2017-12-15

88

北京西红门宜家家居有限公司

蒲公英资助项目

92,184.00

2017-12-18

89

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

人民银行定点扶贫项目

850,000.00

2017-12-18

蒲公英资助项目

19,820.00

2017-12-18

16,000.00

2017-12-18

600,000.00

2017-12-19

20,000.00

2017-12-20

1,000,000.00

2017-12-21

90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国贸大酒店分公司

91

银贝（北京）国际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非限定性项目

92

中国人民银行清算总中心

央行清算圆梦计划

93

中共中国人民银行郑州培训学院委员会

人民银行定点扶贫项目

94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非限定性项目

95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海沧区奖教奖学项目

228,480.00

2017-12-21

96

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

非限定性项目

900,000.00

2017-12-26

97

北京康银阁钱币有限公司

非限定性项目

3,000,000.00

2017-12-27

98

中国金融培训中心

非限定性项目

188,671.20

2017-12-27

99

社会爱心人士

蒲公英中学资助项目

1,614.01

2017-12-28

200,000.00

2017-12-28

100 中国金融培训中心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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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限定性项目

51,245,171.77

新时代 新使命 新征程

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 号国际企业大厦 A 座 6 层
邮 编：100033
电 话：010-66199430
传 真：010-63577238
Email :  mail@cfdfe.org

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
官方微信

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
官方微博

金融知识微普及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