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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a发布国内首个“实用理财技巧”金融教育网站
作为金融教育的先行者，在

“金融知识普及月” 来临之际，
Visa 宣布推出国内首个专注于金
融教育的中文网站———“实用理
财 技 巧 ” (www.practical－
moneyskills.com.cn)， 该网站旨在
向消费者、教育工作者、政策制
定者、金融机构提供所需的教育
工具和资源，通过携手北京师范
大学财经素养教育中心等合作
伙伴，建立开放的数字化金融教
育合作平台，共创共享金融教育
资源，帮助个人和团体学习并掌
握理财技巧。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消费
者也需不断提高个人金融素养。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消费
者 金 融 素 养 调 查 分 析 报 告
（2017）》显示，开展金融知识普
及应注重提升消费者的整体金
融素养，改进或提升消费者的知
识、态度、行为和技能，从而达到
做出明智的金融决策、改善个人
和家庭的金融福利的目的。

为帮助消费者提升金融素
养，Visa 结合国际经验与中国本
土市场的需求，携手社会各方共
同推出中文版“实用理财技巧”
金融教育网站，为不同年龄层的
人群提供有关金融知识的信息
和免费教育资源。

“金融教育已植根于 Visa 的

基因。”Visa 大中华区总裁于雪莉
表示，“创新与技术指引我们开
发个人理财教学资源。 过去 20
多年里，Visa 先后在 42 个国家和
地区推出‘实用理财技巧’金融
教育网站， 帮助数百万消费者、
教育工作者、家长和学生更好地
管理自己的财务。 在中国，我们
不断创新金融教育，推出‘金融
教育嘉年华’、‘理财足球世界
杯’和金融教育漫画书等新举措
和教育资源。 此次携手合作伙伴
推出国内第一个专注于金融教
育的网站平台，是 Visa 在中国数
字化金融教育领域一个有意义

的尝试。 ”
“实用理财技巧” 网站主要

由“学”、“教”、“玩”、“资源”、“金
融教育在中国” 五大板块组成，
包含了规划、预算、储蓄、风险防
范在内的基础金融知识，适用于
不同年龄消费者的不同生活场
景和人生阶段；为老师和学生提
供免费的金融教育教材和课件，
以及寓教于乐的“理财足球”金
融教育电子游戏；同时，网站还
提供包括理财计算器、与漫威公
司特别定制的金融教育漫画书
等多元、免费、可下载资源。 该网
站未来还将提供更多创新的金

融教育工具和资源，包括探索利
用虚拟现实(VR)、可视化、交互
式技术服务于金融教育。

“金融教育在中国” 板块介
绍了 Visa 自 2012 年在中国开展
的金融教育项目，包括在中国人
民银行下属中国金融教育发展
基金会和中国银监会公众教育
服务中心等支持发起的“金融教
育发展合作伙伴计划”。 该计划
体现了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
(PPP)，以“研究、倡导、协同合作”
的模式开展金融教育。 该板块还
介绍了多家合作伙伴金融教育
的最佳实践和众多举措。

为进一步探讨金融教育资
源的开发与普及，“实用理财技
巧”网站发布的同时，Visa 与北京
师范大学财经素养教育研究中
心还联合举办了财经素养教育
研讨会。

北京师范大学财经素养教
育研究中心主任苏凇教授在研
讨会上说：“实践和研究显示，金
融教育的时机是越早越好，因为
金融教育本质上并非只是知识
技能的传授，而更多的是思维方
式和行为习惯的培养，越早接受
到这方面的教育，教育的成效也
越大。 目前，国际上金融教育的
起始阶段呈现明显的低龄趋势，
许多国家从初等教育开始就将

金融教育纳入了国民教育体系。
因此， 金融教育进入中小学学
校，对于我国金融教育的普及和
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

Visa 大中华区总裁于雪莉还
介绍道：“‘实用理财技巧’ 网站
将会是一个开放、协作、共享的
平台，它标志着 Visa 不仅仅是一
个金融技术与服务的提供商，更
是一个赋能者，利用自身长期积
累的资源及专长， 携手合作伙
伴，更大范围地倡导和推动金融
教育的发展。 它也体现了 Visa 立
足中国，整合全球资源，以创新
方式普及金融知识；提升公众金
融素养，从而助力中国包容性经
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承诺。 ”

来自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
费权益保护局、中国银监会公众
教育服务中心、中国金融教育发
展基金会、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
院、中国教育学会、中国教育报
等监管机构、教育机构、金融机
构、行业组织、非盈利机构和新
闻媒体的专家、学者、教育工作
者、金融教育实践者、业界代表
和记者参加了研讨会。 与会专家
从不同角度分享和探讨如何为
不同人群开发并提供金融教育
工具和资源，并发展适合本地市
场的普及金融知识的模式等议
题。 （高文兴）

由中国青少年基金会和宝
健公益基金会共同发起的“关爱
园丁” 大型公益项目启动会于
2017 年 9 月 6 日在北京举行。 北
京市政协、北京市台办、北京市
侨办、北京市投促局、北京经济
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等单位的领
导嘉宾，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
会、 中国外商企业投资协会、北
京台资企业协会、北京侨商会等
机构代表，以及宝健希望小学师
生代表、宝健爱心志愿者代表等
200 多人参加了启动会。

宝健（中国）有限公司总裁
李道在启动会上介绍，宝健计划
在未来五年间向中国青基会捐
款一亿元，用于开展关爱园丁公
益项目，帮助宝健希望小学的教
师解决生活困难、 身体健康、拓
展视野和技能提升方面的问题，
并带动更多的社会力量，更有针
对性地为乡村教师、乡村教育提
供帮助和支持，为精准帮扶贡献
企业的一份力量。

中国青基会理事长王剑向
宝健公司长期以来一直关注、支
持希望工程事业表示感谢。 他
说：“希望工程的成功，包含着国
内外各界的无私奉献和热情参
与。 尤其是有宝健公司这样的企
业持续担当社会责任，为希望工
程事业的发展，注入了长久的动
力。 我们相信经过双方的共同努
力，贫困地区的老师和孩子们一

定会拥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明
天。 ”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傅
振邦在听取了北京市宝健公益
基金会理事长邱沛宁、宝健（中
国）有限公司总裁李道关于宝健
公益项目设立的初衷以及“关爱
园丁”公益项目的情况后，对宝
健公司勇于承担履行社会责任
的精神给予肯定。

据了解，“关爱园丁”公益项
目是目前国内最大的专门帮扶
偏远地区教师的公益项目。 未来
5 年， 关爱园丁公益项目将在健
康计划、进修计划、海外研习计
划和环境改善计划四个方面，面
向海峡两岸三地在内的大中华
区实施，以期解决教师的后顾之
忧，提高教师职业素质，切实助
力教育事业发展。

据了解， 宝健于 1996 年正
式运营，至今已成为中国最大的
健康产业集团之一。 在企业发展
的同时，宝健积极履行企业社会
责任，坚守“让希望工程成为企
业股东”的承诺，首创“3 个 1%”
公益理念。 自 1997 年宝健通过
希望工程在河北张家口捐建第
一所宝健希望小学起，一直持续
助力贫困地区教育发展。 2004
年，宝健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
会设立“宝健自主基金”，企业将
相当于每年应纳税所得额的 1%
投入该基金，宝健员工和全国代

理商承诺自愿将个人收入的 1%
捐入该基金（即“3 个 1%”）。 截至
2016 年， 宝健已在全国捐建了
100 所希望小学，帮助 12 万名贫
困地区学子获得公平受教育的
机会。 其他各类慈善捐助近 2 亿
元， 并在全国招募超过 10 万名
爱心志愿者参与到公益活动中。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
大计，教师为本。 中国梦的实现
需要一代又一代优秀的人才，因
此可以说，教师就是中国梦的导
航者。 近年来，通过“两免一补”、
“营养餐改善计划”、“薄改计划”
等一系列措施，中国义务教育特
别是农村义务教育取得了长足

发展，但乡村教师的境遇仍令人
担忧，普遍存在着收入低、教学
环境差、工作压力大、生活负担
重等问题，随之而来的是青年教
师极高的流失率，师资结构严重
老化，教师知识陈旧。 越是基层
的小学，如村小、教学点等，这方
面的问题就越严重。

宝健公益 20 年来， 在捐资
助学的同时，也与全国各地的宝
健希望小学的教师进行了广泛
而长期的接触和交流。 为了改变
乡村教师的这种境况，宝健在援
建希望小学的同时，也对教师们
给予极大关注，先后发起“京企
惠师”、“最美教师培训夏令营”、

“宝健希望之星” 等多项公益项
目。 每年宝健都会选派优秀教师
到海外研修， 帮助他们开拓视
野、学习前沿的教学理念和教学
方法，将更好的教育带给学生。

持续 20 年， 宝健公益从未
止步，在下一个 20 年，宝健公益
将通过“关爱园丁”切实助力偏
远地区教育发展，倡导更多的社
会力量来关心支持基础教育事
业。 截至目前，关爱园丁项目也
得到海峡两岸多家企业的参与
支持，宝岛眼镜表示，将加入“关
爱园丁”，帮扶老师矫正视力、关
爱教师们的视力健康。

（王会贤）

未来五年将帮扶超过 10000名教师

宝健捐资一亿元与青基会启动关爱园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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