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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刘彬

5月1日起，《长沙市养犬管理条例》（以下
简称《条例》）将正式实施。

4月29日， 长沙市公安局就市民关心的
《条例》 内容和法规实施准备情况进行了通
报。据介绍，《条例》针对犬只信息共享不畅、
流浪犬只收容、走失犬只寻回、犬只伤人扰民
等问题， 明确施行智能犬牌、 电子标识等举
措， 并建立信息共享系统、 设立犬只留检场
所，进一步规范养犬管理。

分区域进行管理，严格管理区
内犬只要佩戴智能犬牌

《条例》第十二、十三条将长沙市行政区
域划分为禁止养犬区（指机关办公区、医院、
幼儿园、学校教学区、学生宿舍区及单位集体
宿舍区等区域）、严格管理区（指县市区人民
政府所辖街道办事处管辖的区域， 以及县市
人民政府划定并公布的其他区域） 和一般管
理区（禁止养犬区和严格管理区以外的区
域）。

禁止养犬区不得饲养、繁殖、经营任何犬
只； 严格管理区实行犬只狂犬病强制免疫和

养犬许可制度； 一般管理区对犬只狂犬病强
制免疫作出要求。《条例》规定，严格管理区内
经许可饲养的犬只应当佩戴智能犬牌， 植入
电子标识； 鼓励一般管理区内养犬人办理智
能犬牌、植入电子标识。

对违法养犬行为，可劝阻、举报、
投诉

市民如果碰到违反《条例》的养犬行为，
比如有人不牵犬链随意在公共场合遛狗等，
应该怎么做？《条例》 第十一条规定，“任何单
位和个人对于违法养犬行为，有权进行劝阻，
并可以通过12345市民服务热线或者相关部
门进行举报和投诉。”

同时，《条例》对公安机关的职责也进行了
明确，包括办理养犬许可；捕杀狂犬，处置流浪
犬；查处犬只扰民、放任犬只恐吓他人、纵犬伤
人等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 查处未经许可养
犬、违法携犬出户等违法行为等。市民群众如
发现以上情况， 也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反
映。公安机关在职责职能范围内会积极迅速收
集固定证据， 依法规范处理违法养犬行为。市
民可以通过照相、录像等方式固定违法养犬证
据，为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提供协助。

已设立55个养犬许可免疫便民
服务点，申领智能犬牌最多跑一次

长沙市公安局根据市农业农村局提供
的具备免疫资质的动物诊疗医院（宠物医
院），逐家上门征求意见，已确定将其中55
家动物诊疗医院（宠物医院） 设为首批养
犬许可免疫便民服务点。按照《条例》的规
定， 公安机关的养犬许可实行网上申请和
审批，为方便群众，狂犬病疫苗免疫接种、
智能犬牌发放和电子标识植入均在同一场
所办理， 市民群众可以就近选择养犬许可
免疫便民服务点。 办理养犬许可证一律实
行网上申请 ， 线下办理实现“最多跑一
次”。

5月1日起，养犬市民通过手机下载“68宠
物”APP或者关注“96111便民服务桥”微信公
众号，即可提交养犬许可证申请的相关资料，
并选择就近的养犬许可免疫便民服务点办
理。待公安机关审核通过后，携带犬只和相关
资料到所选择的服务点即可植入电子标识并
领取智能犬牌。

同时，养犬许可证信息变更和注销犬只，
都可以通过“68宠物”APP或“96111便民服务
桥”微信公众号在网上办理完成。

湖南日报记者 苏莉

打造湖南首家美国百老汇音乐剧中
心， 将音乐剧引进湖南， 推动中西文化交
流；推动家乡与西班牙的交流，引入欧洲优
质资源建设家乡，助力家乡更好融入“一带
一路”；投身中国制造2025，在非洲援建项
目中刻上“湖南造”的烙印……这些事迹的
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标签：海归青年。

4月28日，在“五四”青年节即将到来
之际，2019“五四”湖南优秀青年海归人物
评选结果在长沙揭晓。

吴震宇、梁岳龙、易露、陈可聪、罗人
恺、李小虎、蒋宗坤、周聪、谭孟良、肖流洋、
贡贵训等11名青年海归脱颖而出， 获评
2019“五四”湖南优秀青年海归人物。

4月28日下午，11位获奖人分别进行了
8分钟的演讲，呈现最精彩的自己。他们谈到
梦想与坚持，谈到选择与初心。他们用奋斗
的足迹告诉大家，这届海归青年，很优秀。

“德国是静静流淌的莱茵河，中国则是
大浪淘沙，我愿意投身到时代的洪流中，奋
力一搏。”海归吴震宇在德国留学9年，回国
之后一直在工业制造领域前沿工作， 从基
层一步一个脚印走上管理岗位， 也亲身参
与到中国制造2025的进程中。从德国制造
到中国制造，吴震宇看到了差距，也坚定了
目标。在公司参与赞比亚援建项目中，实现
60公里援建道路使用电力离网储能“湖南
造”，这是他最自豪的一件事情。

“我的梦想是把中国原创的音乐剧推
向世界舞台。”海归梁岳龙是湖南首个专业
百老汇音乐剧中心———路易思萌的创始
人。 在美国丹佛大学音乐学院攻读硕士学
位时， 他成为首位获得院长奖学金的华人

学生。 最终， 梁岳龙选择放弃国外的“舞
台”，回国从事音乐剧教育事业，成为一名
“摆渡人”。 他的人生理想是通过自己的努
力，让更多的人领略音乐剧艺术的美，把国
际上最优秀的音乐剧教育资源带给湖南的
孩子。 梁岳龙的执着与坚持吸引了不少海
归人士加入团队， 共同推动音乐剧在湖南
生根发芽。

“回国的时间越长，我感觉用自身所学
和海外资源建设家乡的使命感越重。”来自
衡阳的西班牙海归罗人恺， 曾在西班牙生
活十余年，因为家族事业的缘故回国，但他
在经营企业的同时，心中还怀有一个“把欧
洲请进来，让家乡走出去”的远大目标。他
致力于运用自身资源优势， 推动中国与西
班牙等欧洲国家在教育、文化、体育等领域
的交流交往， 实实在在提升衡阳乃至湖南
的国际影响力及开放程度。

短暂8分钟，呈现出一个群体的缩影。
在现场致辞中， 活动主办方负责人称赞
道，青年海归“富有创造力、视野开阔、专
业知识技能强硬， 他们将湖南与海外的
知名企业、资本市场、流动资金、高端人
才紧密联系在一起， 为国家与社会添注
新鲜血液。”

■同心名片
2019“五四”湖南优秀青年海归人物

评选活动，由省委统战部（省侨办）、省侨联
指导，省侨联青年委员会（筹）主办。评选活
动已连续举办4届， 涌现了很多优秀青年
海归人才，他们发挥资金、技术、智力等资
源优势，为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为促
进湖南创新引领开放崛起贡献力量， 让社
会看到了海归群体的正能量。

分区域进行管理，对违法养犬可举报———

长沙养犬新规5月1日起实施
同心故事

11位海归获评2019“五四”湖南优秀青年海归人物
海归青年：“投身到时代的

洪流中，奋力一搏”

湖南日报4月29日讯 （记者 沙兆华）“他
用生命守护一湖清水， 生动诠释了一名共产
党员对党的忠诚和信念； 一位水利干部为民
造福的情怀和奉献， 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今天， 省直机关工委在长沙举行余元君同志
先进事迹报告会， 来自省直和中央驻长单位
的党员干部职工520余人聆听感人事迹，接受
深刻教育。

余元君同志， 生前是省水利厅副总工程
师、省洞庭湖水利工程管理局总工程师。今年
1月19日16时，因连日超负荷工作，他在洞庭

湖区钱粮湖分洪闸工程建设工地工棚现场办
公时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不幸去世，年仅46
岁。余元君同志从事水利工作25年来，用实际
行动诠释了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 是新时代
省直机关党员干部“忠诚、干净、担当”的光辉
典范。

先进事迹报告团成员、 省洞庭湖工程管
理局局长沈新平， 省洞庭湖工程管理局干部
纪炜之，常德市临澧县佘市桥镇荆岗村党总
支书记余海波，余元君的侄子余淼，省水利
厅干部胡帅帅，先后讲述了余元君同志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守护好一江碧水” 的殷切嘱
托，致力于洞庭湖保护治理、水利工程建设管
理、防汛抢险技术研究等工作，为“治水兴湘”
奋斗到生命最后一刻的动人事迹， 生动再现
了余元君同志立志高远、淡泊名利，从不因公
徇私的纯洁清廉高贵品质。

听完报告会后， 深受感动的党员干部们
纷纷表示：要像余元君同志那样，把对党忠诚
融入为人民服务之中， 把人生追求融入事业
发展之中，行于务实、敢于担当，真正把脚印
留在基层一线，把口碑立在群众心中。

湖南日报4月29日讯 （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王紫伦）“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在“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
来自长沙、株洲、湘潭三市的648名新老团
员代表齐聚韶山毛泽东广场， 参加由共青
团湖南省委、中共湘潭市委主办的“青春心
向党 建功新时代”新团员入团仪式湖南省
集中示范活动。

活动现场，648名新老团员在团旗下
庄严宣誓。随后，团员代表介绍了《团章》中

有关团员的义务和权利， 新老团员代表分
别在仪式上发言， 韶山学校的学生还开展
了以“五四之火，永不停熄”为主题的团旗下
演讲。活动结束后，新团员来到韶山毛泽东
纪念馆开展主题团日活动，接受红色洗礼、
汲取红色营养，实地接受一次“沉浸式”的
精神洗礼。新团员们纷纷表示，通过这次入
团仪式教育和参观学习， 更加坚定了理想
信念，一定会努力学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湖南日报4月29日讯（记者 沙兆华）搭建
公益普法平台，丰富青年普法载体。昨天，湖
南省法学会2019年“普法基层行”活动启动暨
青年普法志愿者基地授牌仪式在湖南师范大
学举行， 省法学会党组书记康为民出席并为
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授牌。

“普法基层行”活动是中国法学会部署开
展的一项重要的法治宣传教育活动。今年“普

法基层行” 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作为活动主题， 宣传党的大政方针、 惠民政
策、利民措施，引导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加深
对宪法、法律和政策的理解。湖南师范大学法
学院作为我省青年普法志愿者基地， 将探索
建立起青年法学家、青年普法志愿者、法律实
践工作者共同参与的运行机制， 主动对接基

层群体法律服务需求，讲好法治故事，弘扬法
治精神。

2018年，我省各级法学会坚持以基层法
治需求为导向，坚持省、市、县三级联动，深
入开展“普法基层行”活动，先后组织了“法
律六进”“法治讲座”“模拟法庭” 等200多场
形式多样的活动， 活动直接影响人数超100
万人。

“他是共产党员忠诚担当的榜样”
省直机关工委举行余元君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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