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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上海市中学生
德育发展中心、上海教育报
刊总社和东亚银行（中国）有
限公司联合举办的“2019东
亚银行杯上海市中学生金融
教育校园行”决赛，在上海市
黄浦区五里桥社区文化活动
中心举行。该活动得到了中
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及上海监
管局的指导和大力支持。今
年正值新中国成立70周年，
70年来我国的金融业取得了
跨越式发展，本次比赛围绕
这一主题，结合“互联网金
融”“金融风险防范”“理性消
费”等热点话题展开讨论，旨
在帮助青少年紧跟时代步
伐，普及金融知识，提升金融
意识。

当天的活动，设有“金融
知识知多少”知识竞答、金融
知识辩论和金融知识演讲三
大环节，选手们通过紧张答
题、精彩思辨、热情演讲，展
现了当代中学生的卓越风
采，同时也将比赛气氛推向
了一个又一个高潮。

在“金融知识知多少”竞
答环节中，经过必答题、读图
题、视频题和抢答题等数轮

关卡的激烈角逐和精彩比
拼，最终上海市进才中学北
校凭借丰富的金融知识和稳
定的现场发挥，一路过关斩
将，将一等奖收入囊中。在

“金融知识辩论”环节中，上
海市第八中学辩论队和上海
市第六十中学辩论队围绕

“‘明星带货’渐成时尚值不
值得提倡”展开激烈讨论，经
过开篇陈词、攻辩、自由辩
论、总结陈词四个环节的精
彩较量，最终上海市第六十
中学辩论队胜出，获得本次
辩论赛的冠军。同时，来自
上海市第六十中学的李隻同
学也因突出的个人表现获得
全场最佳辩手称号。来自上
海市第八中学的孙妍同学和
王韵菲同学分别获得最佳表
现力奖和最佳人气奖。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金
融知识演讲比赛是本次活动
特别增设的环节，旨在弘扬
时代精神，展示中学生精神
风貌，选手们以“我的美好生
活”为主题展开精彩演绎，最
终上海市西南位育中学的王
韵涵同学脱颖而出，获得金
奖。参与本次活动的学校师
生代表共200余人见证了比

赛全程和颁奖典礼。
东亚银行（中国）执行董

事兼行长林志民先生表示：
“今年是东亚中国连续第7年
举办金融教育校园行活动，
也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因此我们想通过举办这样有
意义的活动，与中学生朋友
们一同来纪念这一重要时
刻。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
展和科技的进步，金融已经
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
面。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
活动能够帮助青少年不断提
升金融意识，开阔视野，为未
来的成长奠定基础。青少年
是祖国的未来、家庭的希望，

我们也期待通过我们的努
力，能够让金融知识走进千
家万户，起到教育一个学生、
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
会的作用。”

“东亚银行杯上海市中
学生金融教育校园行”致力
于培养青少年正确的金钱
观、消费观和价值观，推进金
融知识普及对象的年轻化进
程。该活动自2013年启动
以来已连续举办了7届，社会
影响力日益增强，今年活动
规模更是进一步扩大，全市
逾120所中学逾万名学生参
与活动，关注活动的人数超
过十万人。

“2019东亚银行杯上海市中学生
金融教育校园行”圆满落幕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徐曼丽 通讯员 王翠

东 亚 银 行 有 限 公 司 于
1918年成立，是一家具领导地
位的香港金融服务集团。东
亚银行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
市，2019年6月30日的综合资
产总额达港币8768亿元（1122
亿美元）。

东亚银行拥有庞大的服
务网络，于全球设有近 200 个
网点，覆盖大中华区和东南亚
地区以及英国和美国等国家，
为客户提供全面的企业银行、
个人银行、财富管理及投资服
务。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
司是内地最早获准设立的外
资法人银行之一，总部设于上
海。凭借对本土市场的深入
了解和香港母行东亚银行在
海内外累积多年的专业银行
服务经验，东亚银行（中国）致
力为广大客户提供一应俱全
的金融服务。关于东亚银行
（中国）业务详情，请浏览网
页：www.hkbea.com.cn。

关于东亚银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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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枣产业援疆路，一走就
是十几年

今年60多岁的胡青春，虽
已不再青春，但红枣产业发展
历程中却留下了他青春的足
迹。

胡青春告诉记者，自己本
是周口西华县的一名枣农，
2011年被好想你健康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简称好想你）选
任为技术骨干，前往新疆管理
红枣基地。如今，家里两代人
全部移居新疆，加入产业援疆
的队伍。

“目前在新疆管理1460多
亩枣园，平均亩产 500 多公
斤。”作为有经验的“老枣农”，
胡青春管理的红枣基地，每年
出产的大部分红枣用来出口。

同胡青春一批进疆援疆
的枣农有很多，这群“候鸟式”

的产业援疆人，不仅肩负着管
理上千亩枣园的重任，还担负
有向当地人传授种枣技术的
使命。

“刚到新疆那会儿，当地人
民拿红枣喂羊等牲畜，从未想
到有一天会靠红枣发家致富。”
今年是张继军远离家乡新郑来
新疆的第9年，如今他是新疆
巴音郭楞自治州尉犁县34团
的红枣种植技术骨干，管理着
近两千亩枣林。他还经常参加
政府组织的学习班，为当地居
民传授种植红枣技术。

张继军告诉记者，无论红
枣种植还是管理都有一套标
准和经验，而这些经验绝大部
分是由“候鸟式”的河南人带
到了新疆，当地的一些游牧民
族也因从事红枣种植而成为
定居民族。

这些红枣种植经验为什

么会由河南人传到新疆？
据了解，早些年，从河南

新郑到新疆摘棉花的人返回
老家时，带回了一些若羌县的
小枣。这些小枣，不经意间被
从事红枣产业也就是如今好
想你董事长的石聚彬发现，

“如果把新郑灰枣与新疆红枣
嫁接起来，会结出什么样的果
实”？

于是经过实地调研，2003
年起，每年100多万株灰枣树
苗从位于黄河之滨的河南新
郑出发，不远万里到新疆落
户。成功嫁接栽种的新疆灰
枣，皮薄肉厚、清甜爽口、蜚声
国内外。至此，一条红枣产业
援疆路正式拉开大幕。

据估计，好想你自产业援
疆以来在新疆直接投资超4亿
元，截至目前，通过原料采购
等形式消费扶贫总额达50亿
元，惠及 100 万枣农致富脱
贫。红枣经济还带动了地方
旅游、宾馆服务等产业的发
展，带动了南疆多个县市经济
的崛起和转型。

而相关统计数据显示，目
前全疆红枣种植面积已达800
万亩，占全疆1500万亩林果种
植总面积的一半。因为红枣来
钱快、好管理，当地一些农业

大县，红枣种植面积能占到
70%~80%。

延伸产业链，红枣经济带
动上百个地区走上致富路

通过建设基地、培育市
场、延伸产业，一颗红枣闯出
了一条产业援疆的新路子。
然而，红枣的价值不只如此。
在红枣经济的带动下，全国上
百个农作物原材料生产基地
找到了产业扶贫的新模式。

2017年起，益禾农业董事
长雷霞每年来好想你总部不
低于5次，起初缘于好想你一
款新产品——清菲菲的原材
料采购问题，如今正在洽谈更
多层面的合作。

“目前清菲菲原材料中所
用的银耳，全部来自我们古
田。”雷霞虽是计算机专业出
身，但基于对家乡银耳的情
怀，回家办起了银耳生产厂，
成为当地第一家全年可以不
间断生产银耳的企业。

据雷霞介绍，目前好想你
从益禾农业采购的银耳量，约
占其年产总量的6%，单笔采
购量位居采购商前列。目前，
好想你将古田银耳的种植大
棚引入了好想你产业园。

“银耳是古田脱贫致富的
核心产业，好想你通过清菲菲
一款产品的研发，极大带动了
当地银耳的销量。”雷霞告诉

记者，目前双方正在探讨进一
步多层次的合作。

一颗红枣延伸了一条产
业链，银耳原材料的采购只是
一个例子。宁夏中宁的枸杞、
甘肃兰州的百合、湖南湘潭的
莲子以及河南上蔡的花生、南
召的桃子、三门峡的苹果等上
百种原材料均在好想你每年
的采购名单中。

“好想你采购的原材料约
70％来自贫困县。”好想你轮
值总经理石聚领告诉记者，健
康食品必须有地道的食材，因
此在原材料选择上首选原产
地，也就是所谓的“三品一标”
原则，即无公害食品、绿色食
品、有机食品和原产地标识。

通过原材料采购带动当地
产业脱贫致富仍不是好想你的
最终目标。12月1日，河南特
色农业“星火计划”启动，好想
你与平舆县政府、平舆县蓝天
农业签订合作协议，由此开启

“一村一品”“一县一业”计划，
支持主产区依托县域形成农产
品加工产业集群，尽可能把产
业链留在县域，助推一二三产
业融合，助力乡村振兴。

一颗红枣闯出一条产业扶贫路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丁倩

一颗红枣衍生出一条产业扶贫的新路子。
在新疆，有一批“候鸟式”的河南老乡，他们每年至少有8

个月时间在新疆种枣、传播种枣技术。他们的坚守，使得一
颗红枣闯出了一条产业援疆的路子。

如今，不少红枣企业通过延伸产业链，又带动了全国上
百个农作物生产基地走上致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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