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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始社会，还没有货币的时候， 

大家是怎么样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呢？ 

第1单元 



在原始社会，货币还没出现的时候，原始居民是通过物物交换的方式

来获取自己想要的物品的。物物交换就是指用自己已有的物品或服务与

别人交换，以换取别人的物品或服务。 



由于物物交换出现了困难，人们拥有的东西不一定能如愿交换得来自

己想要的物品/服务，于是开始出现货币了。物交换的方式被淘汰之时，

商周时期贝币就充当了货币流通于社会，充当了一般等价物。 

随着历史的推进出现过的各种货币 

铲币 刀币 秦半两 白银 等等 

海贝 铜贝 铲币 刀币 秦半两 



到了北宋时期，由于铸钱的铜料紧缺，政府为弥补铜钱的不足，在一些地区

大量铸造铁钱，但是铁钱如此笨重不便，使得纸币交子应运而生，交子不但是

我国最早的纸币，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一开始交子只是成都16家商号为了自

己流通方便创造的一种纸券，但后来朝

廷发现百姓还挺喜欢这种货币，因为交

子发生的纷争越来越多，自己庞大的军

费支出需要印钱支撑，于是就收归了这

种纸币，按每三年收发一次的规则发行。 

 



如何识别假币和处理假币？ 
第2单元 



 生活中你可能

也收到过假币，但

是我们收到假币后

不能再使用这张假

币，因为使用假币

是犯法的哦。 

那么我们如何辨别假币呢？ 

今天我们主要学习几种日常生活中常用的方法 

① 

② 

③ 

④ 

⑤ 



看水印、看安全线、看光变油墨、

看票面图案是否清晰，对印图案是

否可以对接上。 
1看 

摸人像、盲文点、中国人民银行

行名等处是否有凹凸感。 
2看 

通过抖动钞票使其发出声响，根据声音来分辨人民币真伪。人民币的纸张，具有挺
括、耐折、不易撕裂的特点。手持钞票用力抖动、手指轻弹或两手一张一弛轻轻对
称拉动，能听到清脆响亮的声音。 

3看 

借助一些简单的工具和专用的仪器来分辨人民币真伪。如借助放大镜可以观察票面线条清

晰度、凹印缩微文字等；用紫外灯光照射票面，可以观察钞票纸张和油墨的荧光反映；用

磁性检测仪可以检测黑色横号码的磁性；还有银行或者一些商店会配有的验钞机、银行的

存款机、城市里的自动售卖（票）机等等都可以分辨人民币的真伪。 

4看 

① 

② 

③ 
④ 



识别假币的方法你记住了多少？ 

 

小试身手 



× 

√ 

    生活中你可能也收到过假币，但是我们收到假币后不能再使用这张假
币，因为使用假币是犯法的哦。那么我们如何辨别假币呢？ 

误收假币，不应再使用，应上缴当地
银行或公安机关。 

1 

看到别人大量持有假币，应劝其上缴
（可以上缴至公安机关），或向公安
机关报告。 

2 

发现有人制造、买卖假币，应掌握证
据，向公安机关报告。 

3 



使用假人民币会受到怎么样的处罚? 

  对于以牟利为目的，明知是伪造、变造的人民币，而故意使用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2条规定: 

明知是伪造的货币而持有、使用，数额较大的，处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一万元

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 

  

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

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数额特别巨大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五万

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常见的外币 第3单元 



你认识几种外币？我们又如何可以快速辨认出是哪个币别呢？  
生活常见的外币有：港币、美元、欧元、日元、泰株。 

美元 欧元 港币 



日元 泰株 



人民币100：1个蛋糕 

泰株100： 

港币100： 

美元100： 

欧元100：          

 

                                                            

那你知道刚才的外币和人民币相比哪个更值钱呢？ 

例如：一个生日蛋糕价值100元人民币用以下货币
可以买多少个蛋糕呢？ 

                                              

货币兑换换算： 
100元人民币≈471.59元泰株 
100元人民币≈117.00元港币 
100元人民币≈14.90元美元 
100元人民币≈13.21元欧元                       

  （摘于2019年3月12日汇率表） 
 

1/5个蛋糕 

4/5个蛋糕 

6个蛋糕 

7个蛋糕 



刚才的外币你又记得多少？  

小试身手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港币 美元 

欧元 日元 

泰株 港币 



学会理财 第4单元 



合理使用零花钱 

    很多小朋友都有零用钱。你有多少零用

钱？你是怎么花的？是不是用在该用的地

方了？你把多余的钱积存起来吗？你是否

养成了不乱花钱的习惯？ 

情景再现 

    春节，是小敏最开心的日子。放寒假、穿
新衣、放烟花，有很多精彩的电视节目，有
很多好吃的糖果。更重要的是，还能收到长
辈们给的压岁钱。爷爷、奶奶100，外公、外
婆100，爸爸、妈妈100...... 



      妈妈说：“你已经10岁了，给你18岁成人以后就没有压岁钱了。现
在，由你来负责安排这些压岁钱，另外，妈妈每月给的零用钱，你也应
该好好安排一下，慢慢学会合理使用这笔钱。 

       存这笔钱到底要用来做什么呢？为此小敏需要定

一个目标。考虑了很久，小敏决定7年以后存满6000元
钱，支付大学第一年的学费。 

指点
迷津 

小敏需要计算：每年一共有多少收入，然后再减去每年

需要储蓄的850元，这样才能确定，每年究竟还能剩下

多少钱可供他零花开支使用。 

小公式：开支=收入-储蓄 



小敏制作的收入支出表 

压岁钱 1500 储蓄 850 

零用钱 600（50元/月） 剩余开支 1250 

总收入 2100 总支出 2100 

小贴士 

1、这是一张最简单的收入支出表格。别忘了，总收入和总支出一定要相等才行哦！ 
2、如果收入还有多的话，不妨再多存一些钱，这样就可以更早实现目标。 
3、如果收入不够支出，那么你就要想办法进一步压缩开支，否则目标就没法如期实现了。 



支出项目 估计金额（元） 

储蓄 850 

游戏机 1000 

新书包 150 

新款变形金刚 300 

动物园看动物 200 

........ ........ 

支出合计 2500 

小敏把所有想要购买的东西列举出来，记录每一项的大致面额，列在旁边。 

支出项目 估计金额（元） 

储蓄 850 

游戏机 太贵了 

新款变形金刚 
家里有旧的，先

玩玩 

动物园看动物 换成看电视 

...... ...... 

小敏要实现储蓄目标，必须把年支
出控制在1250元以内。所以，有些东
西，小敏是不得不忍痛割爱的 

不算不知道，
加起来要2500
元，而一年收
入才2100元。 

小试身手 



调整了支出项目后，小敏最后确定了下面这一张支出计划表 

支出项目 估计金额（元） 

储蓄 850 

新书包 150 

同学们的生日礼物 100 

希望工程捐款 100 

新鞋子 200 

新图书 200 

日常支出 500 

支出合计 2100 

      要实现梦想，必须严
格执行我的人生第一份理
财计划！ 



放家里？ 

存银行？ 

还是 

于是小敏决
定把钱拿去
存银行 

把钱存在银行既安全，还有利 

息，850ⅹ1.75%ⅹ7=104.13元， 

每年都有850元存银行，收益可 

观，到期除了6000元本金外还 

有利息，还是存银行比较划算。 



小敏需要把钱存到银行，那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银行存款的流程吧~ 

  但是，由于小敏还没满16周岁，不能独自去银行办理业务，所以需要在爸爸或妈妈的陪同下才能
办理哦！ 

5.完成操作后， 
柜员会将存折 
交还。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有不同的支付钱款行为，但有时候我们并不是消费
者。请你想一想，下面哪些情况可以被称为消费者？ 

接受义务教育 去饭店吃饭 向希望工程捐款 

去超市购物 借钱给别人 去医院看病 

ⅹ 

√ ⅹ 

√ ⅹ 

ⅹ 

√ 

情景再现 



信息库 

消费 是指用货币交换取得自己希望获得的物品或服务的一种行为。 

消费者 从法律意义上讲，消费者应该是为个人的目的购买或使用商品和接

受服务的社会成员。 

消费者通常是个人，相对商家而言，往往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为了保障消

费者权益，我国颁布了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从1994年1月1日起施行。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为了扩大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宣传，使之在世界范围内得

到重视，促进各个国家、地区消费者组织的合作与交流，更好地开展保护消费

者权益的工作，1983年国际消费者联盟组织确定每年3月15日为“国际消费者

权益日”。 

 

 



小试身手 

下面的一些消费者行为，你认为正确吗？请在后面的横线上打“√”或“ⅹ” 

 

1、请装修公司装修了一套房子，装修后检测出房间内甲醛等有害气体浓度超标，投诉装修公司

并索赔。____ 

2、购买了走私的手表和手机。_____ 

3、因长期饮用三聚氰胺超标奶粉，导致换了严重肾结石，起诉奶粉厂家并要求赔偿。____ 

4、在超市购买杯子时，不小心打碎了，装作不知道，赶紧走开。____ 

5、在菜场买菜时不小心收进一张假钞，下次在买其他东西时把它混在真钞里一起用掉。____ 

6、在饭店吃饭后，结账时索要发票。____ 

7、在商场买了一双皮鞋，回家穿了几天，发现另一家商场卖的款式更好看，于是到商场要求退

货。____ 

√ 
ⅹ 

√ 
ⅹ 

ⅹ 
√ 

ⅹ 



银行小知识 

1、我们几岁可以独自去银行办理业务？ 

 

银行早上9点开门营业，营业前银行员工会提前回到网点，等待押钞车运送银行当天需要用的

钱和凭证等等资料到网点，然后银行员工接到钱后就要清点一次所有钱是否正确，到了9点银

行就正式开始为客户办理业务。到了下午5点结束营业，结束营业后银行员工就要清点所有钱

和凭证，检查现金实物是否与系统上的数目是否相同。最后等待押钞车来到把钱和凭证送走，

一天营业就结束啦。 

年满16周岁。不满16周岁，由监护人代为办理。 

２、银行网点有哪些工作人员？ 

主要有网点行长、副行长、客户经理、大堂经理、智能柜员、柜员。（注意：保安不是银行

工作人员哦） 

3、营业网点是怎样运作的呢？ 



银行小知识 

4、存钱到银行收益怎么计算？ 

活期利息：0.03%，定期：0.69%（半年）；1.75%（一年）；2.73%（两年）；2.75%（三年） 

例：小明今年压岁钱有5000块，打算在银行存定期三年，那三年后小明有多少收益呢？ 

    收益：5000ⅹ2.75%=412.50（元） 

5、到银行办理业务应该怎么做？ 

首先，向大堂经理说明自己需要办理什么业务，询问需要什么资料，可以怎么样办理，然后大堂

经理就会跟你说明相关情况，最后取票排队等待办理业务。 

 



------中国银行清远分行 

同学们，下课了 

谢谢观赏 
中 国 银 行 清 远 分 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