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請者免費寄送超過9萬份愛護動物

的宣傳資料，幫助他們開展當地的

宣傳教育活動共計超過70場，活動

總影響人數超過10萬人。

2011年10月四川自貢市攔車

救狗事件中救下來的300多隻狗兒

被送進啟明小動物保護中心。在

2012年，亞洲動物基金繼續為這

批狗兒提供必要的幫助，包括提供

�部的狗糧以及3個負責照顧的工

人�年的工資；為狗兒提供獸醫支

持，協助重病重傷狗的醫治，並為

犬隻注射狂犬疫苗；同時提供管理

支持，幫助啟明對收容所犬隻分區

管理，建立犬隻檔案等。

針對今年某些城市出現不合

理的養犬管理規定、對流浪犬的捕

�、收容所管理不善等問題，我們

及時向相關部門發出我們的建議

信，對其中的不合理部分提出修

改建議，並與有關部門對話，希望

對方對城市犬隻進行科學人道的管

理。同時，針對一些虐待貓狗、鬥

狗事件、殘忍處理流浪貓、以及狗

肉節等公眾事件，我們也做出了相

應的快速回應和跟進，今年共計發

出建議信19封。

今年我們共為來自國內32個

城市的54個動物保護團體和個人申

廣州、深圳、成都三地“狗

醫生”志願者們在2012年共舉辦

了82次探訪活動，為57家福利機

構的共5千多位老人家、特殊兒童

帶去了狗狗陪伴特有的快樂和慰

籍。同時這些狗狗志願者還擔任“

狗教授”，為近6000名學生授

課，教育孩子們關愛動物，善待生

命；在各大社區開展了39場公眾教

育活動，為近4萬名群眾普及動物

福利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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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長沙市小動物保護協會聯

合亞洲動物基金推出的2012年

動物保護公益廣告已經在該市20

個公交車站發布，共40幅廣告持

續半年在長沙街頭向市民進行宣

傳。我們非常感謝長沙市小動物

保護協會以及所有為此出力的朋

友，通過公益站牌的展示，讓“

關愛動物”的理念傳播得更廣。

2012年“狗醫生”年度考試

分別在廣州、深圳和成都三地舉

行。今年共有22隻狗狗通過考試，

成為新一批“狗醫生”。新上任

的“狗醫生”將和它們的主人一起

定期探訪老人和特殊兒童，為有需

要的人送去狗狗特有的溫暖陪伴。

2012.02
應成都市政協邀請，亞洲動

物基金成為課題研究小組成員，

兩次參與會議調研討論《成都市

養犬管理法規》實施情況，對法

規存在的問題及不足提出補充，

給實施中出現的問題給予一定的

建議，強調了對一般養犬者教育

的重要性，養犬管理非對犬的管

理，而是對養犬人的管理，這一

理念得到了大家的認同。

我們在成都龍橋黑熊救護中

心周邊村落開展“做負責任貓狗

主人”的宣傳，籍著當地召開選

舉大會的機會，我們向當地政府

提供了共約1500份單張，包括愛

貓愛狗手冊、拒吃貓狗單張、如

何與小動物友好相處等主題。

為幫助成都公安局犬隻管理

工作人員在捕捉流浪犬隻時採取

更為人道和科學的手法，同時促

進民間機構與政府機構的良好關

係。我們特向成都公安局犬隻管

理協調小組辦公室捐贈從香港進

口的人道捕捉犬隻工具5個。

2012.03

深圳“狗醫生”考試，溫順的小Q順利過關當上
今年的“狗醫生”

由北京幸運土貓和亞洲動

物基金共同舉辦的第一屆中國貓

只科學管理研討會在北京順利召

開。本屆研討會得到來自�國20

多個主要城市的30多家國際和民

間動物保護組織及獸醫專業人士

的支持與參與。超過70人共聚

首都，共同討論和交流流浪貓絕

育計劃，希望通過對貓群進行系

統、科學的管理，來解決流浪貓

過剩及擾民問題，讓流浪貓與居

民和諧相處，並改善貓咪的生存

環境。大會組委會還發布了由幸

運土貓和亞洲動物基金聯合編寫

的兩本手冊《流浪貓TNR項目指

導手冊》和《中國獸醫貓狗絕育

手術指南》，為TNR項目的順利

開展提供了強有力的專業資料。

上：亞洲動物基金資深獸醫莫妮卡女士在發言
下： 與會代表參觀北京幸運土貓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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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大家對動物福利有

更深刻的認識，同時也答謝志願

者們對我們工作一貫的支持和無

私的奉獻，亞洲動物基金舉辦了

2012首屆中國貓狗福利項目志願

者夏令營。 6月9日到10日，為期

兩天的夏令營分“成都營”“廣

深營”同時進行，活動豐富，不

但有精彩的動物福利講座，營友

還分別參觀了成都的黑熊救護中

心以及香港愛護動物協會。

由廣州市公安局和亞洲動物

基金共同組織的“羊城滿寵愛，

校園揚文明”——“文明養犬”

進校園主題宣教活動在廣州市天

河區華景小學舉行。這是把“狗

教授”生命教育課程與公安局“

文明養犬”校園宣教活動相融合

的首次成功嘗試。

亞洲動物基金捐贈1000支英

特威疫苗及文明養犬宣傳資料用於

瑞士動物保護協會在平遙開展“粉

紅項圈計劃”（為平遙犬隻免費注

射疫苗並贈送粉紅色項圈），幫助

平遙古城開展犬只狂犬疫苗接種，

宣傳文明養犬，說服有犬家庭參與

免費犬隻絕育計劃，最終提高古城

居民的伴侶動物福利意識。

廣州“狗醫生”團隊參加了由

共青團廣東省委員會、廣東省青年聯

合會主辦，南方都市報聯合主辦的廣

州白雲時尚音樂節暨親青匯公益嘉

年華。現場除了“狗醫生”與市民互

動外，還通過各種有趣的狗狗知識猜

謎、填色和畫臉遊戲，讓大家在歡樂

中接受了關愛動物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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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4 2012.05
繼去年底聯合成都市公安

局犬隻管理領導小組，在成都市

各大社區開展文明養犬社區宣傳

活動，取得社區居民的廣泛贊同

後，今年我們再度攜手成都公安

在成都開展了共8場社區宣傳活

動，希望通過此活動增強養犬人

的責任心和自律感，緩解社區因

養犬而產生的矛盾。

在接獲國內外大量來電抗議

關於廣西省玉林市即將舉辦的以吃

狗肉、荔枝為賣點而進行的狂歡狗

肉荔枝節,我們去信玉林市政府，

向其闡明國內狗肉消費背後的黑色

產業鏈，及其對社會和諧文明、公

眾食品安�等帶來的惡劣影響。請

求當地政府取消玉林荔枝狗肉節，

來幫助那些保護和幫助人�的動物

們獲得公正的對待，給予它們在社

會中應有的尊重。

20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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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指山西太原流浪狗狗愛

心家園因資金缺乏，收容犬隻生存

狀況非常糟糕，大量犬隻被活活餓

死。亞洲動物基金第一時間與太

原市公安局養犬管理辦公室及太

原愛心家園聯繫，為其寄送了收

容所管理方面的指導手冊資料，

以及我們歷屆的養犬管理會議會

刊和人道養犬管理建議。並協助

聯繫瑪氏食品，捐贈了價值1萬餘

元的狗糧給愛心家園。

慶祝世界動物日“2012我和

它共享愛”微攝影大賽再次舉辦。

本次攝影賽總參與人數為28800多

人，參賽照片2448張，微博原創

以及轉發量達到13萬5千多條。大

賽以設置了“我們齊歡笑”、“就

是一家人”、“最感動眼神”、“

給力創意拍”、“流浪的天使”五

大獎項。最後5幅作品獲頒�國金

獎，49幅作品獲頒�國優勝獎。

隨後獲獎作品在�國17個城市進

行巡展，共計36場，得到市民群

眾的大力支持。

由亞洲動物基金，大連寵愛

天下，美國國際人道對待動物協

會，及大連市養犬管理辦公室共同

舉辦的第四屆中國養犬管理研討會

於2012年8月在大連順利召開。本

屆研討得到來自�國30多個主要

城市的75位公安以及城管等養犬

管理部門的政府官員，以及各地民

間動物保護組織、多家國際動物保

護機構的支持與參與，超過120人

共聚大連，共同討論和交流科學人

道的養犬管理。

著名搖滾樂隊“麥田守望者”

主唱蕭瑋和鼓手蘇陽參加成都“狗

醫生”探訪老人院活動，蕭瑋更是

親自當起志願者，抱著“狗醫生”

與老人親切互動。

亞洲動物基金中國貓狗福利部

受邀出席由美國人道對待動物協

會HSUS主辦的Taking Action For

Animals會議並在會上發言，向與

會者介紹亞洲動物基金在中國如何

開展工作，幫助改善伴侶動物貓狗

的福利狀況。發言得到了與會者的

高度評價和支持，大家都很關注中

國的動物福利，並為亞洲動物基金

在中國為動物們所做的工作感到高

興與鼓舞。

2012.07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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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8

第四屆中國養犬管理研討會在大連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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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舉報並發出舉報與建議信，懇

請相關部門對此“鬥狗’事件立

即進行查處，阻止這种血腥、殘暴

的場面傳播，避免更多的犬隻無辜

受傷或死亡。

廣州、成都和深圳三地舉

行“親親狗醫生同樂日（親親狗狗

步行日）” 暨“我和它共享愛”

微攝影大賽頒獎典禮，邀請特殊小

朋友與多位溫順可愛的“狗醫生”

玩遊戲並親密接觸。同時多位“狗

醫生”以及義工因長期的志願服務

得到嘉許和獎勵。

亞洲動物基金邀請各地關

愛動物人士、動保組織、高校社

團一起舉辦“2012我和它共享

愛”——“關愛動物騎樂無窮”，

以自行車騎行並沿途宣傳的方式，

宣傳“從身邊做起，關愛動物我行

動！”來自�國21個城市的55個

問答環節，來自天津公安局的王警官在台下提問

騎行小組在當地開展了騎行宣傳，

活動總計參加人數共1431人，徵

集到支持者的簽名數約四萬個，沿

途影響人數達60000以上。

繼今年初我們在北京召開第

一屆中國貓只科學管理研討會後，

我們又再次聯手幸運土貓分別為漳

州市小動物科學養護救助中心以及

天津希望貓救助行動小組開展流浪

貓絕育計劃（TNR）深度培訓，同

時我們也向以上兩團隊捐贈TNR所

需的工具和資料。培訓包括講座、

討論和操作演示，把幸運土貓多年

的經驗與成果向兩個團體的核心成

作為參選項目中唯一一個關

注動物保護的公益項目，亞洲動

物基金“狗醫生”項目從144個參

評項目中脫穎而出，最終獲得“

公益中國”2012年度評選（“For

Better China 2012” Annual

Award）的“入圍獎”，該活動由

第一財經日報和公益時報主辦。

就媒體報導關於“中國南方

航空公司托運犬隻Mars死亡”的

消息我們致信並懇請中國民用航空

局完善我國活體動物航空托運的相

關法規和管理，規範中國各航空公

司、機場及相關行業人員在活體動

物托運方面的管理和指引，保證運

輸動物的安�和基本福利，確保日

後不再發生此�事故。

多個網站新聞上出現亳州

市“鬥狗”正在廝�的照片，現

場情況十分殘忍、血腥，我們致

電亳州市文化旅遊局和公安局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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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進行詳細介紹。我們希望當地團

體能將這些經驗更規範系統的運用

到當地的TNR項目中，真正幫助本

地的流浪貓，避免更多的流浪貓出

生和受苦，改善人貓矛盾，降低貓

咪被虐待驅趕撲�的風險。

亞洲動物基金中國貓狗福利

項目為2013年設計了一本精美的

台歷，這是貓狗福利部門的第一

本台歷。裡面除了涵蓋中國貓狗

福利項目一些主要的精彩活動，

以及所有“志願狗狗”——狗醫

生的大頭貼外，還在每個月�上

貓狗護理的注意點。

2012.12

成都資深狗醫生“妞妞”因

病去世。妞妞是中國大陸第一批

狗醫生，從2004年開始定期探訪

老人和特殊孩子；512地震後，妞

妞和“狗醫生”隊伍作為狗狗界

的愛心大使，探望災區的孩子。

我們萬分感謝並永遠懷念妞妞！

我們受到深圳市文錦社區工

作站邀請，與羅湖區3位人大代表

到社區開展文明養犬宣傳活動，

派發文明養犬資料以及深圳市養

犬條例手冊，並現場解答市民相

關問題。

2008年6月狗醫生探訪5.12地震受災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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