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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手科技启动财商教育公益基金
多维度助力财商教育发展
� � 2018 年 6 月 23 日， 中国金
融教育发展基金会随手财商教
育公益基金（以下简称“随手财
商教育公益基金”） 启航发布会
在深圳金蝶软件园举行，深圳市
互联网金融协会秘书长曾光到
场致辞，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
会理事长杨子强以及金蝶集团
董事会主席、随手科技公司董事
长徐少春出席发布会并发表主
题演讲。

随手财商教育公益基金启航

随手财商教育公益基金由
随手科技与中国金融教育发展
基金会共同发起，致力于借助随
手科技自身产品的天然财务属
性和互联网技术优势，以及中国
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在普及金
融教育上多年来积累的实践经
验，携手投入公益事业发展。

基金成立后，将联合各界合
作伙伴，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金
融知识普及和财商教育专项活
动， 帮助公众提升财商水平，维
护消费者自身合法权益，推动全
民金融安全知识和素养的提高。

为保障随手财商教育公益
基金顺利运作，启动会上，随手
科技公司向随手财商教育公益
基金捐赠了 200 万元善款，作为
首批启动资金。

“财商教育”势在必行

曾光认为，中国的财商教育
可以分三个阶段： 第一是财知，
第二是财商，第三是财智。 财知
就是指要掌握理财的基本知识，

这方面的教育应该从娃娃抓起；
财商就是要运用结构化的知识，
科学理性地做出理财决策；而财
智则指向更高的“智慧”层面，要
懂得如何不被金钱所累，并运用
财富去创造更高的社会价值。

杨子强在演讲中指出，金融
知识的宣传与倡导是提升国民
金融素养的关键，对促进金融业
发展、提高人民美好生活水平具
有重大意义。 做好社会的金融教
育， 需要金融监管者的政策保
护， 需要金融机构的自我规范，
需要金融从业者的正面引导，更
需要众多行业参与者的通力合
作。 他对随手财商教育公益基金
提出了三点希望：一是要规范积
极运作，保障善款合规；二是要
发挥各方优势，互利共赢，促进
公益基金可持续发展；三是要不
忘初心，共同为推进金融教育事
业提升国民金融素养不懈努力。

徐少春表示，对于随手科技
团队在做好记账理财主业的同
时积极发展公益事业的做法，他
是非常赞赏和支持的。 徐少春认
为， 金融行业中的种种乱象，根
源还是在于人心，所以要帮助人
们提升心灵品质，对金钱、对理
财有着正确的认识。 随手科技此
次致力于推动财商教育，就是因
为理解到老百姓对理财知识的
渴望以及理财之道的向往，这也
是随手科技的奋斗目标。

“柔软计划”助力财商教育

“财商是什么？ 中国到底有
没有系统的财商教育？ 如何改善
财商教育缺失的社会问题？ ”发

布会上， 随手科技联合创始人、
副总裁焦义刚通过三个问题开
启了“柔软计划”（SOFT）。

他指出 ， 该计划中的 S
（Scene）是指场景，基金将面向儿
童、大学生、互联网投资人群、特
殊群体、社会公众等不同群体和
场景，推出针对性的财商教育解
决方案；O（Open）是指开放，随
手财商教育基金将秉承开放和
共赢的精神，赋能金融机构和合
作伙伴， 为各个参与方创造价
值；F（Fair）是指公平，随手财商
教育公益基金将追求公平的基
本价值，以惠及更多普通人为目
标，提供最大程度触及普通老百
姓的大众性 、 公益性服务；T
（Technology）是指科技，随手财
商教育基金将充分利用随手科

技的技术实力， 运用移动互联
网、数据化、智能化等前沿科技
手段，提高公益项目的运作效率
和技术内涵。

根据“柔软计划”，为推进覆
盖各个群体、不同层次的公益性
财商教育发展，随手财商教育公
益基金将持续开展以下公益项
目：

“天财星球”儿童财商教育
项目面向儿童群体和家庭亲子
场景，致力于帮助孩子从小养成
良好的财商习惯，并通过寓教于
乐的方式将金融知识由浅入深
地融入孩子们的成长之中；

大学生的第一堂财商课则
面向青年和大学生群体，通过邀
请财商达人、明星讲师为高校提
供全套财商课程支持， 计划在 5

年内覆盖 200 所高校和 5000 万
人群；

“随 Club 财商教育”线下活
动依托随手科技旗下随手记、随
管家等旗舰品牌，旨在为互联网
投资人群提供财务管理、投资规
划、投资产品教育、风险识别等
方面的财商教育与交流平台；

防范金融诈骗公益项目旨
在联合相关政府部门、机构开展
面向市民的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和金融诈骗系列公益活动，帮助
消费者掌握金融常识，辨别金融
产品背后的欺诈风险；

无障碍记账则是面向视障
人群等特殊群体，为他们使用财
务工具、了解金融知识、获取金
融服务提供信息无障碍方面的
支持。 （李庆）

2018 年 6 月 15 日，Visa 公
司在北京携手业界合作伙伴成
功举办“Visa 中国第二届普惠金
融合作伙伴 2018 年度会议 ”。
Visa 公司全球普惠金融及合作
伙 伴 关 系 高 级 总 监 汤 曼 娜
（Amina Tirana）、 中国普惠金
融研究院贝多广博士以及来自
世界银行、 中国金融教育发展
基金会和中国扶贫基金会等机
构的代表出席了此次会议，一
同就金融扶贫的实践与洞察，
以及应对金融扶贫“最后一公
里” 挑战的决胜之道进行了深
入交流和探讨。

两年来，Visa 连续举办中国
普惠金融合作伙伴年度会议，充
分体现了 Visa 立足中国、联合社
会各界力量共建金融普惠生态
系统，探索应对金融扶贫“最后
一公里”挑战解决之道的坚定承
诺，同时也是 Visa 作为负责任的
企业公民积极响应中国政府消
除贫困的国家政策、践行企业社

会责任的有力体现。
在中国政府打响扶贫攻坚

战、强调精准扶贫方略、将普惠
金融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的大
背景下，2016 年，Visa 在中国启
动了普惠金融计划，先后与各方
合作伙伴开展了市场调查、行业
倡导以及在金融教育和能力建
设等领域的广泛深入的合作。 两
年多来，Visa 与中国金融教育发
展基金会在大兴安岭南麓连片
特困区启动并实施了“金惠工
程-中国普惠金融及教育国际示
范区”计划；同时，还与中国扶贫
基金会、中和农信在内蒙古自治
区开展了移动互联网金融教育
试点项目。此外，Visa 还积极推动
并支持“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
的成立。 作为行业领先的支付企
业，Visa 深刻了解发展普惠金融
对于赋能实体经济、 促进就业、
加强金融包容性、 最终消除贫
困、实现社会公平有着十分重要
的意义。

Visa 公司全球普惠金融及合
作伙伴关系高级总监汤曼娜强
调：“Visa 始终致力于在全球范围
推动金融教育及普惠金融的可
持续发展， 不断对既有项目进
行创新、升级，以进一步拓展社
会各界参与的广度和深度。 然
而，在实现普惠金融的进程中，
打通‘最后一公里’ 总是更艰
难、更昂贵、更耗时。 提高金融
服务的覆盖率、 金融产品的使
用率和金融教育及能力建设的
水平是我们共同面临的挑战。
建立完善的金融生态体系是
Visa 工作的重心。 作为行业的
领先者， 我们将继续借助 Visa
在数字支付和普惠金融领域的
国际经验与洞察， 联合各界伙
伴，一同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解
决方案，从而推动中国普惠金融
的可持续发展。 ”

据悉 ，Visa 在全球范围开
展了一系列普惠金融工作，足
迹包括墨西哥、埃及、美国、多

米尼克和中国。 通过联合当地
政府和业界伙伴，Visa 开展的
普惠金融项目已取得了阶段性
的成绩和突破。

在中国， 截至 2017 年底，
Visa 已支持开展的普惠金融能力
建设与金融教育活动已覆盖全
国逾 300 万农牧民、10 多万政策
制定者、农村基层干部及 8 万余
名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此外，Visa
还支持或参与发表了 6 篇研究
报告与 1 篇政策白皮书，对中国
普惠金融领域的政策制定和方
向发展贡献了重要的观点和独
特的借鉴价值。

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贝多
广博士在会议上指出：“普惠金
融的概念现在已经深入人心，但
是打通普惠金融‘最后一公里’
仍然面临着重大挑战。 如何全
面、有效地整合政府、企业、金融
机构等社会力量和资源，从而使
终端消费者真正获益是当前普
惠金融发展升级的重中之重。 我

们很高兴看到越来越多像 Visa
这样负责任的企业和社会力量
加入进来，发挥各自优势，响应
社会发展诉求，携手推动普惠金
融健康、可持续发展，促进精准
扶贫。 ”

为进一步加大金融教育和
能力建设的力度，促进中国普惠
金融的可持续发展， 此次会议
上，Visa 还与中国普惠金融研
究院共同宣布与美国 DFI 数字
前沿研究中心（Digital Frontiers
Institute）联合推出“Visa 数字普
惠金融奖学金计划”。 该计划
将面向普惠金融领域的政策
制定者 、监管者 、研究人员及
行业从业人员等， 为其提供国
际数字金融与普惠金融认证课
程， 从而提高金融专业知识与
技能。 2018 年，Visa 将通过考核
与评审挑选出 100 名学员，为他
们提供“Visa 数字普惠金融奖学
金计划”。

（王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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