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情部落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第三高级中学



社团简介

财情部落会徽

【寓意】凤凰山下飞出金凤凰,财经路上经营“财·情”人生



团队风采



宗旨 口号 愿景

激发财经兴趣
找准学业方向
规划职业生涯
经营成功人生

借 力 财 经
激 发 商 情
理 财 有 道
做 人 有 量

中国四大财经院
校学子的摇篮

团队风采



团队风采
社长兼外联部：

赵创维

副社长：朱承志

策划部：冯啸天

秘书处：赵宇凯

宣传部：傅佳恩



提出创意点子

制定活动方案

配合方案跟进

策划部 宣传部 秘书处 外联部

组织架构

筹集活动经费

管理社团资金

设计宣传作品

传递活动信息

记录精彩片刻

展现社员风采

传达通知总结活动

协调部门工作开展

整理保管社团资料

考核社员日常工作



社团正式成立
通过竞选，高二5位同学脱颖
而出，成为社团骨干成员，
社团正式成立，命名为财情
部落，口号为：借力财经，
激发商情；理财有道，做人
有量。

财经素养冬季集训
在学校和家长的大力支持下，
由两位老师带队，社团5位
骨干成员组团到上海财经大
学参加CJSY财经素养冬季集
训活动，收获满满。

2017.11 2018.3

2018.1

2018.1

2017.12

社团大事记

酝酿创办财经类社团
在全国中学生财经素养大赛组
委会来校作备赛指导专题讲座
后，学校着手以社团的形式，
组织学生报名参加第四届全国
中学生财经素养大赛。

社团会徽诞生
通过会徽征集活动，图腾金
凤凰的作品脱颖而出，作为
本社团的会徽，这一会徽既
契合我校提出的“金凤凰”
育人目标，又与社团名称格
调一致。

开展财经素养大赛报名工作
社团所有成员投入到组织我校
学生参加第四届全国财经素养
大赛的报名工作，从宣传动员
到统计核对，历时半个月，最
终全校高一高二共计365位同
学报名参加。



财经素养大赛初赛
喜获佳绩

全国8446名选手获得第四
届全国财经素养大赛晋级
复赛资格，其中我校有
156名同学成功晋级，而
社团30位成员全部晋级。

财经素养大赛复赛
再创辉煌

全国600余名选手获第四届
全国财经素养大赛决赛资格，
其中我校共有6名同学成功
晋级决赛，5位同学为财情
部落社团成员。

2018.3 2018.6

2018.5

2018.5

2018.4

社团大事记

冬令营之行分享会
为动员和指导报名参加第
四届财经素养大赛的同学
积极备赛，社团5位骨干
组织举办了一场集会，分
享上海财经素养冬季集训
之行的所思所想。

青少年理财足球世界杯大赛
从宣传到决赛，历时一个月，
在全体社员的配合下，2018
年CJSY-Visa青少年理财足
球世界杯大赛萧山区第三高
级中学赛场顺利落下帷幕。

中学生财经素养大讲堂
全体社员参加了CJSY-Visa中学
生财经素养大讲堂活动，其中6
位社团代表在2018年CJSY-Visa
全国优秀社团评选暨青少年理财
足球世界杯大赛启动仪式上为在
场200多位学生送上了一场精彩
的理财足球比赛。

第四届CJSY财经课堂
夏季高阶集训

社团共有9位社员将参加夏
季高阶集训，其中5位前往
成都全力以赴决赛；4位前
往上海，为冲刺明年的财经
大赛打基础。

2018.7



中学生财经素养大讲堂3

百尺竿头须进步，十方世界是全身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青少年理财足球世界杯4

一枝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冬令营之行分享会2财经素养冬季集训1

明明可以看颜值，我们偏偏靠才华

团队活动



团队活动

财经素养冬季集训1

在财经的星辰大海征途中，明明可
以看颜值，我们偏偏靠才华，如出水蛟
龙，傲视群雄。我们骄傲地前行，不回
头，不畏惧，奔赴财经的远方。

意气风发 奔赴魔都

驻足上财 触摸梦想

帅气亮相 竞得班长

认真研习 争取佳绩

百里挑一 成果展示

优秀营员 名至实归



冬令营之行分享会2

团队活动

一枝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携手共进，不忘初心，逐梦前行。

1、分享财经素养上海冬季集训的所

思所想；

2、解读2017年上海财经大学自主招

生政策；

3、分发第四届财经素养大赛初赛指

南，强调重点信息；



团队活动

 讲座：“数字原住民”的财经素养必
修课：数字支付与网络安全

 2018年CJSY-Visa优秀社团评选暨青
少年理财足球世界杯大赛启动仪式

中学生财经素养大讲堂3

主讲人：Visa中国区金融教育负责人 王东先生

主持人：课堂内外少年商学院副院长刘韵真女士

 嘉宾致辞：浙江省金融教育开展情况
主讲人：浙江省银保监局调研员 胡黎明先生



团队活动

• 海报横幅传单 宣传动员

• 报名统计须知 如火如荼

• 借力启动仪式 观摩学习

• 笔试初步筛选 严格把关

• 赛前随机组队 热身走起

• 初赛团体作战 考验默契

• 决赛群雄争锋 笑傲江湖

• 微博微信校网 广而告之

• 家庭学校联动 助力财经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青少年理财足球世界杯4



活动案例展示·冬令营之行分享会

【案例简介】
2018年3月28日，第四届全国财经素养大赛初赛第一场刚结束，我

校实际参赛的同学不足50人。为让同学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财情
部落社团在社长的倡导下，决定举办一次冬令营之行的分享会。通过
该集会，唤起同学们当初报名时的初衷，进一步了解这一比赛的意义
和价值，坚定其参赛的决心；同时，做好初赛参赛指导，避免不必要
的错误影响参赛。
【活动过程】
1、5位参加上海冬季集训的社员分别讲述此行的所所见所闻、所思所
想；
2、指导老师通过解读2017年上海财经大学的自主招生政策，分析参加
全国财经素养大赛对学生们的升学的价值和意义；
3、分发第四届财经素养大赛初赛指南，重点强调注意事项；



活动案例展示·冬令营之行分享会

【活动规模】
本次活动面向报名参加第四届全国财经素养大赛的全体同学，共

计365位，实到250左右，历时一个小时，活动结束后，未领取的初赛
指南由各负责人带到每个报名者手上；
【主要成效】

第四届全国财经素养大赛初赛第二场结束，我校实际最终参赛260
人，共有156名同学成功晋级复赛，晋级率高达60%；
【同学反响】

很多同学纷纷请求加入财情部落社团，为此，社团专门进行了一
次面试活动，吸收新成员，目前社团人数近70人。此外，很多同学表
达了报名参加2018年财经素养夏季高阶集训的意愿，最终，我校共有9
名同学将于暑假前往成都和上海参加夏令营活动。



更多展示

全国中学生财经素养大赛组委会来校
作备赛指导专题讲座

第四届全国财经素养大赛报名



更多展示

第四届全国财经素养大赛初赛、复赛成绩突出



更多展示

◎努力背后，从不辜负
204 冯啸天

4号傍晚，笑着告别你们，前往“新的世界”。5号早晨，风尘仆仆的赶到了上海，来
到了，我们将要集训的地方。第一天的中午，我们就因为没听清楚集合地点而给老师们留
下了一个不好的印象，在那时，心中不由得紧张的想着，我之后的几天是不是会很不好过?
可事实证明，我们多虑了，之后的几天中，老师对我们一视同仁，有问必答。一点一点帮
助我们学习，帮助我们做答辩PPT，帮助我们如何演讲。如果没有了她们，我或许只是一
个普普通通的毕业生，但感谢她们，给了我一个不一样的结果。同时也要谢谢我们的带队
老师的照顾，谢谢各位，让我有了一个不普通的寒假。



更多展示

◎努力背后，从不辜负
204 冯啸天

4号傍晚，笑着告别你们，前往“新的世界”。5号早晨，风尘仆仆的赶到了上海，来
到了，我们将要集训的地方。第一天的中午，我们就因为没听清楚集合地点而给老师们留
下了一个不好的印象，在那时，心中不由得紧张的想着，我之后的几天是不是会很不好过?
可事实证明，我们多虑了，之后的几天中，老师对我们一视同仁，有问必答。一点一点帮
助我们学习，帮助我们做答辩PPT，帮助我们如何演讲。如果没有了她们，我或许只是一
个普普通通的毕业生，但感谢她们，给了我一个不一样的结果。同时也要谢谢我们的带队
老师的照顾，谢谢各位，让我有了一个不普通的寒假。



更多展示

◎不忘初心，勇往直前
216 傅佳恩

这段上海的经历，转瞬即逝，已成了记忆。
还记得来时坚定的步伐，一颗足以令空气扭曲的心。还记得继承者既视感的登场，我

们一字排开，气场十足，只觉得路在脚下，前方的一切都是我们的天下。还记得一段很愣
的开场白:大家好，我叫傅佳恩来自萧山三中，喜欢打架子鼓，喜欢弹吉他，喜欢摄影，
喜欢做饭„

每天的课程十分紧张，座位是抢的，饭也是抢的。曾有一瞬间觉得这样枯燥的学习还
不如在学校里等放假。但一切机会都摆在眼前，唾手可得 ，只要一颗勇敢的心。

微课题答辩很成功，开场白逗笑了老师，只有我一个人做了实际调查，印象很不错。
Hello everyone . Listen up . What I'm going to do next might make you think 

it's amazing .I'm a student from shanghai New York university. My name is 
Jack. 好吧其实我只是杭州萧山第三高级中学的一个小菜鸟，我叫，傅佳恩。



更多展示

◎星辰虽远，有志必达
203 赵创维

六天，开始觉得很长，觉得还有许多时间等着我来挥霍，但是，这不就已经结束了吗？
还记得来时的羞涩，腼腆的自我介绍，“我这体型，站上去别的班都会怕了吧”，就这样
莫名其妙地当上了班长，自己也很诧异。

初次接触财经，有好多的为什么，是什么，怎么样，但只有你去了解它，才会发现它
的价值。参观了上海纽约大学之后，它成为了梦想，但英语能力可能还不过关，或许就与
它失之交臂，但谁知道呢？人总是要有梦想的。从对微课题答辩一无所知，到最后鼓起勇
气在上财教授面前做自己的报告，我总算是进步了，人总需要去挑战，去历练。不然你不
知道自己能做成什么，做成怎么样。

“人生充满遗憾”，这句话说得并不错，这六天充满了太多遗憾，但人总得向前走！
已经过去的，就向它挥挥手，好好地继续走下去！加油！



更多展示

◎小感受，大收获
207 朱承志

六天的时光，真如弹指一瞬，稍纵即逝。来自四海八方的学子汇聚一堂，绽放出了别
样的青春的魅力。在大牛导师思想沐浴下，不断成长，再想来，真是短暂又充实的时光啊。

第一天参与竞选班长，虽败但仍是一番体验，再到认识素昧谋面的同寝舍友，更是将
三中作息传播出去。

与舍友一起熬夜赶PPT与舍友一同早起一起占座，每一天都过得充实生动，虽然素昧
谋面，但每当谈及自己的课题亦或是自身的兴趣，却好似多年挚友一般。

驰骋财经的浩瀚星空，在这里，我收获颇丰，从一无所知，到别人眼中的大佬牛人，
我逐步建立起的对财经的兴趣与知识储备，相信将会伴我一生。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杭州萧山第三高级中学“财情部落”社团总结报告

报告人：周丽老师

12月的江南，是寒风呼啸，是艳阳高照，是脱下冒着热气的外套，是青草葱
葱秋叶簌簌。在这呵气成霜的时节里，杭州市萧山区第三高级中学“财情部落”社
团迎来了轰轰烈烈的成立仪式并热热闹闹的开展了一系列活动：社团骨干成员选拔、
成员招募、第四届全国财经素养大赛报名、财经素养冬季集训、冬令营的经历分享
会、中学生财经素养大讲堂、青少年理财足球世界杯赛事、社团扩员、上海成都夏
令营宣传动员等等。社团成立历时6个月，在6月12日进行了社团活动成果展示和总
结报告大会，当聆听了社长赵创维的慷慨激昂、行云流水般的活动总结汇报后，同
学们的感受到的是：太阳般的温暖，夏风般的和煦，清泉般的甘甜。同学们如沐春
风，暖暖的又可以继续追梦，如染夏雨，让同学们们拥抱了无限的希望。老师们感
受到的是：财情与趣味并重，素养与财商并进，拥有青春便可以创造无限可能。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杭州萧山第三高级中学“财情部落”社团总结报告

报告人：周丽老师

此次“财情部落”社团一系列活动的开展，得到了学校领导、家长和老
师们的大力支持，激发了学生学习财经知识的兴趣，培养了学生的学习热情，
更培养学生们的的财经素养有所作为的信念，使我们的学生从个人角度更好
地理解金融问题，从更高的视角和更长远的眼光上来分析和解决问题，承担
相关责任，更加自信地应对复杂的经济社会环境，创造财富。

我们相信，学生的未来，学校的发展，不仅仅体现在成绩和考试之上，
从更深远的意义和教育的本质来看，促成每一位学生在实践中学会抉择，学
会生存，才是更为返璞归真的做法，也是我们作为教育者至善至高的追求。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杭州萧山第三高级中学“财情部落”社团总结报告

报告人：周丽老师

在“财情部落”社团的一系列活动中，我们更强调能力的培养、思维的
训练，更重视责任感、信心、乐观等良好品质的养成，这远比知识更重要。
学生们的乐观、向上、拼搏、进取的精神活动离不开我们所开展的一系列健
康有益、专业广博的财经社团活动。学生们对待每一个活动都是富有激情、
精心准备；“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学生在充分发挥潜能与创造力的同时
更让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了确定的方向性，对他们综合素质
和终身发展都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我们看到的是，作为三中的学子，通
过这次活动，能够提升自己的财经意识，增强对财经知识的认知与理解，发
现自己的兴趣所在，为高中学业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以及个人未来发展规划
找到一个出路，明确一个方向。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杭州萧山第三高级中学“财情部落”社团总结报告

报告人：周丽老师

“林花着雨燕支湿，水荇牵风翠带长”，真正的教育是用一棵树去摇动
另一棵树，用一朵云去推动另一朵云，用一个灵魂去唤醒另一个灵魂。我们
真情感谢为此活动付出辛苦的所有老师和同学们，因为老师们的最大幸福就
是把孩子送往理想的彼岸，而家长的最大幸福是孩子们健康成长。生活中从
不缺少最美的遇见，而孩子们最美的遇见是遇见了认真负责的指导老师和志
同道合、共同成长的同伴。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少年辛苦终身事，莫向光阴惰寸功，同学们
在此次活动中学会了如何春耕、夏锄，才能秋收、冬藏；充分感受到了友爱
与包容的家庭氛围、团结与协作、竞争与合作的学习氛围。让同学们在快乐
无忧地氛围中学习，在民主宽松的氛围中内化财经素养的知识。“借力财经、
激发商情、理财有道、素养提升”我们所有社团的成员知道，这只是个开始，
只是个财经路的开始，未来依旧不断努力、不停学习„„



谢谢！
T H A N K   Y O 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