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安徽蚌埠邹某某遛狗未束狗绳与一名家长发生冲突的事引发关注。2021年7月5日蚌埠市公安局经济
开发区分局发布的警情通报显示，邹某某携带宠物犬外出未束犬链（绳），在楼道口处犬只突然窜向一名女童，致使
女童受到惊吓，邹某某与女童家长发生争执，随后女童家长报警。除去对殴打他人、言语威胁他人人身安全行为的
处理，南湖路派出所将邹某某携带犬只出户未束犬链（绳）的行为移交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处理。5月1日起正式
实施的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新增了遛狗不拴狗绳违法，爱犬不打狂犬疫苗会被无害化处理等规
定。那么，关于文明养犬目前有哪些法律法规需要我们了解和执行呢？

王政佼 赵晓慧

以案说法

■携犬出户有法可依
违法须担责
随着城市中养狗居民的增多，因不拴

绳、散放等不文明遛狗行为引发的侵权纠纷
屡见不鲜。尽管《民法典》等法律法规中对
动物侵害发生后如何追责、如何赔偿已有明
确规定，但毕竟属于事后救济。对因不拴绳
遛狗行为引发的侵权纠纷如何实现事前预
防成为学界和民众关注的热点，近年来携带
犬只出户需束犬绳等关于家养宠物外出相
关的立法呼声越来越高。今年5月1日修订
后的《动物防疫法》正式生效，其中第30条
第二款就首次在法律中对系犬绳进行了明
确规定，即“携带犬只出户的，应当按照规定
佩戴犬牌并采取系犬绳等措施，防止犬只伤
人、疫病传播”。除此之外，《动物防疫法》中
还规定，要定期为饲养犬接种狂犬疫苗，未
按规定定期接种的，可能会被处以罚款，逾
期不改正，除罚款外，还将由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委托动物诊疗
机构、无害化处理场所等代为处理，所需费
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家
庭饲养宠物狗，犬只管理已成为各地城市
管理的一部分，在《动物防疫法》修订之前，
不少地方制定了地方性法律文件对遛狗行
为进行明确规范。2015年修订的《南宁市
养犬管理条例》对牵引绳的长度甚至作了
明确要求，第17条第二款规定：“重点管理
区内，个人携犬出户应当遵守：……（二）小
型犬只用长度不超过2米的犬绳、犬链牵
引；大型犬只用长度不超过1.5米的犬绳、
犬链牵引，并为犬只戴嘴套。”违反规定的，
由公安机关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责令改

正，处五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造成严
重后果的，没收犬只，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
元以下罚款。2019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的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第15
条规定：“公民在城市携犬出户的，应当采
取束犬绳（链）牵领等安全措施，及时清除
犬只的排泄物。”违反规定，在城市携犬出
户未采取束犬绳（链）牵领等安全措施的，
将面临警告、罚款、没收犬只的处罚。云南
省文山市人民政府发布的《关于加强文山
市区犬类管理的通告》更是被称为“史上最
严遛狗规定”，除去对束犬链长度的明确规
定，更是对遛狗时间进行了限定，早上七点
至晚上十点禁止遛狗，同时明确了不得携
犬进入的场所，携犬搭乘公共交通工具、电
梯时应如何处理。根据该通告，散养家犬
一旦处于无人看管状态会被视为野犬，公
安、城管、畜牧等部门都有权捕捉。并按有
关规定处置。
天津是国内较早针对养犬问题制定地

方性法规的城市，2005年 12月 8日，天津
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天津市养犬管理条
例》。条例共34条，不仅对养犬人的行为
进行了约束，也给予了权利被侵犯者救济
的途径。第20条规定：“公民的合法权益
因受到养犬妨碍、侵害或者正常生活受到
干扰、影响而发生纠纷的，当事人可以向人
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可以依照法律规
定请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影响或者
要求赔偿，也可以向公安机关举报。”除了
制定地方性法规明文规范养犬行为，天津
市也定期对法律实施情况进行检查。2021
年 7月21日，天津市检察院二分院在微博
平台发布信息称，为加强文明养犬法律监
督，进一步落实文明养犬的有关规定，天津

市人大常委会将于7月至8月对《天津市养犬
管理条例》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向社会公开征
集不文明养犬问题线索。

需要注意的是，新修订的《动物防疫法》
虽未明确规定对“不拴绳遛狗”行为进行何
种处罚，但在第 30条中规定：“饲养犬只防
疫管理的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制
定”，因此对不拴绳遛狗行为的处罚，地方性
法规、规章等有权进行具体规定，并据此作
为处罚的依据。

■遛狗不拴绳引发纠纷
动物致害责任如何承担

实践中，我国每年都有大量因遛狗不拴绳
引发的纠纷，此种饲养动物损害责任应适用
《民法典》第1246条，该条规定：“违反管理规
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
动物饲养者或者管理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
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造成的，
可以减轻责任。”目前学界通说认为，饲养动物
侵权一般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究其原因在
于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对饲养动物具有高度
的排他性支配，在侵权事实发生过程中，被侵
权人通常处于被动承受的地位，因此适用无过
错责任更为妥当。当然，对于饲养动物目的在
于使动物与被侵权人互动或供人观赏接触等，
已显然区别于饲养动物侵权的一般情形，应适
用过错推定原则认定饲养人的责任。

现实中，不仅有宠物犬未束犬绳引发的对
自然人的人身损害，也有不少宠物犬间打斗引
发的纠纷。如山东省青岛市的马某与范某财
产损害赔偿一案中，马某管理的比熊犬佩戴嘴
笼但未束牵引带，范某管理的金毛犬束牵引带
但未佩戴嘴笼。后金毛犬将比熊犬咬伤，比熊

犬花费治疗费超五千元，马某就财产损害赔偿
提起诉讼，法院认为饲养的动物致害采纳的是
无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即便饲养的动物管理
人没有过错的也应承担赔偿责任。只有在被
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况，侵权人可以
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被侵权人是否存在重
大过失，应当主要从动物自身的危险性以及诱
发动物危险行为的可能性角度去评判，动物的
饲养者或者管理人应当对损害是因被侵权人
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承担举证责任。马
某的犬只未束牵引带，具有过失，据此可减轻
范某的责任，判决范某承担70%责任，马某承
担30%责任。后范某对审判结果不服提起上
诉，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文明养犬
利己身更利他人
宠物犬是人类忠实的朋友，对于主人而

言，宠物犬更是精神的寄托、排遣孤独的伴
侣。《动物防疫法》中对携犬出户束牵引绳作
出明确规定，不仅可以保护宠物主和他人的
合法权益，也可以实现对宠物的保护及管
理。但我们也需看到，文明养犬是一个循序
渐进的过程，除了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外，也
应完善城市基础设施，比如在遛狗密集场所
设置宠物排便区，或提供粪便收集袋等，给养
犬人提供方便，形成正向激励，帮助养犬人尽
快养成良好习惯。除此之外，也应加强对养
犬者文明素养方面的宣传引导，提高其规则
意识、责任意识，做好自身道德素养管理，让
文明养犬意识深入人心。

唯有各方形成合力，加强执法力度，倡导
文明自律，创新宣传方式，唤醒文明意识，文明
养犬才能逐渐成为一种习惯，才能推动我们的
社会向着更加有序、美好的方向前行。

热点聚焦

想养宠物
先搞清

是否国家保护

【基本案情】
2019年 3月，经微信协商，刘某甲在其住处以

12000 元的价格向刘某乙出售白色羽毛鹦鹉一
只。经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
该鹦鹉为蓝眼凤头鹦鹉，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
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二，属于国家二级保护
野生动物。后公安部门将二人抓获。涉案鹦鹉移
交天津市野生动物救护驯养繁殖中心救助。

【裁判结果】
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刘某

甲非法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
物，已构成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刘
某乙非法收购的行为，已构成非法收购珍贵、濒
危野生动物罪，均应予以处罚。鉴于刘某甲到案
后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且退缴违法所得、缴纳
罚金，刘某乙系初犯且能认罪悔罪，法院判处刘
某甲有期徒刑七个月，退缴违法所得 12000 元，
并处罚金 5000 元；判处刘某乙拘役五个月，缓刑
六个月，并处罚金 5000 元，缓刑考验期限内，依
法实行社区矫正。

【法官释法】
本案系非法出售、收购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刑事案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一些市民喜欢饲养宠物，花鸟市场也经常有店家
出售羽色艳丽的鹦鹉，但是许多人并不清楚由此
带来的法律风险。鹦鹉的种类有 2 科 82 属 358
种，绝大多数都被列入了《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
际贸易公约》和《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在我国境内只有虎皮鹦鹉、桃脸牡丹鹦鹉和鸡尾
鹦鹉可以自由买卖和饲养，其他大部分鹦鹉都属
于国家保护野生动物，本案所涉鹦鹉就属于国家
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任何人
都不得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出售、购买和利用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否则即可能构
成犯罪，而不以是否知情、是否盈利为定罪标
准。野生动物是自然生态系统的固有组成部分，
保护野生动植物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本案判决
通过严格适用法律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
充分发挥了刑罚的惩治和教育功能，对于教育引
导社会公众树立法律意识，自觉保护野生动植物
资源具有较好的示范作用。

市高级人民法院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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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绿色生活“画”出来

乡村走笔

■本报记者 杜洋洋
通讯员 袁鸿飞

新农村关注
■本报记者 王音
摄影 刘玉祥

让老人乐享“养老不离家”
——西青区推进四级养老服务平台建设打造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

今年 3月，西青区启动实施养老服
务提升三年行动，着力建设区、街镇、片
区、村居四级养老服务网络，打造区级智
慧养老中心、街镇综合为老服务中心、片
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村居为老服务站
点，构建覆盖全区的养老服务体系。多
层次、多样化、个性化的养老服务，让老
人们乐享“养老不离家”的幸福晚年。

白天去养老服务中心吃饭、娱乐、做医疗保
健，晚上回归家庭与子女团聚。独居或行动不便
的老人则可以在家享受送餐、保洁等上门服务。
如今，以居家为基础、以社区为依托的养老服务模
式越来越完善。

日间照料筑起“幸福港湾”

走进西营门街文瑞家园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楼梯上到一半儿便能听到从二楼文娱活动室传来
的阵阵笑声。这里虽然规模不大，却是生活照料、
医疗保健、文化娱乐、精神慰藉等服务样样俱全。
文体活动室里，唱歌、跳舞、弹琴、下棋的老人各有
所好；健身室里，老人可以按摩、理疗、使用健身器
材锻炼。这里还有一位老人们喜爱的“贴心人”，
她就是大家口中称呼的“武姐”。44岁的武春英
负责日间照料中心的日常工作，帮老人量血压、测
血糖，陪老人聊天谈心，指导老人安全使用健身器
材……有的老人爱聊天，到了下班点也不愿走，武
姐从来不催。她一边收拾屋子、整理器械，一边陪
着老人聊。直到老人聊得尽兴离开，武春英才关
好门窗，安心下班。

自投入运营几个月来，文瑞家园社区日间照
料中心就收获不少“粉丝”。中心平均每天接待五
六十位老人，很多人几乎天天来“打卡”。“瞧，这窗
台上的花都是大爷、大妈从家里拿来的。老人们
把这儿当成自己家，我也把他们当亲人，照顾他们
也是一种尽孝。”武春英说。

今年以来，西青区进一步推进片区嵌入式
老年日间照料中心建设。各街镇根据人口密
度、老龄化程度、村居分布，“以15分钟养老服务
圈”服务半径为标准，对辖内村居社区统一布
局，进行划片分区，建设片区嵌入式老年日间照
料中心。2021年，全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覆盖
率要超过60%；2022年要超过90%；2023年要
实现全覆盖。

同时，日间照料中心将通过社会化运营，开
展助餐、日托、家政、紧急呼叫、医疗护理、生活
用品便利店和各类基本生活服务。2021年年
底，日间照料中心基本功能达标率将达到
100%。2021年，现场服务和居家服务的开展
比例将超过50%；2022年将超过80%；2023年
将全面铺开。

此外，西青区还将推进村居为老服务站点
建设，推进“党建+养老”服务模式，强化党群服务
中心服务功能，充分对接老年人需求，实行党员、
志愿者“菜单式”助老服务，把党群服务中心打造
成关爱老人、服务老人的红色基地。

社区食堂吃出“幸福滋味”

11时，大寺镇金友花园社区食堂飘出了诱
人的饭菜香。两荤两素4个热菜上桌，冒着热
气的米饭抬出了蒸笼。山芋、南瓜、玉米粥……
这些深受老年人喜爱的营养杂粮更是必不可

少。工作人员带上一次性手套，忙着往餐盒里
装餐。

金友花园社区食堂是西青区首个一级老人家
食堂。食堂位于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内，覆盖了周
边9个社区。“目前，我们提供三餐服务。60岁以
上老人早餐可以打九折。午餐有13元、16元两
个标准，最多可以补贴8元。也就是说只需5元
钱，就能吃上一荤一素的套餐。针对行动不便的
老人，我们还组织志愿者送餐上门。”老人家食堂
负责人段桐说。

今年，西青区各街镇以“2+N”形式，每个街镇
至少建成2家一级老人家食堂和N家二级老人家
食堂，年内将实现社区全覆盖，并逐步向农村延

伸。有条件的街镇要在街镇综合为老服务中心整合
建设中央厨房，向全街镇配餐。通过引入成熟、规
范的商业化送餐单位、快递等商家进行个性化送
餐；由老人家食堂自行配餐；积极引入公益慈善组
织和志愿者组织参与老年人助餐服务等方式解决
送餐问题。同时，鼓励社区（村）建立“社工+志愿
者”服务队伍，为特殊困难老年人开展志愿送餐入
户服务。
“大爷，午饭给您送来了，赶紧趁热吃啊！今儿

有您爱吃的熬小黄鱼，特意给您多盛了两条。”“好
好，谢谢你了。我上岁数了，自己在家哪有工夫拾
掇鱼，还真馋这一口了！”11时20分，90岁高龄的
姜大爷吃上了社区志愿者送来的午餐。两荤一素
一饭一汤，姜大爷吃得顺口、舒心：“天天换着样儿，
口感软烂，符合我们老年人的牙口。价格公道，还
有补贴。现在解决了吃饭问题，我省心了，儿女也
放心了。”

西青区民政局养老服务中心主任方伟介绍，西
青区扩大了老年助餐补贴范围，由80岁扩大至本区
户籍70岁以上老人，参照实际助餐补贴方式，每餐
补贴3元。对本区户籍60岁以上低保、低收入且照
料等级为重度的老人，在市级补贴的基础上，对餐费
再补贴5元。

智慧养老提升“幸福指数”

日前，张家窝镇综合为老服务中心正式投入使
用。中心内设有一级老人家食堂、健康驿站、失能老
人护理站，提供日托、家政预约、安全监测、紧急呼叫、
生活服务等10项基础功能和其他特色服务。实现现
场服务与上门服务对接、线上服务与线下服务融合，
为老人打造“一站式”暖心驿站。
《西青区养老服务提升三年行动方案（2021—

2023年）》中提出，2021年，西青区各街镇要建设1
处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具备智慧养老运营功能，提供
对全街镇日间照料中心现场服务、居家养老上门服
务等项目的闭环监管。

同时，西青区将着力推进区级智慧养老中心建
设。充分对接区大数据中心，开发智慧养老模块。
利用政府购买服务和社会化运营的方式，成立西青
区智慧养老服务中心。
“我们将重点建设1个基础平台，开发养老

服务机构实时监管、关爱高龄长者、居家服务、
社会服务、应急处理 5大模块，形成区级智慧养
老服务中心纵向与街镇、村居中心串联，横向与
卫健、消防、食安等部门贯通，全区上下联动的智
慧养老管理服务模式。”西青区民政局党组书记、
局长郭金花说。

“我要把矿泉水瓶画在蓝色桶
下面。”“你要画什么呢？千万别画
错地方。”为进一步培养少年儿童的
环保意识，营造垃圾分类的环保氛
围，传递“绿色、低碳、环保”理念，日
前，宝坻区一家亲青年志愿服务社
在宝坻宾馆举办“把绿色画出来”垃
圾分类主题绘画活动，150余名少
年儿童围绕“垃圾分类也有趣，把绿
色生活画出来”这一主题进行创意
作画，充分发挥自己的奇思妙想绘
出心中的绿色生活。

活动现场，孩子们认真构思，
结合自己日常生活中的观察和学到
的垃圾分类知识，发挥想象力，可爱
的小手握着五彩斑斓的画笔，在画
纸上画出自己对垃圾分类环保理念
的认识。
“听说有绘画活动，我就给孩子

报了名，让她参与体验一下。”家住宝
平景苑小区的刘女士说，孩子为了参
加这次活动，提前学习了解了不少关
于垃圾分类的知识，希望能够通过
本次绘画活动，提高孩子参与垃圾
分类的意识，为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环
境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经过1个多小时的努力，一幅幅
充满想象、充满童趣、充满绿色的绘画
作品呈现在大家眼中，每一幅垃圾分
类主题绘画都承载着孩子们对绿色
生活的期望，每一个小小童心都寄托
了孩子们对地球母亲的关爱。

据了解，参加这次主题绘画活
动的少年儿童最大的19岁，最少
的才4岁，他们中多数没有绘画基
础，但是也能用画笔清晰地表达自
己的想法。有的小朋友勾勒出形
象的图形，有的用颜色展现青草和
树林，有的添加了文字让作品更清
晰……每名少年儿童都在绘画活
动中发挥着自己的想象，用画作向
大家传递垃圾分类的知识及其将
带来的环境变化。
“通过活动的开展，不仅进一步

加强了少年儿童的环保意识，更重
要的是将环保理念带入了家庭，从
而进一步实现垃圾分类从每一个人
做起。”宝坻区“一家亲”青年志愿服
务社潮白河志愿服务驿站站长李建
刚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