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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金融教育助推“一带一路”

Visa宣布系列金融启蒙教育创新举措
作为金融教育的先行者，

Visa 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22 日宣
布了一系列面向中国青少年金
融启蒙教育的创新举措， 包括：
旨在推动中国西部金融教育的

“中国财经素养教育高峰论坛”
在成都举行；将携手合作伙伴共
同建设，并在今年发布第一个专
注于金融教育的中文主题网站；
响应国家“一带一路”战略，Visa
将携手金融教育合作伙伴，沿茶
马古道在四川与云南的五个城
市和乡镇举办“金融教育嘉年
华”校园金融启蒙教育活动。

中国财经素养教育高峰论坛

由中国银监会公众教育服
务中心指导、Visa 独家支持的第
二届中国财经素养教育高峰论
坛在成都举行。 论坛汇聚了两百
多位来自西部地区的教育专家、
金融从业人员、非营利机构代表
和新闻记者，围绕“财经素养教
育与‘一带一路’国家战略”这一
主题，探讨和分享财经素养教育
的挑战、 机遇和最佳实践案例，
启迪金融教育创新思维，合力推
动西部地区青少年财经素养教
育的普及和发展。

专程从新加坡前来出席此
次论坛的 Visa 亚太区金融教育
负责人 Hope Ewing 表示：“凭
借超过 20 年的金融教育经验，
金融教育可谓已深入 Visa 的
DNA。很荣幸能够在中国西部的

枢纽城市分享青少年金融启蒙
教育的观察与心得，并介绍东南
亚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教育的最
佳实践案例。 ”

据悉，Visa 未来将进一步加
强与中国教育界的合作，提高教
育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对青少
年金融启蒙教育的重视与接受，
积极创造条件促进中国金融教
育工作者的国际交流与学习，拓
宽他们的国际视野，进一步推动
国内金融素养教育发展。

金融教育主题网站

2012 年，Visa 曾针对中国青
少年金融教育现状，在九个城市
开展调研，累计收集问卷数据四
万多份，调研数据显示中国青少
年对于金融教育存在着极大的
需求。 越来越多的学校、教师和
家长意识到，及早开展金融启蒙
教育，不仅有助于青少年理解金
融工具， 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而
且还有利于提升其金融素养和
未来财务健康。

Visa 在“中国财经素养教育
高峰论坛”上宣布，为满足青少
年、教育工作者和家长对金融启
蒙教育的需求，Visa 将携手合作
伙伴共同建设，并计划在今年内
推出第一个专注于金融教育的
中文主题网站。会上，Visa 对网站
包含的培训工具和教材等免费
金融教育学习资源向与会者做
了介绍。

金融教育嘉年华巡回活动

Visa 连续第五年策划并组织
“金融教育嘉年华巡回”活动。 今
年，响应“一带一路”国家战略，
Visa 与“金融教育发展合作伙伴
计划”的合作伙伴携手，沿茶马古
道在四川的成都、西昌，云南的昆
明、 大理和沧源等地将开展创新
且寓教于乐的金融知识普及活
动，播撒金融启蒙教育的种子，为
沿线的青少年带去实用、 丰富的
现代金融知识。过去五年，有过万
名青少年登上过 “Visa 金融教
育流动宣传车” 通过体验理财足
球游戏，学习金融知识。

Hope Ewing 表示：“此次

嘉年华的路线‘茶马古道’，不仅
是蕴含着丰富历史内涵与多民
族文化积淀的古老商道，也在中
国经济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
位置。 我们非常高兴能与众多合
作伙伴再度携手，通过金融知识
普及教育，拓宽沿途学生们的视
野，提升他们学习金融知识的兴
趣；并且通过教育扶贫，在贫困
地区提高当地人们对学习金融
知识的意识，为当地经济发展提
供帮助。 ”

此次金融教育嘉年华巡回
活动还得到中国人民银行下属
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教育
部下属中国教育学会、北京师范
大学财经素养教育研究中心、上
海真爱梦想基金会、上海百特教

育、网易公益、新浪公益、优酷公
益、《公益时报》等合作伙伴及媒
体的参与和支持。

中国是 Visa 重要的战略核
心市场之一，也是其全球金融素
养教育的重要板块。 通过行业倡
导、教育探索实践和持续协同合
作，在过去 5 年，加入“金融教育
发展合作伙伴计划”的政府相关
机构、金融机构、非营利机构和
媒体超过 15 家，逾 60 万人受益
于 Visa 和合作伙伴们策划组织
的各类金融教育活动。 未来，Visa
将进一步探索适合本土市场和
受众的金融教育模式，组织和开
展形式多样的创新活动进行金
融教育普及工作，提升公众的金
融意识。 （苏漪）

校友捐资 1000万设立
北大李莹文化艺术基金

2017 年 6 月 12 日， 北京大
学李莹文化艺术基金捐赠仪式在
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多功能
厅举行。 北京大学 1987级校友、
北京盈之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董事长李莹校友向北京大学捐
资 1000万元，支持百周年纪念讲
堂多功能厅的改造， 并设立北京
大学李莹文化艺术基金， 支持北
京大学的原创艺术活动， 为母校
120周年校庆献礼。

北大常务副校长吴志攀在致
辞中表示，李莹校友作为北大企业
家中的巾帼英雄，不仅在事业上取
得了巨大成功， 更加热心公益事
业，热忱回馈母校。 此次捐赠从硬
件和软件两方面支持北京大学的
学生艺术活动，这对于北京大学整
体人文艺术氛围的提升和学生的
全面成长有着积极的意义。

李莹校友在充满深情的致辞
中说：“北大充满自由和上进的空
气滋润了我， 给了我坚定的价值
观，辽阔的视野和高远的情怀，还
有许许多多一生的朋友。 父母给
了我生命，北大赋予了我灵魂。 ”
李莹表示， 李莹文化艺术基金是
她和北大一世情缘的一个重要节
点，“也许是我一生中的一个重要
的时刻。”李莹还将对北大岁月的

记忆和对青春时代的怀恋化成一
首诗深情地朗诵。

北大会议中心主任张胜群
表示，李莹文化艺术基金的设立
不仅将提供更好地演出和欣赏
环境，更将帮助学校发展原创艺
术项目，为热爱艺术的师生搭建
实现梦想的舞台。 即将开始硬件
改造的多功能厅将于北大 120
周年校庆之际投入使用，并命名
为李莹厅，以纪念李莹回馈母校
建设、支持艺术教育的善举。

捐赠仪式之后，由李莹发起
和倡导的北京大学校友诗歌与
朗读协会也宣告成立。

据了解，李莹是北京大学东
语系日本文学专业 1987 级校
友，长期以来，她始终心系母校，
积极支持北大发展建设。2011 年
她向母院捐资成立北京大学外
国语学院校友基金之李莹奖励
基金，并先后参与北京大学奥运
乒乓球场馆捐赠项目、87 级校友
基金、北京大学小舍大家宿舍文
化发展基金和博雅艺术发展基
金的捐助项目。 作为北京大学企
业家俱乐部理事，她发起并参与
了 120 校庆基金捐赠项目，带动
更多校友回馈母校，为母校发展
建设出力。 （徐辉）

2017 年 6 月 6 日， 由中国
社会福利基金会主办， 中国社
会福利基金会社区发展基金、
中华志愿者协会敬老助残志愿
者委员会、江苏省民政厅、南通
市民政局和卫计委、 如东县政
府、 如东县民政局和如东县慈
善会承办的“暖心工程”启动仪
式在“长寿之乡”如东县举行。

“中国社区服务暖心工
程”是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全
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要把人
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
地位”指示精神，在民政部基
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的指导
下，在各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 围绕城市社区老人关怀、
农村贫困老人帮扶、贫困地区
医疗帮扶等内容开展的公益
品牌工程。

目前，该工程已在全国 200
多个社区街道建立了暖心工作
站，每年有 65000 余名老年人得
到政府及社会的关爱。 江苏省
人口老龄化程度位居全国前
列，2013 年已在南京市秦淮区
和玄武区得到了推广 ， 并于
2016 年在南通市启动实施，在
丰富社区服务和促进社区建设
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 此次中

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在南通市如
东县启动暖心工程， 主要是考
虑到如东县人口老龄化程度
高， 老龄人口比例高达 31.5%，
通过此次“百岁老人健康关爱
计划”，为百岁老人开展全方位
健康关爱服务， 将全社会“敬
老、孝老”的风尚和行动送到基
层社区和老人身边。

50 位来自如东县的老年人
代表共同见证了公益项目捐赠
环节。“百岁健康关爱计划”组
委会向如东县卫生与计划生育
委员会交付价值 12.1 万元的上

门慰问和医疗服务， 专业医疗
专家服务团队将分两组入户，
对 50 位百岁老人发放慰问金和
上门医疗体检服务。“孤老助养
公益计划” 为老人捐赠了价值
20 万元的智能腕表和云平台终
身服务，为如东县掘港镇 200 位
革命特殊贡献老人提供智能腕
表和全天候的健康监测服务。
此次公益活动得到了广东腾湃
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疯狂跑文
化体育产业（北京）有限公司、
狮子湖医院的大力支持。

（皮磊）

关注老人健康
“暖心工程”启动仪式在如东举行

预防医疗学术带头人张积仁教授（右）与百岁老人亲切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