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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随手集团联合创始人、副总裁

焦义刚：将财商教育渗透到每个群体

利用专长和优势
推动财商教育

《公益时报 》：是怎样的机
缘巧合 ， 让随手集团选择和中
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联合发
起这个基金 ？ 做财商教育的初
衷是什么 ？

焦义刚：我们希望更立体地
把公益做透， 如果只做线上，就
很难做得太深，于是有了想成立
基金的想法。 中国金融教育发展
基金会的理念就是向民众普及
金融知识， 比如金融防诈骗知
识、金融风险知识等，注重中国
的金融教育，这和我们要成立基
金的初衷非常吻合。

在中国，目前财商教育的系
统性还存在不足， 无论是小学、
初中还是高中阶段，缺少系统课
程来讲财商教育。 高认同、低认
知、弱执行、效果差，是目前关于
财商教育调查的现状。 而在美
国，1944 年美国教育委员会发布
了中小学的财商教育目标，并要
求学校将财商教育纳入教学课
程体系。

基于这样的现状，我们想要
改善财商教育缺失的社会问题，
为此，成立了随手财商教育公益
基金。

《公益时报》：随手财商教育
公益基金具体要做什么？

焦义刚 ：我们基于“柔软计
划”（SOFT）去开展具体工作。 其
中，S（Scene）是场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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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开放，用开
放和共赢的精神，赋能金融机构
和合作伙伴；F（Fair）是公平，将
追求公平的基本价值，以惠及更
多普通人为目标；T（Technology）
是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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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开
展以下公益项目：

1、儿童财商教育小程序“天
财星球”， 是我们专门为家庭亲
子财商教育场景打造的一款寓
教于乐的小程序。 用科学的习惯
养成清单+名师编排系统课程，
帮助孩子从小养成好习惯，由浅
入深，全方位提高儿童的财商素
养。计划的服务目标是有超过 20
位专业讲师，超过 100 家学校和
少儿培训机构， 为 3500 万的少
儿家庭服务。

2、“大学生的第一堂财商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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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随 Club 财商教育” 线下

活动依托随手集团旗下随手记、
随管家等品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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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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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无障碍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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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透明公益账本，为草根
NGO 量身定制透明公益解决
方案。

透明公益
愈受公益机构重视

《公益时报》：目前，公众和公
益机构对财务透明的认知现状是
怎样的？ 存在的困惑是什么？

焦义刚：其实很多的机构都
有动机想做财务透明，但内控跟
不上。 我们在推动透明公益的过
程中发现，多数情况都是公益组
织自己想做财务透明。 从不断有
公益机构前来了解我们的透明
公益解决方案来看，透明公益已
受到越来越多公益组织的重视。

公众存在的一种情况就是，
想捐款却因为负面信息或财务
透明问题而犹豫。 这是长期的社
会问题，很难从前端到后端一下
打通。 比如我想捐一笔款给某个
公益机构，理想的状态是我捐完
那笔钱，被执行的时候会有一个
报告给我，但问题是捐赠和执行
是两个环节。

目前很多公益机构都做到
了对捐赠者的记录，谁捐的？ 捐
了多少钱？ 这些是有记录的。 随
手集团目前能够解决的是，在帮
公益机构做项目时，衡量在做项
目执行时所花的钱是否具有必
要性，判断所报账的真实性。

《公益时报 》：能否详细介
绍下随手集团在 “随手记+公益
的透明解决方案 ” 方面具体作
出的努力 ？

焦义刚： 拿“免费午餐”来
说，过去“免费午餐”在给很多学
校开餐时有两个环节，一是拨款
环节，二是执行环节。 以往的方
式是，大致算出一学期共有多少
天上学，有多少学生，按人头核
算需要的费用。 再除去采购、厨
师、保洁等工作人员工资，由此
核算出大致费用。 执行环节，通
过学校所拍孩子们吃饭的照片，
在微博上记下采购过程中产生
的每笔费用等方式。 通过随手记
可以记录每一笔花销，实现边花
钱边记录，还可上传图片。 这样
捐赠人和公众就能在随手记上
查到每所开餐学校每天的执行
情况。

记录完之后可汇总到中央
数据库里，通过数据库查看各个
学校每天花费的金额、用餐学生
数量、执行费用总数，按这样的
执行费用参考下一次给学校打
款的数额。 对于捐赠人和公众而
言，也可直接通过免费午餐网站
或随手记查询每所开餐学校每
一笔费用的执行情况。 与此同
时， 也为审计带来了很多便捷，
甚至能查出当时记账的责任人。

此外，除了记账外，随手记
还可以做各种透明公示的报表，
通过 API 嵌入网站，或者嵌入微
信公众号，用饼状图、条形图等
更直观的形式，呈现在账本订阅
者面前，公众可通过订阅报表随
时关注。 还可通过一键分享，将
下载的公益账本或任意时间段
的记账流水， 通过微信、QQ、短
信、链接、微博、随手理财社区等
渠道分享出去。

将正确的价值观
传递给下一代

《公益时报 》：“透明公益解
决方案 ” 是随手集团整个公益
体系的一部分 ， 能否简单介绍
一下随手集团的公益体系 ？ 涉
足的领域 ？

焦义刚 ：在企业内部，我们
对内成立了随手志愿者协会，面
向员工开展了一系列的公益志
愿活动， 以提高企业的公益文
化，比如海上森林公益环保项目
就是其中一个志愿项目，主要是
和深圳红树林基金会合作，随手
记的用户将记账的积分捐赠出
来变成红树林的一棵树苗，由随
手记员工志愿者与用户亲手种
下，为湿地保护贡献绿色力量。

在企业外部， 面对社会大
众， 我们主要是通过随手财商
教育公益基金， 实施 SOFT 计
划， 运用企业的财务金融专长
来持续的反馈社会。 透明公益
解决方案是随手集团早期的公
益项目， 是企业借由自己的技
术优势为公益机构提供的财务
透明化的解决方案。 那么针对
《大学生的第一堂财商课》，我
们认为， 究竟应该把金钱当工
具还是目标， 是完全不一样的
价值观。 如果从小形成的价值
观就是以金钱就是目标， 可能
不符合和谐社会所需要。 如果
把金钱当工具， 那么如何利用
好金钱，把金钱的力量最大化。
以及我们针对青少年亲子的家
庭教育推出的财商教育小程
序，树立青少年正确的金钱观。

我们的公益项目还涉足金
融防诈骗，面对当前鱼龙混杂的
网络诈骗，如何做好弱势群体的
防骗， 如何宣传防骗的知识，让
大家警惕起来，也是我们重点关
注的。 面对社会，主要从这几方
面去开展公益项目。

《公益时报 》：接下来 ，随手
集团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
的重点是什么？

焦义刚 ：长期来看，透明公
益是我们一直要做的，在技术方
面我们已经做的比较深入，接下
来主要通过和 NGO 组织一起携
手将透明公益解决方案输出成
课程和技能，成为职业公益人能
力的一部分。 另一个重点在于帮
助这些成长中的人群，树立正确
的金钱价值观。 家庭亲子财商教
育，是需要重点投入的，将正确
的价值观传递给下一代。

6 月 23 日，深圳随手集团总部，来自全国各地的 300 位随手铁杆用户，与随手团队一起，为公司八周
年庆生。

作为欢庆和责任的另一种表达，当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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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成立。 据了解，随手财商教育公益基金的成立意在为各类人群提供财
商课程。 同时，基金还将做透明公益账本、无障碍记账、绿色记账和防金融诈骗等。 此举可看作是随手集
团推动全民金融安全意识和提高素养的重要尝试。

“财商，它和智商、情商一样，都属于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基本素质，也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财商包括对金钱和财务的正确价值观，以及驾驭财富及应用财富的能力。 要想让每个人都具备这样的能
力，财商教育需要从小抓起。 ”

对于成立随手财商教育公益基金的目的，随手集团联合创始人、副总裁焦义刚给出了上述回复。他表示，随
手集团具备天然财务属性和互联网技术优势，多年来利用专长和优势在透明公益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作为随手集团的联合创始人、副总裁，焦义刚自 2010 年加入随手集团，重点负责集团旗下随手记、卡
牛信用管家等旗舰产品的管理与运营。

同时，作为随手集团的企业社会责任体系负责人，除了成立随手财商教育公益基金外，他利用企业的
专长和优势推动透明公益和财商教育， 建立随手集团完善的公益体系， 带领公司员工积极履行社会责
任。 当天，记者就社会企业如何推动公益透明及财商教育等相关话题，对焦义刚进行了专访。

� � 今年植树节当天， 焦义刚带领员工志愿者和用户代表在深圳的
红树林湿地栽下象征着希望的红树苗。 随手集团供图

随手集团联合创始人、副总裁焦义刚。 随手集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