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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役 4 年导盲犬找到寄养家庭
导盲犬训练基地收到上百电话求领养

训导员目前已经选择两个家庭

昨天，北京青年报记者了解到，
“退役 4 年的导盲犬寻找领养家庭”一事有了着落。负责照顾退役导盲犬“纺云”和“塔章”的上海导盲犬学校的训导员朱君告诉北
青报记者，发布寻找寄养家庭的消息后，他的电话被来自各地的热心人士“打爆了”，
“很多人希望能够给‘纺云’和‘塔章’提供一个家，目前我们已经初步选择了两家
人，
希望他们能够接棒照料这两只导盲犬。
”

退役导盲犬长期未找到寄养家庭

导盲犬退役后什么样的家庭可以收留它

导盲犬“纺云”
“ 塔章”属于上海的第一批导盲
犬，从 2008 年开始为视障人士服务，两只导盲犬退
役后回到了导盲犬训练基地。
虽然“纺云”也曾经被爱心家庭领养，但因为一
些原因又被送回基地。朱君表示，希望能够为“纺
云”和“塔章”找到合适的寄养家庭，让他们能够幸
福地安度“晚年”。但 4 年来，因为种种原因，两只导
盲犬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寄养家庭。
朱君称，寄养难主要是因为两只导盲犬年纪已
大，领养后不久就可能面临生离死别，使得一些有
意领养者难以接受。此外，领养者还需要满足在上
海定居等相关条件。不过，这次寻找导盲犬领养家
庭的消息发布后，很多人打来电话或发来短信提出
有意领养，目前已经选择了两个家庭，希望两只导
盲犬能够很快拥有理想的归宿。

100 多个电话咨询希望领养
朱君做了个统计，目前他已接到电话 100 多个、
通过了 200 多个微信好友及 50 多条短信，都是希望
能够领养“纺云”和“塔章”。
朱君告诉北青报记者，就像人类有退休年龄一
样，国际上导盲犬按惯例的退休年龄是 10 岁，对于
一些身体状况欠佳的导盲犬，其退休年龄可能还会
提前。
“ 纺云”和“塔章”作为上海的第一批导盲犬，

入家庭的能力。等到导盲犬长大到 1 岁左右，就会
被送到训练基地，接受专门的训练，只有经过层层
筛选后的合格者才能成为服务视障人士的导盲
犬。此后，导盲犬会在视障人士家中生活，时间或
可接近 10 年。
朱君表示，虽然“纺云”和“塔章”均已退役多年，
但至今遇到训导员时，
仍会下意识进入工作的状态。

部分退役导盲犬留在视障人士身边

退役导盲犬“纺云”
“塔章”
首先，退役导盲犬的家庭最好是以导盲犬工作城市的家庭为主；
其次，要有足够的能力照顾退役的导盲犬。因为导盲犬作为一只工作犬，在服役多年之后，和人一
样会进入老龄化状态，需要主人有足够多的时间、精力来照顾它；
还有就是，需要有适合的生活环境，同时也要和培训基地签署协议，保证不会遗弃退役的导盲犬，也
不会将导盲犬用于任何商业用途。
如今同一批的伙伴都已经退役了，有的导盲犬已经
过世了。
“ 它们对于导盲犬的普及、提高上海大众对
导盲犬的接受度等方面都作出了贡献，可谓是导盲

犬的先锋了。”
据介绍，导盲犬从出生开始，就会被送到寄养家
庭生活，在这期间就会接受相关的训练，并掌握融

朱君表示，退役的导盲犬中，很多都顺利找到了
爱心家庭，颐养天年，也有的留在了视障人士身边；
但包括“织云”和“塔章”在内，仍有少数几只导盲犬
因为各种原因，只能返回基地由训导员照顾。
他表示，两只导盲犬长期没有找到帮助它们养
老的家庭的原因有很多，
“ 热爱宠物的人都会在它
们身上投入感情，但退役的导盲犬毕竟年纪大了，
身体条件没有小狗那么好。投入感情之后不久就
会遇到悲痛的离别，这让很多爱心家庭难以接受。”
此外，朱君介绍，为了更好地保障退役导盲犬的
生活，他们基地对于领养的家庭也有相应的要求，
首先就是要求寄养家庭在上海有房产或定居上海，
不会在领养期间搬家；同时，寄养家庭有一定的养
狗经验，最好曾经照顾过年迈犬只；没有狗毛过敏
史；家里最好没有养太多狗；最后，寄养者的家人支
持养狗或至少不反对养狗。只有满足了这些条件，
才能成为“纺云”和“塔章”的新主人。

相关

北京退役导盲犬回归寄养家庭
“长胖了”
目前，国内多数退役的导盲犬都能够获得妥善的
照料。家住北京的陈燕是一名视障钢琴调律师，2018
年，
陪伴了她 8 年的导盲犬珍妮
“退休了”
。
昨天，陈燕告诉北青报记者，珍妮退役时，包括她
在内有三方都在争取珍妮晚年的抚养权。
“珍妮是我
的眼睛，也是我的‘孩子’，我非常舍不得它，但珍妮一
岁前的寄养家庭也希望能够将珍妮接回他们家。此
外，珍妮也是其训导员训练出来的第一只导盲犬，所
以训导员也希望能够照顾这只对他很有意义的导盲

犬。”陈燕回忆，当时为了决定谁来照顾珍妮，三个人
曾做过一个实验：分别站到距离珍妮一定距离的三个
位置，同时呼喊珍妮的名字，
“结果珍妮很聪明，围着
我们绕圈，
谁也没有靠近。
”
最终，陈燕考虑到她和丈夫均为视障人士，希望
珍妮退役后的生活能够更加幸福，她选择了放手，珍
妮回到了一岁前在大连的寄养家庭。
陈燕表示，尽管和珍妮分处两个城市，但她仍然
放不下曾经的
“眼睛”
“
，我现在差不多每隔 3 个月就要

渤海银行北京分行举办暑期少儿活动
渤海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扎实做好服务工作，
利
用暑期为客户举办各种少儿活动，寓教于乐，丰富了
小朋友的暑期生活，
增强了客户体验感。
远洋山水社区支行举办
“小小银行家”
活动
为增加与老客户的沟通机会，提升客户服务感
受，
渤海银行北京远洋山水社区支行于近日举行为期
一周的
“渤海银行小小银行家”
活动。
活动受到了客户家长及孩子们的欢迎和积极响
应。孩子们来到网点后，
客户经理分别向他们介绍了
自助区域，演示 ATM 机的操作，并教学单指单张、两
指两张等点钞手法，
小朋友们通过看和亲自动手操作
都有所获得，对银行的陌生多了几分熟悉，也对自己
学会了点钞技能而骄傲自豪。亲自动手点钞让小朋
友们的好奇得到了满足，感受到了趣味性，家长在旁

观看，
时不时也参与指导，
其乐融融。
未来远洋山水社区支行会持续做好客户服务工
作，
扎实开展宣传活动，
提升客户体验和粘性。
橡树湾社区支行举办
“小小画家”
活动
为了增添小朋友的幸福感，培养兴趣爱好，7 月
22 日，
渤海银行北京橡树湾社区支行在线上举办了暑
期小小画家活动，
邀请家长客户和小朋友一起参加本
次活动，并在群里分享小朋友的画作，其中还有令人
激动的互动抽奖环节。夏天蚊子多，容易叮咬宝宝，
支行特意为宝宝们准备了熏蚊贴为本次活动的奖品，
客户踊跃报名，积极参与并分享小朋友在 作画时候
的精彩瞬间和成果，
记录下这个不一样的暑期生活。
在防疫的特殊时期，
橡树湾社区支行不仅展现了
专业的金融服务，
更为客户送上温暖人心的关怀。

渤海银行北京分行全面开展反洗钱宣传月活动
为提高社会公众防范洗钱风险意识，
有效遏制洗
钱违法犯罪行为，履行金融机构反洗钱宣传义务，切
实维护经济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
渤海银行北京分行
深入贯彻《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关于开展 2020
年反洗钱集中宣传活动的通知》的文件精神，将 2020
年 7 月定为反洗钱宣传月，组织全行开展反洗钱集中
宣传活动。
营造宣教氛围，
做好网点厅堂宣传
客户身份识别是商业银行应当履行的核心反洗
钱义务，是反洗钱工作的第一道防线，对商业银行有
效开展反洗钱工作意义重大。分行针对公众对身份
识别工作认识的不足，量身定制了“身份识别请配合
齐心协力反洗钱”的宣传海报，摆放或张贴在 19 家营
业网点和 5 家社区支行的营业大厅显著位置；特设
“公众教育区”，摆放各种反洗钱宣传折页，内容涉及
“普及
‘三反’
知识”
“抵制非法集资”
“防范电信网络诈
骗”
“个人信息保护”等，方便办理业务的客户进一步
了解反洗钱相关知识，
大堂人员积极为有相关需求的

客户做进一步的宣讲；利用 LED 显示屏滚动播放“加
强客户身份识别 履行反洗钱法定义务”等标语，增强
社会关注度。
充分利用网络平台，
扩大宣传影响力
因北京疫情防控要求，
分行重点开展了线上宣传
活动。渤海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上每周发布一
个反洗钱宣传主题，
方便因疫情在家的客户学习反洗
钱知识，
防范洗钱风险。
制作宣传小品，
提升宣传效果
为进一步延伸宣传触角，丰富宣传形式，分行员
工利用工作之余，精心自编自导了反洗钱宣传小品。
小品除在各营业网点广告机上播放，员工还在微信、
微博等网络上广泛传播，发挥网络媒体传播速度快、
传播范围广等特点，有效提升了宣传效果，也深受社
会公众的关注和喜爱。
分行将以此为契机，继续开展多样化的、贴近社
会公众生活的宣传活动，认真履行社会责任，为维护
首都经济健康运行，
树立良好的对外形象尽一份力量!

“严选”
新三板精选层 工银瑞信创新精选一年定开全面发售
8 月 17 日起，
工银瑞信创新精选一年定开混合基
金（基金代码：
A 类 009867、C 类 009868）正式发行。
工银创新精选一年定开拟任基金经理单文，
拥有
11 年证券从业经验，长期聚焦科技领域的投资研究，
擅长通过对行业的空间和趋势、估值弹性、确定性的
把握，选择具有成长性的行业，从商业模式、竞争力、
治理结构寻找能够持续成长的公司。单文自 2017 年
7 月 25 日开始管理工银瑞信信息产业基金，
截至今年
8 月 17 日，其任职总回报达 123.03%，任职年化回报
达 29.88%，任职期间超越基准回报近 90%。鉴于中
长期业绩表现优秀，
该基金获得了海通证券最新的三
年期五星级基金评价。
工银创新精选一年定开聚焦于市场各细分新兴
行业中基本面良好且创新能力较强的上市公司，
重点
关注先进制造业、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新一代
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以及通过运用新技术、新
模式进行产业转型升级的部分产业。该基金在封闭

期投资新三板精选层股票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为
0-20%。对于新三板精选层股票的选择，工银创新
精选一年定开基金设定了一套科学的
“严选”
标准，
将
考量公司的成长性、行业竞争力和创新能力，评估估
值水平，综合考量拟投资标的的流动性，并要求公司
符合一定的盈利条件等，重点关注具有良好成长性、
创新能力的行业龙头公司。
具体来看，新三板精选层中不乏质地优秀的公
司，从首批 32 家精选层公司情况来看，涉及 19 个行
业大类，集中在软件信息、医药制造、计算机设备制
造以及污染治理、农药研发等科技创新与民生结合
的细分领域。企业发展模式多元，既有“大而优”也
有“小而美”，其中 4 家营收体量达到 20 亿元以上，5
家净利润过亿元。
8 月 17 日起，
投资者可通过工商银行、兴业银行、
长江证券、
工银瑞信直销平台等渠道，
认购工银创新精
选一年定开基金，
分享新三板精选层的投资机会。

去一次大连看珍妮。
”
陈燕说，她在大连期间，珍妮的主人会把珍妮带
到酒店，白天的时间她都可以陪伴在珍妮身边，到晚
上主人再把珍妮接走。
“珍妮后来也有了经验，每次快
到酒店的时候就会非常兴奋，
它知道要和我见面了。
”
对于珍妮现在的主人，陈燕非常感激。
“他们对于
珍妮可以说是要什么给什么，这几年珍妮吃得很好，
明显胖了一些。寄养家庭跟我说，毕竟珍妮年纪大
了，
希望它多吃些好吃的，
不要留下遗憾。
”

“9 月份我还要再去看看珍妮，
我希望每一只退役
的导盲犬都能找到最好的归宿。
”
陈燕说。
本版文/本报记者 屈畅 统筹/蒋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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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银行举办
“萤火计划”
节能环保行业中小企业投资峰会
8 月 14 日，民生银行举办“萤火计划”节能环保行
业中小企业线上投资峰会，深度撮合行业内中小科创
企业股权投资项目,民生银行、30 余家知名投资机构
和行业代表性企业近 300 人参会。此次峰会旨在发
挥银行在资金、渠道、客户等方面的优势，持续扩大股
权投资生态圈建设，完善资本市场价值发现功能，同
时也是落实金融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一次创新实践。
会上，民生银行中小企业金融部总经理李文华在
致辞中介绍，民生银行实施“萤火计划”，对科创企业
开展股权价值管理，即以“股东思维”为出发点，从股
东的角度支持企业；以价值管理为核心，为企业提供
金融支持，同时为企业链接市场资源，附加业务资源，
通过综合服务为企业赋能，持续做强企业，进一步提
高企业价值。股权价值管理是企业价值提升的主线，
也是把握中小企业成长路线的核心方式。银行为中
小企业股权价值管理提供支持，是在更高层面服务企
业需求。银行认识企业的需求从单一的贷款到账户
管理、现金管理、结算支付，再到企业价值管理，反映
了银行对企业需求的认识在快速提升。
李文华在致辞中谈到节能环保产业是我国重点
培育和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是“十三五”乃至
更长时期国民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在市场环境多变、
产业加快升级的背景下，民生银行通过实施“萤火计

划”，加强对各类市场主体的理性研判，开展数据经
营，把数据分析与银行深入企业掌握的场景情况相结
合，力求更准确地把握中小企业行业发展情况，在促
进中小科技创新型企业等健康发展上有的放矢。李
文华还分享了民生银行通过“萤火计划”对科创企业
进行综合化支持的案例。
会议气氛热烈，来自首都经济圈、长江经济带、粤
港澳大湾区等地的优秀企业和投资机构互动频繁，多
家企业进行了线上路演，取得了良好效果。会后，民
生银行将持续跟进项目，做好配套服务。近期，通过
民生银行的深度撮合与配套服务支持，已有部分企业
获得股权投资，并有大批项目进入投资机构尽调流
程，
未来发展可期。
目前与民生银行建立深度合作的具有行业代表性
特征的科技创新型企业九百多家，
合作的第三方股权投
资机构近百家，
并且这一数据还在不断增加。作为综合
金融服务商，
民生银行将持续发挥内外部资源优势，
与
第三方股权投资机构建立广泛合作，
持续实施中小企业
“萤火计划”
，
丰富
“认股权+综合服务”
的创新服务模式；
强化股权投资与多种银行服务联动，
为更多的投资机构
和客户提供集募、投、管、退一体的全流程综合金融服
务；
与各方专业机构优势互补，
强化资源和渠道联动，
共
同打造中小企业
“萤火计划”
股权投资生态圈。

央行清算总中心与中信银行等三家银行
签署区块链福费廷交易平台合作协议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清算总中心与中信银行、中
国银行、中国民生银行正式签署区块链福费廷交易平
台合作协议。这意味着由中信银行倡议建立的区块
链福费廷交易平台正式成为行业平台。
根据协议，人民银行清算总中心将借鉴三家商业
银行前期区块链福费廷交易平台建设实践经验，完善
人民银行国内电子信用证系统资产交易功能。相关
功能建设将充分利用和发挥区块链技术优势，将区块
链的多边信任、防篡改、共识算法等技术与电子信用
证资产交易业务结合，开发一个福费廷资产交易平
台。新平台将统一业务标准，与人民银行大额支付系
统对接，便利银行间福费廷资产买卖，提高福费廷领
域的贸易融资效率，
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中信银行、中国银行、中国民生银行三家商业银
行目前在运行的区块链福费廷交易平台，是基于区块
链技术和区块链思维，共同设计、共同开发的资产交
易联盟链平台，用于国内证福费廷资产的二级市场交
易。平台集合了资产发布、资金发布、要约、债权转让
等一系列环节，实现了“一站式”服务，利用区块链技
术去中心化、信息共享、不可篡改等特点，解决了福费
廷业务缺乏公开报价市场、交易流程脱节、多主体双

边交易标准不统一、操作人员工作繁杂等长期以来的
痛点。
截至目前，该平台联盟成员已增加至 43 家，累计
办理业务超过 3000 亿元人民币，助推了国内信用证
项下资产交易的线上撮合和流转，在国内证福费廷业
务的线上撮合和流转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荣获
中国人民银行 2018 年
“银行科技发展奖二等奖”
。
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人民银行清算总中心于
2019 年 12 月 9 日上线了电子信用证信息交换系统，
该系统将吸收借鉴三家商业已有福费廷交易平台建
设成果，基于区块链技术实现资产登记、交易功能，预
计将成为国家公共金融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次与中信银行等商业银行的合作，有利于吸收市场
先进经验、贴近市场真实需求、进一步提升电证系统
的服务水平，促进国内证福费廷市场健康稳定发展，
并为区块链等金融科技创新提供宝贵的实践经验，践
行金融为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理念。

公告
我公司（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已处置企业负责人用车一辆（奥迪 A6L2.0T 自动标准型
2011 款车架号为：
3061465）处置金额为；
32000 元。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
2020 年 8 月 2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