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缺乏相关法律法规导致涉狗执法
遭遇两难，各方期盼中山尽快立法

●国家统计局中山调查队发布报告
显示，中山市民养犬存在“六大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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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城市已出台
养犬管理条例

养犬管理条例的出台，并非是新
鲜事物。在大湾区内，深圳、广州、珠
海等多个城市都已根据自身需要出
台养犬管理条例，当中一些规定也颇
具地方特色。

如深圳的《深圳市养犬管理条
例》经深圳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 2006 年 1 月
20日通过，自2006年7月1日起施行。
当中对犬只的管理区域基本成为后
续城市的参考，如党政机关、医院、学
校、幼儿园及其他少年儿童活动场
所；影剧院、博物馆、展览馆、歌舞厅、
体育馆、游乐场等公众文化娱乐场
所；公园、社区公共健身场所、候车
厅、候机室等公共场所等，都要以适
当的方式显著标明禁止犬只进入。

广州的养犬管理条例是 2008 年
11月27日通过，自2009年7月1日起
施行。广州条例就着重对未经符合条
件的犬只进行限制。如单位饲养的犬
只；未经免疫的犬只；严格管理区内
未经登记的犬只；三年内有伤人行为
记录的犬只等，都要实行圈养，除免
疫、登记、诊疗外，不得携带外出，如
因免疫、登记、诊疗携带外出的，应当
装入犬笼。

珠海的养犬管理条例于 2015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珠海市特别提出要
为犬只注入电子芯片。养犬人现场填
写犬只信息登记表，犬主需提供犬只
狂犬免疫证明，提供身份证原件及复
印件，房产证明或租赁合同原件及复
印件，以及犬只正面照片一张。兽医
现场给办证犬只注射电子芯片。

《报告》显示，中山调查队随机走
访了200名城区居民，当中有100人家
中养有宠物，其中饲养犬类达 70.0%，
在宠物类别中占比最高。由于其他宠
物如鱼类或鸟类多数只能在限定范
围内圈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报
告》反映的问题多来自犬类，《报告》
也特别针对养犬问题作了专项设置，
从问题反馈上来看，城市养犬至少存
在着“六大隐忧”。

《报告》显示的“六大隐忧”分别
为：逾4成饲主为“新手”；近半数饲主
时间投入不足；53%的饲主饲养知识
不够；宠物疾病和宠物（含犬只）遗体
处理存隐忧，当宠物死亡时，62.0%饲
主表示会找地方进行掩埋，13.0%表示
会随便遗弃；宠物检疫和疾病防治意
识方面，不定期为宠物做检查的饲主
占 31.0%，不定期免疫的占 37.0%，不
注意宠物接触人体伤口的占 44.0%。
最后一个也是居民最大的隐忧为居
民的不文明养宠行为，在所有受访对
象中，30.0%表示很常见，21.5%表示较
常见，14.5%表示一般。居民认为最常
见的不文明行为分别是不注意管理
宠物和扰民、宠物患病不及时治疗造
成疾病传播、不注意卫生影响环境，
分别占79.0%、74.0%。

“日益增多的宠物，尤其是犬类
宠物给城市管理带来了扰民伤民、疾
病传播、影响公共环境卫生等一系列
问题。”《报告》明确指出，城市居民饲
养宠物，尤其是犬类宠物的问题，应
该加以重视。

为何大家会如此重视犬类宠物
管理问题？在这里，有两组权威数
据直接展示出城市对犬类宠物加强
管理的必要性。

一组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寿中山
分公司，据统计，2018年至今，该公司
共赔付狗咬伤案 2448例，赔付金额
达到112万元，其中仅中山港312例，
赔付金额15万元。

另一组数据来自今年市人大代
表陈颖提交的《要求规范文明养犬
行为的建议》，其中提及 2016年中山
市民接种狂犬病疫苗达 11万针次，
每天约有 300位中山市民接种狂犬
病疫苗；而从中山市博爱医院数据来
看，该院近几年年均接收 3000例狂
犬疫苗接种，其中外伤导致的接种占
据相当大的比例；中山市人民医院急

诊科副主任麦惠强也透露，该院每月
约有 800至 900例狂犬疫苗接种，其
中新咬伤患者约200例。

从这些数据中不难看出，发生
犬类伤人的事件算是高频，当中除
了个别是养犬人意外被咬外，不少
是养犬人疏于管理，对他人造成的
伤害。仅本报从 2018年以来报道的
本地犬类宠物扰民伤民的新闻达 13

件，其中在 2018年 6月前后，凯茵新
城小区天誉 16区某幢女业主饲养的
大型犬只，在电梯门口将同幢业主的
83岁老父亲咬伤，更直接导致了后来
小区内 20多名业主联合上门，要求
养犬业主搬迁，后还需警方介入才得
以平息。

陈颖表示，这些具体的数字显示
不文明养犬所造成的问题，已不仅仅
停留在环境污染、扰民等方面，还加
剧了民众对不文明养犬可能造成的
实际伤害的恐慌。

现状 一保险公司一年多来赔付狗咬伤达112万元

犬类伤人事件频发，且《报告》中
还存在群众普遍反映的半夜犬吠扰
民、犬只随地大小便且不清理、犬只
外出不拴绳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为
何没能得到有效遏制？没有明确的法
治依据是执法者进退两难的主因。

据《报告》称，《中山市养犬管理
条例（草案送审稿）》早于2016年7月
至 8月已面向社会公布并公开征求
各方意见，但该条例至今仍未正式发
布，不少受访对象表示希望能尽快养
犬立法。

记者在走访东区水云轩、逸翠
园、土瓜岭村、库充村等多个大型小
区和村落时，居民们也普遍反映，没
有制度支持，遇到犬只扰民不知如
何去处置。居住在水云轩的公务员
龚先生自身没有养犬，却在小区里
遇到过几次没有拴绳的犬只，他向
物业反映，得到的答复只是建议对
方拴绳。至于平时在小区内遇到的
狗粪便，龚先生更是毫无办法，只能
寄希望于养犬人自觉处理。龚先生
认为，物业不愿意管，很大程度上也

是不知道怎么管，毕竟现在大家都
只能依法办事。

今年 44岁的钟平是土瓜岭一个
小卖部的老板，养了一条 5 岁的土
狗。作为养犬者，他同样希望尽早立
法。“我的狗都有登记和打疫苗的，出
去也都做足防范措施，但还是遭遇嫌
弃的目光。”

在今年 8月份市公安局答复市
人大代表陈颖等人建议中就明确表
示，我市没有明确养犬管理工作内
容、权限和职责，我市甚至至今还未

明确犬类管理工作的主管部门，各相
关的公安、城管等部门也多数是按照
自身职责发挥作用，如城管部门负责
起草《中山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
理条例（草案送审稿）》，该条例出台
后，将可以对一些不文明养犬行为进
行处罚。

至于公安部门，情况大抵如此。
民警表示，近年来因狗患问题接到的
报警越来越多，只能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
进行处理，通常是第一次对狗主人进
行警告，第二次罚款 200元，第三次
罚款 500元，很难从根本上制约非文
明养犬的养犬人。

管理 无法可依让执法者进退两难

无独有偶，在市人大代表陈颖今
年提交《要求规范文明养犬行为的建
议》的同时，市政协委员梁红辉也提
交了题为《关于加强我市养犬管理的
建议》的提案。两人都不约而同地提
出，要通过立法来全面规范和引导我
市文明养犬行为。

采访中两人均表示，当前我市在
犬只登记、犬只疫苗注射方面工作还

是扎实可靠的，犬只卫生健康问题得
到了有效管理。对于犬只的管理可能
更多侧重于日常行为活动，如扰民、
伤人等。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将养
犬视为社会治理的重要问题，设计系
统的治理机制，通过立法对我市养犬
行为进行规范管理。此外，还要在全
民中进行广泛宣传，以文明公约等多
种形式不断提高文明养犬意识。

两人还分别对于引导文明养犬
的个别问题给出建议。陈颖认为，大
型犬必须圈（拴）养，不得出户；携观
赏犬出户时必须束犬链，携带防护口
罩、粪便袋等设施，由成年人牵领，避
让老年人、残疾人、孕妇和儿童，以免
伤害或惊扰他人。梁红辉则认为，要
尽快实行对流浪犬的管理。流浪犬、
大型犬、烈性犬是致人伤亡的最大因

素，应加大对流浪犬的管束。
能够通过立法对城市养犬进行

管理是最好的选择，然而在立法到来
前，可以先借用上级条例进行管理，
避免管理空白。梁红辉建议，广东省
爱国卫生工作条例（修订草案）对此
都有规定，比如落实免疫责任、规定
饲养动物市区内出行要求等，都可以
作为我市执法依据。该条例还规定，
各地级以上市应当制定养犬管理办
法，结合本地实际就养犬免疫及管理
作出具体规定。

声音 尽快立法，规范和引导文明养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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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不少小区里都设置了提醒
文明养狗的标识和设施。

规范文明养犬，中山还需补啥

近日，一份由国家统

计局中山调查队发布的《中山

居民饲养宠物情况访谈报告》（以

下简称《报告》），让人们重新将目光聚

焦到城市文明养犬话题上来。报告中“居

民养宠需自律 良法善治待提速”的结论，

对我市养犬管理给予了指引，当前我市以文

明公约提升文明养宠自律意识，推动养犬

立法规范和引导文明养犬行为的群众基

础是否扎实？大家对于城市文明养犬

的期待点又在哪里？本报记者结

合《报告》内容进行了调查。

调查

中山人养犬
存在“六大隐忧”

狗狗的主人们经常会搞个“宠物约会”。

使用狗绳管好狗只使用狗绳管好狗只，，是是
文明养狗的表现文明养狗的表现。。

中山石岐南江路69号104房商铺
出售 153 平方米，13802663843
林生。

商铺出售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公告
“排列三”“排列五”第19225期开奖结果如下：
“排列三”中奖号码：3、9、1
“排列五”中奖号码：3、9、1 、6、6
兑奖时间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2019年10月21日止。

“七星彩”第19097期开奖结果如下：
中奖号码：6 、1、6、5 、4、4 、5
兑奖时间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2019年10月21日止。

广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9年8月20日

公告
现面向全市征召体育彩票投注站，具体条件请致电

市体彩中心，电话：88880535，吴先生
中山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中国福利彩票开奖公告
“双色球”电脑福利彩票第2019097期开奖结果如下:
红色球号码：（03）、（05）、（18）、（24）、（25）、（31）
蓝色球号码：（09）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3D电脑福利彩票第2019225期开奖结果如下:
中奖号码：（6）、（0）、（1）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南粤风采”36选7电脑福利彩票第2019225期开奖结果
如下:
基本号码：（14）、（28）、（29）、（30）、（34）、（35）
特别号码：（22）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南粤风采”36选 7“好彩1”电脑福利彩票第2019225期
开奖结果如下:
中奖符号：（22）、（鸡）、（秋）、（北）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开奖号码以广东省福彩中心开奖公告为准）

福彩3D、“南粤风采”800万元大赠票：8月 15日至 11月
30日，凡在省内（不含深圳市）福彩投注站购买3D或“南
粤风采”游戏指定投注方式，单张彩票中奖金额小于1万
元（含1万元）的，兑奖时立即赠送12元的好彩1机选彩
票 1张，800 万元赠票金额送完即止。相信梦想，助力公
益，中国福利彩票。

中山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9年8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