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追责 遛狗不拴绳将被罚款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
拔手机端记者 王茹 通讯员
史振卿冤 12月 2日袁海南师
范大学与华中师范大学共
建的国家历史教材协作研
究基地在海师揭牌遥

据了解袁国家历史教材
协作研究基地旨在研究统
编教材的内容以及运用情
况袁以便更好培养学生历史

思维能力曰同时研究东南亚
诸国家的历史教科书编撰
和运用袁为全球历史教科书
编撰提供中国方案遥双方将
协商举办全国性的野统编历
史教材耶精彩一课爷教学技
能大赛冶袁 在国内历史教材
研发和国际性历史教材研
究等方面进行深度合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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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拴狗绳的人：我家爱犬“性格好”“不咬人”？真相是———
遛狗不拴绳现象依然存在 狗咬人事件屡见不鲜

管住一条狗，为何这么难？
海口城警院遛狗不拴绳最高罚 200元 犬只扰民可拨 110

商报记者搜索发现袁狗
咬人事件经常见诸报端袁几
乎每一次都能引起热议遥

有媒体报道袁今年 8月
7日袁在福建省莆田市秀屿
区埭头村袁 当地一位 60岁
看守宫庙的老人被狗咬伤遥
路人告诉记者袁一只没拴绳
的大黑狗猛扑向老人撕咬
他的手臂袁老人不断反抗后
将狗甩开袁但黑狗再次扑向
他袁老人的脸和手臂血肉模
糊遥 为防黑狗再次伤人袁赶
到的民警开枪将其击毙遥无
独有偶袁该省福州市一 6岁
女童也被狗咬伤袁小腿被撕
开一道长 5厘米的伤口袁咬
人狗同样未拴绳子遥这起事
件后袁 福州网友纷纷留言袁
呼吁城市尽快出台规范养
狗条例遥

近年来袁海南同样发生
不少狗追人甚至伤人事件遥
今年 8月袁商报全媒体

就以叶吓哭浴 女孩海口万绿
园游玩黑狗突然蹿出 市民院
就怕孩子伤着袁 看着揪心曳
为题报道万绿园不文明遛
狗乱象袁 记者当时走访发
现袁夜幕下的万绿园未牵绳
遛狗的现象比比皆是袁园方
对此有管理袁但实施效果并
不好遥

2018年 11月袁 海口某
小区内一 5 岁小孩被狗追
赶良久袁幸无受伤遥 小孩的
父亲称袁儿子在玩耍时一只
未拴绳的边牧突然蹿出袁追
赶孩子 30多米远袁 最后被
其他业主制服遥

2017年 11月袁 海口市
五指山路的一个停车场内袁
一名放学回到自家小区附
近的 12岁男孩袁 突然被一
条大狗追咬袁造成全身多处
受伤袁鲜血淋漓遥 事发后辖
区派出所介入调查处理袁伤
人狗未拴绳遥

屡屡见报的恶狗追人尧
伤人事件袁已经逐渐成为城
市管理一大难题袁虽然媒体
在不断为此发声袁但情况似
乎并没有变得更好遥 近日袁
记者走访了海口市许多街
道和公园发现袁 不文明养
狗尧遛狗的现象依然大量存
在遥

在海口人民公园内袁一
位穿红色上衣的女子和她
的小狗一起坐在长椅上袁女
子忙于给小狗和自己自拍袁
玩得十分投入袁而长椅另一
端则放着从小狗脖子上取
下的狗绳遥 野拴着它不舒服
呀袁解开绳子它会很高兴遥 冶
女子告诉记者袁野我家的小
狗性格好袁不会咬人遥 冶

小狗 野性格好冶野不咬
人冶成为许多养狗人不拴狗
绳的理由遥 万绿园一如既
往袁 除了成群来此散心的
人袁 还有不少遛狗的人袁下
午 4点开始袁沿着健身长廊
甚至能见到带狗一块 野锻
炼冶的市民院主人在挡着秋
千袁路人在欢笑着袁小狗在
蹦跳着袁 脖子上空无一物遥
野很乖不咬人袁 来摸摸冶袁主
人对一旁跃跃欲试的小男

孩笑道遥
对于常来万绿园锻炼

的李先生来说袁这样的景象
令他不安遥 野我小时候有被
狗咬过的经历袁所以至今对
猫狗很抗拒遥 冶李先生告诉
记者袁人会恐惧伤害过自己
的动物袁 对他这样的人来
说袁 见到不受束缚的犬类袁
感觉对方随时会扑上来撕
咬遥 野遛狗不牵绳是很自私
的行为袁损人又不利己冶袁李
先生担忧袁野有时候真不知
道他们在想什么遥 冶

事实上袁面对迎面而来
不拴绳的小狗袁许多人选择
不避让也不绕道袁甚至无动
于衷遥 记者在走访完海口人
民公园袁 从三角池出东门
后袁两只小狗一前一后嬉戏
而来袁小狗身上没有任何束
缚袁狗主人也不见踪影遥 小
狗旁若无人地在街边玩耍袁
偶尔穿行到马路边袁路上的
行人不躲闪袁也没有驱赶的
意思遥 记者跟随两只小狗约
二十分钟袁这段时间里它们
嬉闹如常袁直至消失在街道
拐角处袁它们的主人始终没
有出现遥

叶海口市城市养犬管
理条例曳 自 2008年 9月 1
日实施以来袁 海口市便对
市民养犬尧 遛犬行为进行
了详细明确的规范袁 条例
规定院必须给犬只束犬链袁
犬链长度不得超过 1.5
米遥 但就记者走访的情况
来看袁 条例还尚未深入人
心袁 一些人拴绳后又取下
绳子的行为袁 有明知故犯
的嫌疑遥

公园等公共场所对规
范遛狗行为的管理依然不
到位袁记者走访发现袁海口
人民公园东门入口处没有
设置对规范犬只入园的提
醒袁 而相关提醒公告则设
置在园内一处通往公共厕
所的小路上袁 区域较为偏
僻遥从东门进入公园袁如果

不特意沿道路靠公共厕所
的方向行走袁 基本难以留
意到公告牌遥

11月 27日袁在走访万
绿园时袁 记者联系到万绿
园巡逻队陈队长询问近期
对入园犬只巡查情况袁陈
队长告诉记者袁 目前园区
还是采取一天三班倒的形
式进行轮班巡查袁 针对市
民带狗入园且未拴狗绳的
现象袁 因为没有相关条例
可对其进行处罚袁 巡查人
员发现后袁 还是以劝阻为
主遥但是袁记者从当天下午
4时至晚上 7时在园内健
身长廊观察袁 多位不牵狗
绳的市民带狗走过袁 并没
有见到园方管理人员出现
阻拦遥

12月 2日袁针对走访
出现的问题袁 记者来到海
口市公安局城市警察支队
业务指导大队进行了解遥
海口市公安局城市警察支
队业务指导大队陈教导员
表示袁 市民在城市建成区
内养犬袁首先要办证袁携犬
外出要遵守依法文明养犬
的规定遥野饲养犬只不要干
扰他人生活袁 犬证在有效
期内应前来年审袁 犬只死
亡或丢失应前来注销遥冶陈
教导员说遥

叶海口市城市养犬管
理条例曳规定袁有养犬人及
其饲养犬只的客观情况发
生变化袁不符合养犬条件曰
犬类免疫证过期袁 没有按
规定重新注射疫苗补办犬
类免疫证等情形的袁 登记
机关可以认定年审不合
格袁撤销其养犬登记袁并注
销其养犬登记证和犬牌遥
养犬人登记饲养犬只的袁
须缴纳 300 元年度管理
费袁但绝育犬减半费用袁盲
人的导盲犬尧 肢体重残人
养扶助犬则免收费用遥
而根据海口市规划局

叶关于海口市城市养犬管
理范围的复函曳袁海口市的
城市养犬管理区域范围是
绕城高速公路以北尧 东寨
港大道以西与海口要要要澄

迈行政界线的围合区域以
及观澜湖度假区遥

陈教导员提醒袁 市民
发现养犬人不束犬绳的现
象袁 可以拨打 12345热线
进行投诉袁 被犬类干扰生
活袁可以拨打 110或 12345
进行反映遥 野对于不束犬绳
的情况袁 我们会按照条例
规定依法对养犬人进行 50
以上 200 元以下罚款袁并
责令其改正遥 外出发现无
主流浪犬袁要保持警惕心袁
建议向 12345 反映情况袁
管理中心会及时收容这些
犬只遥 冶

随后袁记者来到海口
市公安局城市警察支队养
犬管理中心袁 这里是海口
市规范养犬工作尧 对犬只
进行登记和管理的场所遥
在现场袁 有市民带犬只进
行犬体测量和登记工作袁
工作人员表示袁 站立从肩
部最高点到地面距离超过
50厘米袁或体长超过 60厘
米的犬类为大型犬袁 应该
进行登记和约束遥据了解袁
海口市农业局尧 海口市公
安局规定了禁止饲养的大
型犬和烈性犬的种类袁包
括藏獒尧比特斗牛梗尧秋田
犬尧中华田园犬渊土狗冤与
海口市畜牧兽医管理部门
认定的其他烈性犬等遥

教训 恶犬伤人屡见不鲜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
者 柯育超 实习生 陈勇合冤 12月 2日晚袁
作为海南野12.2全国交通安全日冶主题宣
传活动重要系列活动之一的海南野自贸新
时代 畅行安全岛冶 全国交通安全日特别
节目在海口举行遥 当天袁海南省公安厅曝
光了今年来在安全管理方面存在突出问
题或交通违法多发的 11家高危风险运输
企业袁 督促整改并邀请全社会进行监督遥
这 11家运输企业分别为海口琼旺客运有

限公司尧 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尧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东方
分公司尧海南广隆运输有限公司尧海南耀
兴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尧海南恒麒集装箱汽
车运输有限公司尧海口经海集装箱汽车运
输有限公司尧 海南环宇中盟物流有限公
司尧海南金运危险品运输有限公司尧海南
速速通物流有限公司尧海南迅远达物流有
限公司遥

据了解袁今年来袁海南省道路交通安

全形势明显好转袁 在道路建设快速发展尧
机动车继续增长尧交通量大幅度增加的新
形势下袁万车死亡率尧道路交通事故起数
和死亡人数均明显下降遥 1月 1日至 11月
15日袁全省共发生一般程序处理的道路交
通事故 2332起袁 死亡 640人袁 受伤 2771
人袁直接财产损失 1547万余元袁四项指数
分别同比下降 6%尧14.3%尧5.8%尧4.9%遥全省
道路交通事故万车死亡率为 2.65 人/万
辆袁比去年同期万车死亡率下降 0.46遥

海南曝光11家高危风险运输企业，都有哪些？

现象 遛狗不拴绳行为多

困境 有规范，难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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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魏
铭纬 柯育超 摄影报道冤不久前袁在河北省保定
市曲阳县袁女童玲玲渊化名冤被两只恶犬咬伤并
拖拽袁送医后伤重不幸殒命袁年仅 9岁遥 此事一
经报道便引起社会大众的关注和热议遥
事实上袁随着市民生活品质的提升袁越来越

多爱狗的市民选择饲养犬只袁 随之而来的因狗
扰民尧伤人而起的纠纷也越来越多遥尤其是曲阳
女童被恶犬咬伤致死事件袁 更是让不少市民忧
心忡忡浴 那么袁海口市城区养犬管理现状如何钥
不文明养犬遛犬行为是否存在钥对此袁商报记者
走访了海口市部分街道和公园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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