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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犬固可爱 豢养需文明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隆卫 通讯员 孙丽娜 张传忠

自古以来，狗就是人类忠实的朋友，既可看家护院，又可供人解闷，很多养狗的人已将其看成生活中的伴侣。
但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有些宠物狗在马路上撒欢，随地大小便，甚至突然发狂咬伤路人；还有一些流浪狗四
处流窜，威胁到公众安全。本期《委员关注》就如何做好宠物狗管理，促进城市文明邀请委员嘉宾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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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对养狗的人来说，宠
物狗确实给他们带来了很多欢乐，但对生活在他
们周围的其他市民来说，这些宠物狗可能带来的
却是诸多的烦恼。

2016 年我市文明办组织市民对“我最反感
的20种不文明行为”进行投票，其中就有涉及到
养犬方面的不文明行为。郝凯军说，与市民交流
发现，对养犬问题反映最强烈、最集中的有两种
现象：一是小区内遛狗不拴绳。尤其是一些个头
比较大的狗，在小区里不拴绳很吓人；二是遛狗
不清理犬只产生的粪便。现在饲养者对宠物都
特别上心，每天定时遛狗，而且地点和路线都是
那些风景好的、适宜休闲锻炼的地方。不少市民
反映，出门散步看到路上的粪便，会感觉大煞风
景，若不小心踩一脚，心情就糟糕透了。上述行
为不仅对市民生活产生困扰，也给环卫工人带来
更多工作量，同时影响我们对外的城市形象。

宠物狗的无序饲养不仅导致大量社会问题，
也给全社会的公共卫生安全带来极大的风险与
隐患。盖东滨说，宠物狗可以传播狂犬病、弓形
虫病、绦虫病、钩端螺旋体病等10多种人畜共患
传染病，特别是狂犬病目前已位居我国所有传染病
死亡率之首，高于“非典”等甲类传染病。由于狂犬
病潜伏期最长达20余年，隐蔽性强，目前没有行之
有效的治疗手段，感染后一旦发病，死亡率基本为
100%。据悉，2010--2014年上海共发生人狂犬病
18例，全部因被家养宠物狗与流浪犬咬伤后没有
及时注射狂犬疫苗所致，发病后18位病人全部死
亡。所以，规范、科学、有序地饲养宠物狗势在必
行，对此广大市民反应强烈，要求政府加强宠物狗
管理的呼声很高。

对养狗的危害，傅廷亮和韩晓峰也感同身
受，认为饲养者应该换位思考一下不喜欢养狗人
的态度。“养狗不文明行为导致的后果是由饲养

者来承担的。”韩晓峰从专业角度向饲养者作了
三点风险提示：一是行政责任风险。违反行政法
规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行政处罚，如：在济南未办
理初始登记或年度登记的，没收犬只并按每只犬
处以2000元罚款；对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处以
警告；警告不改正或者放任犬只恐吓他人的，拘留
并处以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驱使犬只伤害
他人的，处以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以200元
以上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以5日以下拘留
或500元罚款。二是民事责任风险。因饲养者管理
不善，导致伤人事件发生的犬只主人或管理者应当
赔偿一切医疗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三是刑事责
任风险。犬类是带有攻击性的动物，如因管理不善
导致他人致轻伤、重伤或更严重后果的，应当承担过
失伤人的责任，有可能造成过失犯罪。如恶意利用
犬只攻击他人，造成轻伤、重伤甚至死亡后果的，饲
养者或管理者应当承担故意犯罪后果。

【反对意见】

遛狗不拴绳、不清理犬粪等不文明行为引发市民反感

傅廷亮 盖东滨 韩晓峰 郝凯军

【饲养原因】

狗聪明忠诚又
可爱，自古以来就
是人类的朋友

近几年，身边养狗的人变得越来
越多，记者与几位养狗的朋友交流，看
到他们言语间都流露出喜爱之情。狗
是一种很有灵性的动物，善解人意，对
主人忠诚，是最受喜爱的家庭宠物，给
饲养家庭带去了不少欢乐。

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高，饲养宠物狗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情
趣和广泛爱好，各种各样的宠物狗在
大街小巷、广场公园随处可见，不分男
女老幼的遛狗大军成了一道别样的城
市风景线。各种宠物商店、宠物医院、
宠物食品等有关产业的快速兴起，就
是以宠物狗为代表的宠物数量快速增
长的最好证明。市政协委员盖东滨调
研有关部门了解到，全市2015年接种
狂犬疫苗 1.6 万余支，2016 年增加到
2.7万余，数量的增加也从侧面反映出
宠物狗数量的增多。

关于大家喜欢养狗的原因，市政
协委员韩晓峰说，首先是因为喜爱，自
古以来狗就是人类的朋友，忠诚又可
爱，还有众多益处。比如，警犬、导盲
犬等能进行救援、搜索、抓捕人犯、扶
助残疾人等。往往一个家庭养狗首先
取决于孩子，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养狗
还可以培养孩子的爱心。孩子上学
后，又填补父母精神方面的缺失，更重
要的是缓解一些空巢老人的精神危
机。

日常生活中，大家经常看到许多
饲养宠物的温馨画面，虽然狗不能说
话，但它们有时却能很好地理解我们
的意思。市政协委员傅廷亮说，宠物
狗能给饲养者的身心健康带来诸多好
处，减少平日压力，缓解紧张情绪，拥
有倾诉对象和健身伙伴……甚至有学
者研究了饲养宠物狗的十大益处，比
如，在遛狗过程中不仅强健了体魄，增
加了户外活动，还可能结识新朋友，增
加社交活动机会。尤其是独居老人，
饲养宠物可以给他们带来很多乐趣。
宠物狗嗅觉灵敏，经过训练能起到防
止燃气泄漏的预警作用。

“宠物狗数量增加的根本原因，还
是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市民收入的
增加，生活水平提高了，对生活有了多
样化的需求。”特邀嘉宾郝凯军认为。
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市城乡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比“十一五”
末增长了55.4%、90.9%，老百姓的口袋
鼓了，对养狗有需求的人群规模也增
加了。随着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
我市城区人口规模不断扩大，2015年
城区人口已达到88.8万人，2016年城
镇常住人口达到 221.12 万人，“城里
人”变多了，对生活多样化需求也较以
往更加丰富了。

宠物狗的饲养以个体为主，数量庞大且高
度分散，没有统一的管理组织和机构，监管难
度很大，还需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在今后的管理上，盖东滨建议，借鉴杭州交
管部门治理机动车斑马线礼让行人的办法，对
发现的不文明饲养宠物狗的国家公务人员、事
业单位人员、国企职工、大型私企员工等向其所
在单位通报其不文明行为，并与其所在机构精
神文明单位评选挂钩，利用体制制度优势率先
突破管理的难关。还要将文明饲养宠物狗纳入
文明城市、卫生城市建设等长效管理体系，动员
全社会力量参与治理，改变过去条块化、分散化
管理的局面，从单打独斗走向联合作战，形成强
大的管理合力。再就是，进一步加大文明养犬

有关法律法规和专业知识的宣传教育，倡导文
明养犬、卫生养犬、健康养犬，出门要带牵引绳，
避免伤及行人。引导广大市民随时携带方便袋
及时清理爱犬排泄物，定期为爱犬注射狂犬疫
苗等，逐步形成文明养犬的良好习惯。

“在享受饲养宠物狗带来欢乐的同时，要
自觉管理好自己的宠物狗。”傅廷亮建议，加大
宣传力度，引导市民不管有无路人在场，都要
有效避免宠物乱跑。同时加大处罚力度，对拒
不改正的，严格按照《条例》规定予以罚款，通
过处罚教育引导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文明行为。

规范养犬是为了保障公民人身安全和健
康，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市容环境卫生。韩晓
峰建议：首先在源头上做好个人办理养犬登

记、免疫手续时应当提交如下材料：犬只来源
证明；居民户口簿、暂住证或身份证等合法身
份证明；养犬地点的房屋所有权证、房屋租赁
合同或其他合法居住证明；涉及导盲犬、辅助
犬的需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证》。

其次，在行为上进行控制：只允许在其登记
的养犬地点饲养；对大型犬、烈性犬应当圈养式
饲养或拴养，非因工作需要不得离开饲养地点；
犬吠影响他人休息时，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及时制
止；携犬出户时应当携带养犬登记证，为犬只系
挂号牌，由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用束犬链牵
领，并主动避让他人和车辆；携犬乘坐电梯的，应
当避开乘坐电梯的高峰期，并为犬只佩戴口罩或
将犬只装入犬笼；盲人携带导盲犬和残疾人携带

辅助犬的除外，不得携犬乘坐除出租车以外的公
共交通工具，乘坐应得到驾驶员的同意，并将犬
只放入犬笼；不得携犬进入机关、学校、幼儿园、
医院、风景名胜处、烈士陵园、展览馆、博物馆、图
书馆、科技馆、影剧院、体育场馆和社区公园健身
场地等场所；不得携犬或放任犬只在泉池及其他
公共水域内洗澡、游泳；携犬出户时，携犬人应当
及时清除犬只产生的排泄物。

管好宠物狗的关键是管好人。狗是人类
的朋友，但是管理的缺失可能使它们成为影响
城市文明的隐患。文明行为促进工作永远在
路上，是一项长期的、繁杂的系统工程，不是出
台一部条例就能解决的，需要大家的共同维
护。郝凯军希望，各部门加强管理的同时，每
一位饲养者也从自身做起，管好身边的宠物
狗，积极主动配合相关部门文明养犬、按规定
养犬，莫让自己的宠物狗成为他人的烦恼。

【委员支招】

从单打独斗走向联合作战，形成强大的管理合力

日前，针对养狗带来的问题，记者走访相
关单位。据统计，我市2015年门诊共登记狂犬
病暴露处置人群 16494 人，2016 年登记 26896
人，2017年截至9月份登记23013人，比2016年
同期上升 10%，全年登记人数可能突破 3 万
人。从数据上来看，近三年狂犬病暴露处置人
群逐年增加，而且近年来我市每年都有人狂犬
疫情发生，2017年截至目前，比去年全年的疫情
还要多。狂犬病一旦发病，死亡率基本是100%，
避免狂犬病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早对宠物狗实
施免疫。但是，根据目前国家的法律法规，相关
部门主要是对规模养殖的动物开展免疫和疾病
预防控制，犬类并没有被列入强制免疫的范
围。好在大多数养犬人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健
康，以及为了保护爱犬，都主动到诊疗机构对爱
犬进行免疫。但是即便是这样，狂犬疫情的发
生还是居高不下。据了解，我市主城区合法注
册的动物诊疗机构有12家，能够保证宠物及时
进行防疫、诊断和治疗。市宠物医院工作人员
毛海燕告诉记者：“宠物狗满28天就可以进行
首次防疫，28天以后连打三针，加强防疫可以

避免一些传染病，非常必要。”
养狗需要管理，是否文明是关键。为提高

市民素质和城市文明水平，我市出台了《滨州
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并于今年10月 1日正
式实施。《条例》共6章51条，通过总结、梳理、
提炼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从12个方面分类列
举了市民需要遵守的基本文明行为，并重点对
六种群众反映集中、社会反响强烈、治理难度
大的不文明违法行为作出了相应的处罚规定，
不文明养犬行为就在这六种处罚范围之列。

《条例》禁止在居民生活区饲养烈性犬，禁
止携带烈性犬、大型犬出入公共场所以及其他
人员密集场所。如有违反，由公安机关责令改
正；拒不改正的，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
款，并没收犬只；携犬出户由成年人使用不超
过两米的牵引带牵领，并及时清理犬只排泄
物。如有违反，由城管执法部门责令改正；拒
不改正的，处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其中对烈性犬、大型犬的体型标准及种
类，市公安机关已会同畜牧主管部门与今年9
月30日确定并公布。其中，大型犬指的是，体
高超过 50 公分，体长超过 80 公分的犬类。禁
养的烈性犬，有45种品种，如：常见的藏獒、德
国牧羊犬、日本秋田犬、中华田园犬等都是禁
止饲养的烈性犬。

【我市概况】

近三年狂犬病暴露处置人群逐年增加，每年都有人狂犬疫情发生

《条例》的出台对规范我市的养犬行为起到很
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对于一个《条例》来说，从出
台到真正落地实施，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近日，
记者在市区几大宠物医院看到，仍有市民饲养大型
犬和烈性犬，这些犬类有的个头较大，有的比较凶
猛，虽然都进行了免疫，但仍给人一种威胁感。

“《条例》从 10 月 1 日开始正式实施到现
在，已有一个多月时间，前期我们组织媒体对

《条例》进行了系列解读，组织市直、县区各单

位干部职工进行了专题学习，《条例》实施的氛
围和环境已经形成。”郝凯军说，但目前仍存在
一些问题和困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文明行为的养成需要一段时间的坚
持。一些不文明行为的发生，说到底是以前松
散随意惯了，已经形成一种不良行为惯性，先
前的言行举止成了思维定式，短时间内改掉很
难，需要通过持续不断地开展创建类活动，完
善创建机制，长期坚持加以解决。

二是执法方面面临实际困难。比如，一些
烈性犬种类及其杂交品种很难识别。再就是，
面对一些不文明行为，具体的执法细节尚需完
善，需要多个部门共同协作完成。

三是还没有形成文明行为促进工作的理想合
力。文明行为促进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面广量大，
涉及到每个人的言行举止，几乎涵盖了生活的方方
面面。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工作，人人都是主
人翁，不是文明办自己的事，也不能仅依靠公安、城

管等几个部门来抓，需要党政机关、社会组织及广大
市民的共同参与，尤其是离不开群众的支持。

《条例》的出台为我市规范养犬行为提供了
法律保障，为有关职能部门的管理提供了法律依
据。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和困难，盖东滨建议，
在具体实施措施上借鉴青岛等城市的经验做法，
由公安机关负责养犬登记注册和宠物狗伤人等
违反社会治安行为的查处；城管部门负责流浪
犬、无人照看犬的收留和宠物狗随地大小便等违
反市容管理行为的查处；畜牧部门负责宠物狗狂
犬疫苗接种、电子身份植入等。部门间各负其
责、密切配合、齐抓共管，搭建城市养犬管理的信
息化、数字化和可追溯管理平台，有效防控狂犬
病等疫病发生，保证市民公共卫生安全。

【条例实施困难】

执法面临实际困难，文明行为养成也需时日

大多数养犬人为了他人和家人的健康，也为了保护爱犬，主动对宠物进行免疫。

宠物狗聪明忠诚又可爱，成为最
受喜爱的家庭宠物。

爱犬生病了，主人很着急。

摄影：王健 隆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