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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还未办证的养犬人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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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烦人“犬事”市民可打110
整治养犬有话想说
请打本报热线18889995550

无证养犬、违规饲养、犬只伤人扰民等将严查

“黑户狗狗”或被没收
养犬不办证、不年审？犬吠扰
民，随地大小便？流浪犬的安全隐
患、养犬人的不自觉等给市民带来的
困扰，或许将画上句号。
记者从海口市公安局城警支队
了解到，海口警方于 2017 年 11 月
27 日至 2018 年 2 月 9 日，开展为期
两个半月的城市养犬专项整治工作，
现在还是以宣传发动为主的第一阶
段，下一步可真的要严管重罚啦！
南国都市报记者 徐培培 文/图

整治范围

建成区七大养犬顽疾
据城警支队业务指导大队教导员陈贵星
介绍，本次城市养犬专项整治行动，将对海口
建成区普遍存在的七个养犬顽疾进行整治。
据介绍，建成区指的是绕城高速公路以
北，东寨港大道以西，与海口至澄迈行政界线
的围合区域，
以及观澜湖度假区域。
传统的养犬存在的弊端包括：无证养犬、
养犬证未年审；违规饲养大型犬、烈性犬问
题；犬只伤人，犬吠干扰他人正常生活；流浪
犬只的收容整治；违规进入禁入区、公共场
所；携犬外出不束链等。
“现行动第一阶段以宣传为主，12 月 12
日将进入集中整治阶段。”在媒体通气会现
场，陈贵星发出
“最后通牒”。

现状仍存尴尬

只有 12%的犬只有“户口”

海口城警在万绿园巡查，向养犬
市民宣讲养犬须知。

据城警支队相关业务人员介绍，根据现
有人口，按照国际惯例推算，海口建成区约有
3.6-4.2 万只各类犬只，而受历史原因影响，
截至目前取得合法身份，办证的犬只只有

5000 多只，只占总量的 12%左右。
从 2008 年施行《海口市城市养犬管理条
例》以来，海口养犬登记证已经历三个版本。
据介绍，之前办理养犬证时需强制在狗
狗脖子处，用注射的方式嵌入一张芯片。现
在，狗狗的信息全部在一张小小的卡片上，是
否嵌入芯片完全自愿。新办证的狗狗还会获
发一个印有海口城警二维码的挂牌，这也是
它有
“身份证”
的标识之一。
据介绍，办证的主要目的是，对狗狗加强
免疫监督、管理，去向跟踪，定时体检年审等，
而且还免费。

重罚与温情并存

“老黑户”的狗狗将被收容
不办证，首次查处将被处以 500 元罚款，
并责令整改办证；如果整改期到还不办理的，
将处以 1000-2000 元罚款，
犬只还将被没收。
对于动保人士关注的违规犬、狂犬、流浪
犬的处置问题，城警支队成立了专业的捕犬
队，对海口市主要交通干道、城区街道，公共
绿地、休闲广场等地的流浪犬等进行捕捉收
容。警方和小动物保护协会组织还搭建了一
个临时收容基地。

琼中“三变”改革试点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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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犬登记证咋办理
网上办理养犬登记证，
只需添加关
注
“海口城警”
微信公众号，
从下方的犬
证办理-申办犬证，
填写申请时，
需要如
实输入养犬人信息，
并上传主人身份证，
居住证明，
联系方式，
以及犬只名称、
免疫
等信息，
完成提交后，
在非高峰期，
几个小
时后就能办证了。
“犬只主人不方便的话，
我们还可以
快递送上门，
但资费自理。
”
工作人员强
调，
海口在城市养犬登记服务方面，
已经
步入全国前列，
但是只能为合规合法的
犬只办理登记。
据介绍，
《海口市城市养犬管理条
例》规定，
禁止饲养包括藏獒、
川东犬、
俄
罗斯高加索等29种烈性犬。

烦人的“狗事”还有哪些？
快打18889995550告诉我们
据统计，
近年来，
犬只伤人事件发生
并不多，
但犬吠、
异味扰民，
犬主不束链，
犬只随意大小便等，
还是给市民带来不
少麻烦。
“类似问题，
可以拨打 110，
或反
映至辖区派出所处理，
民警会按照正常
警情出警。
”
陈贵星说，
以前很多市民不
知道，
这些烦人的
“狗事”
也能拨打110。
养犬是爱犬人的权利，
不被打扰，
也
是其他市民的基本权利，
对此你怎么看？
对海口警方这次城市养犬整治行动有什
么意见和建议？
欢迎拨打南国都市报热
线 18889995550 告诉我们，有价值的意
见，
记者将第一时间转达给海口城警。

琼中读本

贫困户变
“股东”喜领分红
临近春节，不少人都在盼着年终奖的到来，家住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湾岭镇新坡
村委会加茂村的贫困户陈昌福一家六口，却早早从琼中农源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领
到了 12642 元的分红。这是去年年底他与村子里的其他 16 户贫困户入社抱团发展
后，领到的第一笔分红。
“贫困户”摇身一变成了“股东”，这得益当地的产业扶贫新模式——即“资源变资
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试点。随着试点工作的不断铺开，如今在
琼中各乡镇的合作社及种养殖基地里，一批批贫困户正尝到抱团发展摘贫帽的甜头。

贫困户首次有了“年终奖”
黄雄是黎母山镇大木村委会毛合村贫
困户，一家四口人仅靠着几亩橡胶和水田
维持生活。特别是近几年橡胶价格低迷，
家里更是常常入不敷出。2017 年 7 月，他
通过政府扶持的种苗资金 1.4 万元，加入
了琼中黎母山营康生态养殖农民专业合作
社，成了合作社的 45 名“股东”之一。
“合作社里主要搞豪猪养殖，我从来没
接触过，也不知道能不能挣到钱……”刚开
始，黄雄的心里直打鼓，心里没底，可黄雄依
旧和其他 44 名贫困户将合作社经营得红红
火火。如今，他们把 268 头豪猪养得又肥又
壮。11 月 23 日上午，合作社从收益盈余中
拿出 36810 元，按照每户投入资金的 6%举
行了第一次分红大会，此时距离 45 名“股
东”入股还不到半年的时间。
在 黄 雄 领 到 第 一 笔 分 红 840 元 的 同
时，家住湾岭镇南久村金竹村小组贫困户
王妚玉也首次尝到了当“股东”的甜头。
“今年合作社一共饲养了 4400 只阉鸡和肉
鸡，预计能有 20 万元的净利润。这不，上

周卖出了 800 只鸡，根本不愁销路！”王妚
玉口中的合作社是琼中湾岭三贡山鸡养殖
专业合作社，按照协议，合作社每年会将
全年销售阉鸡、肉鸡净利润的 60%用于入
社贫困户的分红，这也意味着她即将拿到
一笔不小的分红。
“除了年底有分红，我现在在合作社里
打工也有收入，还能学到养鸡技术呢！”王
妚玉告诉记者，合作社里不仅有专家为他
们提供“林下放养”养殖技术的培训，还
能解决管理、技术、销售等系列问题，让
他们完全没了后顾之忧。

抱团发展盘活农村资源
“带着你们的股金证，排队签字按手印
后，就可以领钱啦！”12 月 1 日上午，琼
中红毛镇政府会议室内一片喜气洋洋，来
自红毛镇坎茂、草南、番响、牙挽等村委
会的 137 户贫困户分享了 106900 元的分
红，这是贫困户们自 2016 年 9 月加入红丰
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养殖基地后领到的第一
次分红。
这一底气，源自红丰公司实行的“资

琼中贫困户喜领分红
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模
式。“贫困户用政府统筹扶持资金 3000 元
作为股金入社，我们用这笔钱购买种苗
后，引进专业的技术骨干和管理人才，让
合作社实现了低风险、高效益。”红丰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丁保卫介绍，按照
“龙头企业+基地+贫困户”的模式，合作
社坚持“统一供苗、统一防疫、统一饲
料、统一品牌、统一销售”的标准化山鸡
繁殖模式，如今已向 137 户贫困户累计发
放分红达 21.92 万元。
创新产业模式发展，不仅让村民之间由

“亲戚邻里”变成
“致富合伙人”，也让农业生
产由
“散、弱、小”
向
“抱团式”发展转变。
记者了解到，自 2016 年以来，琼中启
动“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
东”的“三变”改革试点，通过盘活农村
资源资产资金，龙头企业、村集体经济、
专业合作社、种养大户等四类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与贫困户利益联结，正建立起农民
增收长效机制。截至目前，琼中共建成
234 个产业扶贫基地，带动 5212 户贫困户
实现“抱团”发展。
（李梦瑶 林学健 黄鹏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