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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的策划



前期



活动组织

1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下属希望工程）等

政府组织，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恩派
等国内非政府公益组织联络

2与师范类、财经类高校联络，通过支教活动进
行银行知识介绍宣讲



资金筹集

1网络募资：通过官方组织公众号、抖音等社交
网络平台发布活动资金募集

2政府支持：当地政府教育资金支持

3活动组织项目方资金支持



宣传联系

1联系当地官方报社进行活动报导

2通过地方及活动组织方社交网络平台进行活动
宣传



中期



中期

*以授课方式向学生介绍银行，观看介绍银行的视
频

*在银行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举办模拟银行的活动，

让孩子们来扮演银行工作人员和客户，在实践中
了解银行的功能，业务

*进行宣讲和家访，同时向孩子和家长普及银行相
关知识，提升整体山区居民对银行的了解
活动结束后向学生收集感想并点评指正



后期



后期

*山区儿童教育效果反馈：根据山区学校孩子与家

庭对银行知识教育接受的反馈作为依据策划后续
银行知识进山区教育活动

*成果推广：
1建设银校联系机制：联系各大银行分行与当地
银行，建立长期合作教育机制
2山区学校联合举办银行知识进山区系列教育活
动



银行的种类
和功能



中央银行

定义：中央银行（Central Bank）国家中居主
导地位的金融中心机构，是国家干预和调控国民
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负责制定并执行国家货币
信用政策，独具货币发行权，实行金融监管。而
我国的中央银行为中国人民银行，简称央行/人行
（不是中国银行）。

是中国所有银行的
大管家，而且只有它能
印钱。



中央银行

1.服务职能
1、为政府服务的主要内容是：
a、代理国家财政金库，执行国家预算出纳业务，代理

政府发行和销售政府债券，并办理还本付息事宜；
b、作为政府的金融代理人，代办有关金融业务，如经

营国家外汇储备黄金储备等；
c、根据政府需要，通过贷款或者购买政府债券的方式

为政府筹措资金；
d、代表政府参加有关国际金融活动和为政府充当金融

政策顾问。

帮助处理政府有关国内国外
有关金融的事务。



中央银行

2、为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服务的主要内容
a、为商业银行金融机构保管准备金；
b、为商业银行、金融机构相互之间的债务关系办

理转账结算和提供清算服务；
c、当商业银行、金融机构需要资金或者资金周转

困难时，对其提供贷款或者信用，以及其他形式的融
资服务。

帮助协调，
使他们更好
更有序地运
行。



中央银行

。

3、为社会公众服务的主要内容是：
a、依法发行国家法定货币并维护货币的信誉和货币

币值稳定；
b、通过货币政策、信用政策，影响商业银行、金融

机构的行为和活动，使之配合适应国民经济的需要；
c、搜集、整理和反映有关经济资料以及自身的资产、

负债状况，并定期公布，为各有关方面制定政策、计划、
措施提供参考；

d、为维护银行客户存款安全所进行的其他活动等。

连接社会公
众也就是我们
每一个人和国
家金融的桥梁



中央银行

2.监管职能
1、中央银行行使监管职能的对象
（1）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

监管；
（2）对金融市场的设置、业务活

动和运行机制进行监督管理。



中央银行

2、监督职能的主要内容：
（1）制定有关的金融政策、法规，作为金融活动的准则

和中央银行进行监管的依据
和手段。
（2）依法对各类金融机构的设置统筹规划，审查批准商

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设立、业务范围和其他重要事项。
（3）对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进行监督。
（4）管理信贷、资金、外汇、黄金、证券等金融市场，

包括利率、汇率。
（5）监督检查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清偿能力，资

产负债结构准备金情况。
（6）督促、指导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依法开展业务

活动，稳健经营等。

就像班里的纪
律委员，会对每
个银行和金融机
构成员进行监督
管理。



中央银行

3.调控职能
中央银行以国家货币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身

份，通过金融手段，对全国的货币、信用活动进
行有目的、有目标的调节和控制，进而影响国家
宏观经济，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实现其
预期的货币政策目标。

发挥自己作用
使国家的经济、
人民的生活更美
好。

【https://baike.baidu.com/item/中央银
行】



政策性银行

有特定政策任务
的银行，比如关
于种玉米就会有
一个专门负责管
理种玉米事情的
银行业务。

定义：政策性银行（ policy lender/non-commercial
bank）是指由政府创立，以贯彻政府的经济政策为目标,在
特定领域开展金融业务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专业性金融机构。
实行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相分离，组建政策性银行，承
担严格界定的政策性业务，同时实现专业银行商业化,发展
商业银行，大力发展商业金融服务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
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政策性银行不以营
利为目的，专门为贯彻、配合政府社会经济政策或意图，在
特定的业务领域内，直接或间接地从事政策性融资活动，充
当政府发展经济、促进社会进步、进行宏观经济管理工具。

1994年中国政府设立了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大政策性银行，均直属国务院领导。
2015年3月，国务院明确国开行定位为开发性金融机构，从
政策银行序列中剥离。



政策性银行

为这个政策
能更好实施而
提供力所能及
的服务。

1、补充和完善市场融资机制。政策性银行的融资对象，
一般是限制在那些社会发展需要而商业性金融机构又不愿意
提供资金的银行或项目，因此可以补充商业性融资的缺陷，
完善金融体系的功能。

2、诱导和牵制商业性资金的流向。一是政策性银行通过
自身的先行投资行为，给商业性金融机构指示了国家经济政
策的导向和支持重心，从而消除商业性金融机构的疑虑，带
动商业性资金参与；二是政策性银行通过提供低息或贴息贷
款可以部分弥补项目投资利润低而又无保证的不足，从而吸
引商业性资金的参与；三是政策性银行通过对基础行业或新
兴行业的投入，可以打开经济发展的瓶颈或开辟新的市场，
促使商业性资金的后续跟进。

3、提供专业性的金融服务。政策性银行一般为特定的行
业或者领域提供金融服务，具有很强的专业性，积累了丰富
的实践经验和专业技能，聚集了一大批精通业务的技术人员，
可以为这些领域提供专业化的金融服务。

【https://baike.baidu.com/item/政策性银行】



国有商业银行

由国家直接
管理的商业银
行，就像直接
由班主任管理
一样。

定义：国有商业银行，是指由国家（财政部、
中央汇金公司）直接管控的大型商业银行。
具体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
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邮政
储 蓄 银 行 。
【https://baike.baidu.com/item/国有商业
银行】



国有商业银行

平时的存钱取钱、借
银行的钱、或者你们
用支付宝微信支付时
候很有可能通过国有
商业银行来进行的

（1）吸收存款。吸收存款是商业银行最重要的资金来源，也是进
行贷款等其他业务的基础。银行吸收存款储蓄的原则是：“存款自愿，
取款自由，存款有息，为储户保密。”

（2）发放贷款。发放贷款的主要对象是企业，让闲置的货币作为
资本生产要素发挥作用，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居民个人也可以上银行
贷款，用于个人创业或生活消费。

（3）中间业务。中间业务是指银行不运用自己的资金，通过为客
户提供服务，收取手续费的各种业务。在银行的中间业务中，最重要
的是转账结算业务。

银行为客户和客户之间因商品交易、服务收费、资金借贷等所产
生的钱款收付进行清算了结的服务，就是转账结算。我国银行在转账
结算中，主要使用支票、本票、汇票、银行卡等作为结算工具。通过
转账结算进行支付，具有以下优点：客户可以节省大量现金清点、保
管、押运等劳动，安全性也大为提高；国家可以节省大量印制货币的
开支；银行可以通过提供转账结算服务收取手续费。

【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81017426/】

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81017426/】


股份制商业银行

像管理一个企
业一样管理一
个银行。 定义：一般指由由企业法人持股，业务上自主

经营、独立核算，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的的银
行。股份制银行是商业银行的一种类型。具体包
括：招商银行、浦发银行、中信银行、中国光大
银行、华夏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广发银行、兴
业银行、平安银行、浙商银行、恒丰银行、渤海
银行。
1987年4月8日，招商银行在深圳特区成立，成为
第一家由国有企业兴办的银行。



股份制商业银行

经营方式很
像经营企业，
而且盈利是终
极目标。

职能和业务：
其基本职能和业务同国有商业银行类似，但利

差收入是这些股份制银行们净利润最大的组成部
分。但它们都已开始尝试着通过细分市场、产品
创新和特色营销等方式进行差异化转型。



地方性商业银行

定义：地方性商业银行是指业务范围受地域限制
的银行类金融机构。在我国地方性商业银行主要
是指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城市信用
合作社。

给每个地方配备一个只属于这个地方的机
构。而且城市里有城市的，农村有农村的。
就像你们每个班都有自己的班主任和班长
一样。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C%B0%E6%96%B9%E6%80%A7%
E5%95%86%E4%B8%9A%E9%93%B6%E8%A1%8C/5771019】



地方性商业银行

主要处理
农民伯伯的
事务。

职能和业务：
（1）农村信用社
a.办理个人储蓄。
b.办理农户、个体户、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存

贷款业务。
c.代理银行委托业务及办理批准的其他业务。



地方性商业银行

主要处理城
市居民生活中
会遇到的经济
问题。

（2）城市信用社
a.办理城市集体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及实行承包

租赁的小型国有企业的存款、贷款、结算业务。
b.办理城市个人储蓄存款业务。
c.办理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证券业务。
d.代办保险业务及其他代收代付业务等。



地方性商业银行

和之间讲过的
商业银行类似，只
不过是每个城市独
有的，比如青岛银
行或者是深圳银行
之类。

（3）城市商业银行
a.吸收公众存款。
b.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
c.办理国内外结算。
d.办理票据贴现。
e.发行金融债券。
f.代理发行、代理兑付。
g.买卖政府债券。
h.同业拆借。
i.买卖、代理买卖外汇。
j.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
k.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
l.提供保管箱服务。
m.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其他业务。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C%B0%E6%96%B9%E6%80%A7%E5%9
5%86%E4%B8%9A%E9%93%B6%E8%A1%8C/5771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