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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锦记 130周年吉祥物“熊猫”首次内地亮相
发扬光大中华优秀饮食文化

2018 年 4 月 24 日， 中国金
融教育发展基金会“精准资助大
学生千人计划”项目启动仪式在
湖北经济学院举行。 中国金融教
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杨子强、中
国人民银行清算总中心党委书
记齐小东， 以及全国 27 所金融
院校领导及受助学生代表出席
了本次活动。

“精准资助大学生千人计
划”由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
发起设立， 主要资助全国 27 所
金融院校中 1000 名家庭经济困
难、品学兼优的一年级新生全部
学费至其毕业。 此外，中国金融
教育发展基金会将组织受助学
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开展理想
信念教育，帮助受助学生进行职
业规划，并将持续跟踪、关注每
名受助学生的生活、学业、就业
及职业发展等情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战略
思想； 党的十九大续写脱贫攻

坚、有效扶贫的新篇章。“精准资
助大学生千人计划”的设立正是
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重
要战略思想的积极举措，也是践
行金融教育事业发展使命，推动
精准扶贫与金融人才培养相结
合的有效尝试。

“精准资助大学生千人计
划”项目旨在“扶困助学，立德树
人”， 通过对受助大学生多方面
的关怀， 激发他们感恩社会、立
志成才的内生动力，激励他们学
有所成后建设家乡、 报效祖国、
回馈社会， 将爱心善举薪火相
传。 该项目的实施对改变 1000
个家庭的贫困局面，阻断贫困代
际传递，有着深远的意义。

杨子强表示，“精准资助大
学生千人计划”项目是中国金融
教育发展基金会成立以来，一次
性资助金额最大、受助人数最多
的助学奖学类公益项目。 他指
出，为推动项目更好开展，真正

使学生受益，应坚持助困与育人
相结合， 助困与育德相结合，助
困与育才相结合。 他表示，中国
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将继续深
入推进“融学合作”，不遗余力地
为贫困家庭学生保驾护航，为精
准扶贫与金融人才培养做出应
有贡献。

齐小东表示，“精准资助大
学生千人计划” 项目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与中国人民银行清算
总中心履行金融扶贫的职责高
度契合。 中国人民银行清算总中
心将积极参与，为受助学生的培
训培养、能力提升、视野开拓提
供更多帮助，加大精准资助的力
度，为金融扶贫、教育扶贫做出
更多贡献。

湖北经济学院党委副书记
梅华、湖南大学教育基金会理事
长张强以及受助学生代表先后
发言。 启动仪式由中国金融教育
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薛涛主持。

（苏漪）

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助千名大学生圆梦

2018 年，我国互联网产业
进入高速发展阶段， 国家在政
策层面积极推进和引导互联网
产业的大力发展， 十九大报告
中八次提到互联网产业， 互联
网用户体验至上的时代可谓已
经来临。

为推动中国互联网体验设
计行业发展， 规范互联网体验
设计教育市场， 增加体验设计
人才储备， 由中国国际互联网
体验设计协会 （以下简称
“UXDC”）联合《公益时报》、中
南慈善基金会、 华夏国育研究
院、 小米等多家一线互联网企
业在北京中关村共同发起“中
国互联网新锐（未来之星）设计
师公益培养计划”。

该计划旨在面向全国高校
发掘具有优秀设计基础或设计
天分的学子，由《公益时报》、华
夏国育研究院、铸优教育、中南
慈善基金会等机构联合设立奖
学金项目，计划每期出资 40 万
元，资助 20 名学生到北京免费
参加为期三个月的中国互联网
新锐（未来之星） 设计师特训
营。 在校大学生（含研究生、本
科、 高职高专以及成人高等教
育学生）、经单位和设计导师联
名推荐的非在校大学生均可登
录《公益时报》官网、UXDC 官
网、铸优教育官网、微信公众号
（ui_edu）或中南慈善基金官网
进行线上报名。 特训营将邀请
有小米、腾讯、百度、阿里等互
联网一线企业设计经验的专家
指导实战项目演练， 经选拔的
优秀学生将有机会直接进入上
述企业实习或就职。

国内知名数据分析公司易
观智于 4 月 19 日发布的《中国
互联网教育平台专题分析》报
告认为，互联网教育将进入 3.0
时代， 互联网经济发展催生了
许多学科的发展， 但 JAVA 培
训 、PHP 培训 、iOS 培训 、UI/
UE 设计培训等的兴起，不仅没
有解决互联网人才的供需问

题，反而引发了“知识焦虑”和
“学习焦虑”。 用户学习意愿虽
然越来越强烈， 但是面对高等
教育、职业成长、认知成长、价
值信息、 知识干货等多元化的
学习需求，种类多、方向多、机
构多的市场乱象让他们眼花缭
乱。

面对“互联网+教育”的 3.0
时代， 为探索更加有效的知识
学习和信息分享模式， 中国互
联网新锐（未来之星）设计师公
益培养计划将对互联网体验设
计行业人才培养产生重大影响
和积极作用。

中国互联网新锐（未来之
星） 设计师特训营由铸优教育
承办， 铸优教育是专注于互联
网体验设计精英教育的专业机
构，也是 UXDC 国内唯一指定
教育机构。 据 UXDC 负责人、
华夏国育研究院院长、 铸优教
育创始人吴迪介绍， 为了承办
好中国互联网新锐（未来之星）
设计师特训营活动，UXDC 与
铸优教育共邀请了来自腾讯、
百度、 小米等企业的数十位互
联网设计专家， 根据自身职业
成长经验， 结合设计师未来岗
位趋势设置课程体系， 臻选知
名互联网企业成功产品作为教
学案例。十余位参与过腾讯、小
米、 滴滴等企业拥有上亿级用
户产品经验的设计总监亲身授
课， 将提供五维教学模式和全
新学习理念。 整个特训将以真
项目、真实战、炼就真功夫为培
养标准， 使学生入营即可以感
受顶级互联网产品体验设计的
魅力、 如职场般的项目课堂和
顶级设计团队的协作氛围。 从
一线设计大师授课到全新苹果
专业设备， 从全真实战项目到
名企招聘直通， 将让每一个参
加特训的学生学习和掌握设计
行业特点与潮流趋势， 在学习
中不断成长和提升设计眼界，
为未来的职场进阶奠定无限可
能。 （徐辉）

中国互联网新锐设计师
公益培养计划即将启动

媒体与粉丝与“熊猫”合影留念

近日，“与李锦记共赴夏日
之约”媒体沙龙暨与粉丝见面会
在浙江绍兴举行。 来自北京和上
海的主流媒体记者以及“李锦记
中国” 官微的粉丝共计 40 余人
参加了本次活动。 作为活动的亮
点，李锦记隆重推出创业 130 周
年的吉祥物“熊猫”，一经亮相就
得到现场媒体记者与粉丝们的
热切关注。

缓缓抬起脚、晃动着圆滚滚
的身躯，“熊猫” 一步步朝前挪
动。 在听到现场媒体记者与粉丝
们的热烈掌声后，“熊猫”欢快地
原地蹦了起来，并热情挥动双手
向大家示意问好。 待“熊猫”站
定， 大家蜂拥上前、 争相合影。

“这是‘熊猫’在中国内地首次向
媒体记者和粉丝公开亮相，没想
到刚一出场、就能得到大家这么
热情的欢迎。 ”活动开场致辞时，
李锦记中国企业事务总监陈姝
开心地表示。

本次活动上，在特邀营养师
陈治锟的指导下，现场媒体记者
和粉丝朋友用旧庄蚝油、 沙拉
汁、番茄沙司等李锦记特色产品
做出多款美味。

事实上，在本次亮相浙江绍

兴之前，李锦记创业 130 周年吉
祥物“熊猫”，已风靡美国和新西
兰。 今年 2 月，“熊猫”登陆美国
旧金山与纽约，参与旧金山新年
花市、罗斯福公园新春爱心大游
行， 并且游览当地名胜景点，与
市民拍照留念。 同样是在 2 月中
国春节期间，“熊猫”在新西兰惠
灵顿深度参与当地举行的“欢乐
春节”活动，为现场营造欢快气
氛、助力李锦记产品大卖。

陈姝表示，通过在美国和新
西兰的大热，“熊猫”收获了来自
世界各地的人们热情洋溢的欢
迎与接待，她说：“今年是李锦记
创业 130 周年，我们将‘熊猫’请
回国内，不仅完美配合系列庆典
活动，还能借由大家对熊猫的热
爱、拉近李锦记与各位媒体记者
以及广大消费者的距离，让中华
优秀饮食文化得以进一步发扬
光大。 ”

1972 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
华，中美建交，中国向美国赠送
了两只大熊猫。 在那个年代，极
少美国人见过熊猫，熊猫在美国
展出的第一个月，参观人数达到
110 多万人。 远在香港的李锦记
集团主席李文达看到了美国的

“熊猫热”，灵机一动，以此为契
机将当时新研发出来的平价蚝
油命名为“熊猫牌”蚝油，首先推
向了美国市场。 经过不懈努力，
如今李锦记“熊猫牌”系列产品
已然蜚声海外市场，“熊猫”也成
为民族企业李锦记在海外的品
牌象征。

“作为一名行业记者， 听到
李锦记‘熊猫牌’蚝油这段历史
的时候， 对李锦记在近 50 年前
作出的这一重大抉择由衷钦佩。
相信李锦记在未来发展之路上，
尤其是在如今‘一带一路’倡议
的大背景下，一定能够抓住历史
机遇、再创辉煌。 ”一位媒体记者
如此感慨。

李锦记酱料集团主席李惠
中表示：“在李锦记迎来创业 130
周年之际，非常开心可以看到风
靡全球的‘熊猫’回到中国，并且
收获那么多人的喜爱。 在迈入新
的时代之际，李锦记将再次发扬
当年‘熊猫牌’蚝油克服种种困
难、最终赢得在美国市场立足的
‘永远创业精神’，积极努力创造
新的辉煌，回馈广大支持李锦记
的社会各界朋友。 ”

（徐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