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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为提倡文明养狗，治理犬患，5月1日，省会
长沙正式实施《长沙市养犬管理条例》。 实施近
一个月了，记者却发现，违规养狗的现象并没有
得到多大改善， 有关养狗方面的群众投诉依然
不断。

小区恶狗伤人 居民不安
近日，长沙市芙蓉区马坡岭街道新安小区

的一个居民向记者反映：
我们小区一个商店的老板养了一只狗，去

年底曾咬伤过我女儿，当时经过马坡岭派出所
民警协调，店老板答应要么将狗送走，要么办养
狗证用铁笼圈养。 但事实上至今这条狗一直放
养着。 5月11日，超市老板又将狗放养，既无绳
牵引也无人看护。我只得又电话求助社区民警。
小区人那么多，万一再咬伤人怎么办？ 住在隔
壁的我更是整天担惊受怕。 我请求将狗送走，
要么办养狗证用铁笼圈养。 可是，我的合情合
理合法的诉求却迟迟得不到回应。 据了解，《长
沙市养犬管理条例》已经正式实施了，对在养犬
严格管理区内养狗已经有了严格的规定，可这
个规定怎么还是执行不了呢？

5月22日， 记者就此联系了长沙市马坡岭
派出所，该所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派出所民警
多次上门给狗的主人做工作，前一天又对狗的
主人下达警告，要求他限期转移狗，同时要求他
完善养狗手续，办好养狗证。 社区民警张警官
说，马坡岭以前是个城乡接合部，居民养狗比较
普遍，他表示要让居民文明养狗，宣传还要跟
上。

记者顺便询问了一下该地区流浪狗的处理
问题，该所负责人说，由于养犬条例刚实施不
久，相关的配套措施还没有完善，各部门的联动
也没有形成，捕狗的工具、设备都没有到位，相
关工作人员也没有得到培训。 这是一个新的任
务，相关工作还在进一步完善中。

不文明遛狗很常见

各地关于养狗的投诉多年来就没有中断
过，本来，对于养狗的态度，人们的意见就分歧
严重，爱狗者与不爱狗者看法经常是针锋相对，
一些小区群里经常为此发生激烈争论甚至吵得
不可开交，规范养狗行为是化解这一矛盾的最
好办法。

按照养犬条例规定，在严格管理区内携犬
出户时，要用2米以下的犬绳牵领犬只，并为犬
只佩戴嘴套，但目前情况到底如何呢？

家住长沙市城北的何先生告诉记者，他每
天都要去湘江边散步，经常看到遛狗不牵绳的。
5月21日傍晚，他在湘江靠近浏阳河地段散步，
看到遛狗的人不少，有的牵了绳子，也有的没
牵，没有一只狗戴嘴套。有两只长得威武的狗一
直在他身边嬉闹追打，旁边没看到主人，他有些
害怕，为防万一，还捡了一根棍子防身。

在城北青竹湖街道辖区，记者经常遇到遛
狗的，大部分狗都套了绳，但是没有一只狗戴了
嘴套。 记者询问过一位遛狗人士，她说，给狗戴
嘴套会让狗不舒服，再说自己牵着，不让狗到处
嗅人，没必要佩戴嘴套。

按规定，流浪犬应该由公安部门进行处置，
但记者仍经常看到放养的狗或流浪狗四处乱
跑， 青竹湖街道太阳山小区就经常有两条狗互
相追逐。 住在开福区锦绣华天的刘女士告诉记
者，小区里一直有一只流浪狗，前不久生了5个
小崽子，有人领走了3只，现在还有一只母狗带
着两只小狗在小区里，一些业主经常拿一些剩
饭剩菜来喂狗，弄得肮脏不堪。 有居民也担心
这种流浪狗会不会感染上狂犬病，如果伤了人
就不得了。

另外，遛狗时任由狗随地排便而又不处理，
仍是人们投诉的热点，记者近些时候，也碰到几
次这种情况。

文明养犬需要多管齐下
根据《长沙市养犬管理条例》规定，公安机

关负责办证、处置流浪犬、查处未经许可养犬、
违法携犬出户等违法行为；农业（畜牧）行政管
理部门负责犬只检疫免疫；卫生行政管理部门

负责狂犬病等疾病的预防和监测； 城市管理部
门查处影响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的养犬行为；
乡镇（街道）负责宣传，劝阻等。 可谓是分工明
确，责任到位，可是，为何落实起来却那么难呢？

市民发现宠物狗排泄粪便，拨打“12345”进
行投诉，可等城管部门的人赶到现场，遛狗的人带
着狗已经走了。 对此， 开福区城管局的工作人员
称， 会定期在遛狗比较集中的时间段和地点进行
巡逻，发现这种情况及时要求狗主人处理。

长沙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同志告诉
记者，去年长沙市有2.2万只狗进行了狂犬病疫苗
免疫接种，今年1至4月，已有8800只狗进行了免
疫接种。实际上，长沙市狗的数量要远远高于这个
数。 没有通过免疫的狗也就无法办理犬牌。

长沙市治安支队的一位负责人说， 他们工
作侧重点在于是否办犬牌，是否牵狗绳。市民有
举报，民警肯定会出警处理。但是单靠社区民警
和有关部门，力量还是有限，狗的主人文明素养
要跟上来。现在各单位的协作也还没跟上，比如
负责接收流浪狗的犬只留检场所目前各区还没
有建好，现阶段还没办法处理流浪狗。条例才出
台，规范执行还有一个过程。

记者也询问了一些养狗人士， 不少人对这
个条例并不了解， 对遛狗的要求和哪些狗可以
养并不清楚。记者走访了几个街道，都没有看到
文明养狗方面的宣传。各街道、社区的文明养狗
的宣传还没有跟上。

监管是一方面， 养狗者提高自己的文明素
养也很关键。为了引导公民树立文明观念，促进
文明行为，提升社会文明水平，与《长沙市养犬
管理条例》同天实施的《长沙市文明行为促进条
例》 也明确规定： 在本市规定的养犬严格管理
区，携带犬只出户不用犬绳牵领，不为犬只佩戴
嘴套，不即时清理犬只粪便，是被禁止的不文明
行为。 只有文明养狗，狗与人才能和谐共存。

政府出台的条例代表着政府的公信力和执
行力，不管是执行机关还是普通市民，不管有多
困难，都应该严格遵守，否则损害的是政府的公
信力和信誉度，影响的是广大老百姓健康、安宁
的生活。

编辑同志：
今年4月，“长郡洋沙湖中学”的公众

号宣称他们是长沙市教育局批准的 ，长
郡集团托管的民办高中。看到学校的招
生广告后，我参加了该校的艺术生招生
考试 。后经多方打听 ，这个学校根本不
叫“长郡洋沙湖中学”，也不是长沙的学
校，更可恨的，它连办学许可证都没有。
这样的山寨学校怎么可以在网上招生
并考试 ，还进行各种虚假宣传 。希望岳
阳市教育局加强监管，不要让更多的学
生上当了。

一学生

记者追踪：
对此，湘阴县教育局回复称，县教育

局经调查核实，召开了局党组专题会议，
做出了如下处理决定： 学校宣传校名只
能是筹设申报名： 湘阴文津洋沙湖高级
中学。学校宣传资料中宣称“洋沙湖中学
是经长沙市教育局批准”，实则是由岳阳
市教育体育局批准筹设的。 现责成湘阴
文津洋沙湖高级中学负责人做出书面检
讨， 要求学校向教育局签订不违规宣传
和招生的承诺书，并落实整改措施，进一
步规范办学行为， 杜绝任何违规办学行
为。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编辑同志：
邵东县双凤乡二水厂水质提升改造

项目 ， 是该县投资较小的一个水利项
目， 2017年动工， 本来约定3个月完工。
但自开工之始就阻力重重， 施工方与凤
形村、 新福村及乡政府、 县水务局在各
种场所不知开了多少次协调会， 经县水
务局在施工现场确认变更设计图就有3
次。 工程至今没有验收、 结算并交付使
用， 老百姓仍然饮用未经任何处理的自
来水， 群众意见纷纷。 希望政府对这一
久拖未决的问题拿出实质性的解决方
案， 让2700多位村民早日用上安全的自
来水。

易民
记者追踪：

5月9日， 双凤乡政府回复说， 双凤
乡二水厂供区范围为凤形村、 新福村，
工程于2012年建成。 2017年列入邵东
县77个贫困村提质改造计划， 其中凤形
村管网延伸、 铺设配水管网进户资金
22.35万元， 新福村管网延伸、 铺设配
水管网进户资金11.15万元。 此工程分
为管网延伸和净化设施建设两起发包，
该工程由村委会为业主， 将管网延伸工
程承包给凤形村刘某， 净化设施建设承

包给新福村王某， 乡水管站对工程进行
质量监督及技术指导。 双方约定工程于
2017年8月动工， 2017年10月底完成，
主体工程实际于2018年10月完成。

工程完工后施工方提出验收申请，
经村委会同意， 邀请乡政府、 水管站相
关同志进行现场验收， 发现无阀滤池没
有按施工图进行施工， 导致虹吸装置不
能正常工作， 水质处理达不到效果， 要
求施工方对无阀滤池进行整改。 施工方
于今年4月对无阀滤池整改完成， 工程
是否达到预期效果待5月份的水质检测
报告结果出来后才知晓。 目前二水厂的
水质提升项目的污水流经处还未经硬
化、 排污口过高未经整改、 加药机目前
还未安装。 待水质处理达标后且由施工
方出具竣工验收报告才能进行工程竣工
结算。

读者认为， 双凤乡二水厂水质提升
改造项目是一项惠民工程， 政府部门应
该自始至终加强监管， 及时发现、 处理
施工中出现的问题， 确保饮水工程高质
量高效率完工。 不能让一个约定3个月
完工的工程拖了快两年还不能造福百
姓。

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编辑同志：
我家住宁远县仁和镇，4月8日晚上，

我儿子被狗咬伤，因他才3岁，说不清楚，
直到4月9日下午6点，我们才知道他是被
狗咬伤。 因被狗咬伤必须24小时之内注
射疫苗， 我赶紧带他到县疾控中心接种
狂犬疫苗， 但该中心既无人值班也无急
救电话。 我又跑至社区医院、 县人民医
院，但都无疫苗。 后经朋友介绍，说宁远
县水市镇卫生院24小时可注射狂犬疫
苗， 我才带儿子至水市镇卫生院接种了
疫苗。 整个县城晚上竟然无医院可以应
急接种狂犬疫苗 ， 还不如一个镇卫生
院。 一居民

记者追踪：
宁远县卫生健康局对此回复说，《湖南

省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规范设置指导意
见》指出，各狂犬病预防处置规范门诊应当

“每日固定工作时间开诊”， 狂犬病预防控
制技术指南中没有要求对首次暴露后的狂
犬病疫苗24小时内接种的时间限制， 所以
宁远县疾控中心的动物咬伤门诊是按照正
常作息时间上下班。城区(县疾控中心)和13
个乡镇(各乡镇卫生院)设置了14个狂犬疫
苗接种门诊， 被动物咬伤的群众可以就近
选择狂犬疫苗接种门诊。 宁远县疾控中心
门诊应急电话虽然在网上进行了公示，但
没有考虑有很多群众不经常上网， 造成了
群众的不方便。 现已要求县疾控中心立即
进行整改， 在该院动物咬伤门诊张贴咨询
服务电话。

对于在工作时间之外需要应急处理
动物咬伤的怎么办？ 5月24日，记者致电宁
远县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回复说，现在疾控
中心门诊处的门口已经张贴有应急咨询电
话，如果有急需处理的情况，工作人员会及
时进行处理。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编辑同志：
2016年上半年以来， 宁乡市沙田乡

五里村正街进行道路改造， 将原来的街
道两边进行加宽， 不少街道两边房子的
地坪都被占用了一大部分， 居民家的地
坪变窄了很多。 修路是好事， 居民让出
些地方也应该， 可现在工程早已完工，
却未见有关部门给被占地家庭任何补
偿， 也未见何时给付补偿的告示。 请问
农村修路占用土地有补偿吗?补偿标准
是多少?补偿可以去哪里领取？

龙敏
记者追踪：

最近， 宁乡市沙田乡人民政府就此
回复说， 沙田乡五里村街道道路加宽占用
了居民住宅地坪， 这个属于宁乡市黄龙公
路(黄材至沙田五里堆集镇)提质改造项目

用地补偿工作范围， 该项目由宁乡市公路
管理局负责牵头实施， 于2016年3月启动
建设， 2018年3月竣工投入使用， 五里堆
集镇段道路拓宽占地征用补偿资金于
2018年全部拨付至沙田乡五里村村民委
员会， 并由五里村村委会负责补偿资金拨
付至相关户主。 经核实， 现阶段未拨付资
金是由于相关户主长期在外地未及时与村
委会对接或所提供收款账户错误等原因。
请相关户主及时与村委会对接。

读者认为， 钱已到村委会， 却长达
半年多未到相关户主手中， 况且期间还
经过了大家回乡的春节， 以相关户主未
与村委会对接来解释实在有些牵强。 希
望村干部加强工作的主动性， 及时通知
相关户主， 将补偿款早日发放到位。

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编辑同志：
我是岳阳县一居民， 我到县不动产

登记中心办理房产过户手续已经两个多
月了，跑了七八趟，至今没有进入电脑流
程， 提交所有过户资料以后就杳无音讯
了。每次去问都说没有进入系统流程。过
户之前我就按要求提供测量图了， 也带
着测量人员到房屋现场测量过了。 不知
道究竟还缺什么手续？ 也从来没有人通
知我。两个多月时间过去了，为什么还没
有进入过户的电脑流程？

一居民
记者追踪：

5月22日， 岳阳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回
复说，该中心调查后，发现此投诉居民的受

理资料为逾期未办结的登记业务。 由于当
事人未能明确相关业务信息， 该中心未能
及时与当事人联系、 解答并导引业务资料
组织及流程申请。 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岳阳县不动产登记中心介绍说， 从去
年以来，该中心加大信息化建设投入、加快
“最多跑一次”登记改革推进，优化简化流程
与申请资料， 加强限时办结与窗口作风建
设，实现“一窗受理”和推行“一站式办结”。

读者认为， 一边是办事群众焦急的等
待、查询，一边却是资料如沉大海，逾期无人
过问。 岳阳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台便民措
施，更应该强化责任意识，抓好措施落实，更
好地为办事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编辑同志：
城市禁止限制燃放烟花鞭炮后，受到了

广大市民的欢迎，其实，农村不少村民也希
望政府出台规定，禁止、限制农村燃放烟花
鞭炮，振兴美丽乡村。

今年4月，政协双峰县委员会以“助推乡村
振兴战略实施” 为总课题开展全方位调研，分
为4个小组， 深入农村采取召开座谈会与走访
群众相结合，在调研“移风易俗，乡风文明”时，
不少群众纷纷向调研组反映， 农村里死了人、
讨亲嫁女、起屋上梁、生日、搬家等一些喜事，
都要燃放烟花鞭炮，谁家放得多，好像谁家的

喜事就办得热闹， 一些经济不富裕的人家，为
了比热闹，不甘落后，打肿脸充胖子，借钱燃放
鞭炮。 其实大多数人并不愿意大肆燃放鞭炮，
但不敢不放，怕别人讽刺。 借双峰县政协到农
村调研的机会，他们发自内心地向调研组倾诉
燃放烟花爆竹的害处，希望能够得到解决。

农村燃放烟花鞭炮不仅只是双峰县存
在，其他地方也普遍存在这个问题，为此，建
议政府出台农村禁止燃放烟花鞭炮的规定，
至少在目前要出台限制燃放烟花鞭炮的措
施，让乡村面貌变得更加美好。

双峰县杏子铺镇 肖展发

� � � �·生猪屠宰场杀猪噪声不断
邵阳市金湘花园小区附近有一个肉联厂的生

猪屠宰场，常年凌晨2点至6点杀猪，猪的凄厉叫声
不绝于耳，小区的小孩、老人经常受到惊吓，即使
住在20多层的楼上仍然可以听到，严重影响了小
区居民的睡眠和身心健康。请有关部门查处，督促
企业采取封闭式作业或搬迁， 解决屠宰场噪声严
重扰民的问题。 李先生

·永顺县南山路安全标识太少
永顺县南山路法院门口日前又发生一起小车

与摩托车相撞的交通事故。 南山路自建成通车以
来，发生了很多起交通事故。 南山路双向六车道，
但交通安全标志牌很少，红绿灯也少，如路牌、道
路设施指示牌、路旁各单位、居民院落出入口标识
标牌，有的不规范，有的没有。红绿灯本来就少，有
时坏了也无人修复。 一居民

·亮化工程灯光扰民
益阳市发改委办公区， 晚上围墙灯光太强且

彻夜通明，严重影响其周围居民的睡眠质量。恳请
益阳市发改委及同一院内办公单位， 从节约能源
及亮化城市以不影响市民晚间休息为原则， 将其
围墙灯光在晚上10点半后关闭。

一居民
·小区夜宵摊点越开越多
龙山县岳麓大道世纪春城小区楼下有3家夜

宵店噪音巨大，半夜总有人大吵大闹发酒疯，附近
信和大院、新农业局宿舍、世纪春城小区的居民不
堪其扰。曾拨打过政府热线电话寻求帮助，没得到
解决反而又新开了两家夜宵店， 现在已严重影响
居民休息。 盼城管部门尽快执法。

李先生

� � � � 5月5日，《湖南日报》“社情民意”版刊发
《不愿提供复印件 重复体检太折腾》的学生
投诉后， 湘潭市第二人民医院领导高度重
视， 组织人员对该事件进行了全面调查，全
面“解剖”健康管理科在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和薄弱环节，共同研讨改进方案。

就体检者反映要求复印体检结果遭拒
的问题， 医院根据不同体检结果的时效性，
再次明确了可以提供复印件的节点时间、办

理程序， 要求健康管理科必须严格执行到
位，管理部门强化监督。 就反映的服务态度
差的问题，一是对当事人和责任科室作出严
肃处理， 二是拟制作科室规范化用语手册，
三是增设专人负责引导患者检查。该院负责
人表示，医院将全力提升服务品质，进一步
优化市民就诊体验， 更好地服务人民健康。
同时也欢迎广大市民进行监督。

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湘阴文津洋沙湖
高级中学虚假宣传

惠民工程岂能如此拖拉

县城晚上无处接种狂犬疫苗

修路占地补偿款为何迟迟不到位

办理房产过户两个多月没音讯

� � � �养犬条例在省会长沙实施近一个月了，养狗人行为意识改变不大，
相关配套设施还未跟上———

文明养犬：各方仍需努力

微言微语

农村也应禁限燃放烟花鞭炮

呼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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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舆论监督 提升服务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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