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亚洲动物基金主办，美国国际人道对待动物协

会协办的第五届中国养犬管理研讨会于2013年11月

14日落下帷幕。本届研讨会持续两天，得到来自全

国40个主要城市的公安以及城管等犬只管理部门的

政府官员、各地民间动物保护组织，以及多家国际

动物保护机构的支持与参与，超过130人共聚广州，

其中包括来自28个城市的62位政府部门的代表，共

同进行讨论和交流。  

通过多年国内外养犬管理工作者的摸索，“犬只

管理的根本在于管人——犬主”的理念逐步得到越

来越多人的认同。养犬管理实际上是对养犬人行为

的管理，犬只伤人扰民、影响环境卫生等一系列的

问题，都需要靠提高养犬人的素质，做到文明养犬

来解决。  

会议上，广州市公安局和大家分享了广州养犬

管理工作管理的成功经验。亚洲动物基金也将最新

编写的《中国各地养犬管理经验和建议汇编》手册

发给所有与会代表，并给大家介绍了该汇编的一些

核心内容。美国国际人道对待动物协会的专家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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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门与民间组织如何协作，发挥在养犬管理中的作用 

——第五届中国养犬管理研讨会顺利举行  

亚洲动物基金中国猫狗福利项目主管吴莉苹女士在会议
上给大家介绍了民间组织与地方政府的一些合作模式和
成功经验  

狗医生Eddie作为神秘嘉宾出现在会场上  

广州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五大队江巍副大队长给与会
代表分享了广州市养犬管理条例制定及执行的经验  



 

通过介绍美国当地养犬管理工作，为会议带来了专

业的意见。香港爱护动物协会的代表也和大家分享

了实用的知识与技能。此届会议中设置了大量的讨

论环节，除了有所有代表一起的头脑风暴集体讨论

以外，还安排了政府以及NGO的分组讨论，共同探

讨可行的方法解决实际问题。来自法律、兽医界、

狂犬病防控等方面的会议特邀专家也为大家提供了

很多很有帮助的意见。  

参观广州市犬只留验所是会议的一个亮点环

节。犬只留验所于今年4月正式投入运行并对外开

放。留验所较合理的功能分区以及硬件软件配套

设置，通过政府投入，购买服务，与民间组织合

作等共赢模式，向代表们展示了广州养犬管理工

作的先进经验。 

亚洲动物基金持续每年举办全国性养犬管理

研讨会，希望能为中国各地方政府养犬管理部门

提供一个开放而专业的平台，让各地与会代表相

互交流各自的成功经验和科学管理方法，并且学

习了解国内、外先进的养犬管理经验，同时促进

政府部门与当地动物保护组织的合作，使各地养

犬管理工作更科学、人道和有效。  

共庆“世界动物日”，线下活动火热进行中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广州从化） 

这次巡展活动是由中山大学南方学院外国语

言文学系承办的，三天展期至少吸引了600名该

校师生参观。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在巡展开始前同

样以“我和它共享爱”为主题向校内同学发起了

一个摄影作品征集作为预热活动，校内的优秀作

品也跟全国比赛获奖作品一同出现在展览现场。 

 

 红星路35号创意产业园兔脚展厅（成都） 

  这次展览为期10天，为了让更多成都市民参

与其中，创意园特别在巡展开始前举办了一次线

上活动，大家通过微博上传自己与伴侣动物的照

片，分享和它们的故事，便有机会和大赛的优秀

作品一同展出。这个新颖的互动方式大受欢迎，

许多市民积极参与，并特地在巡展开幕这天前来

创意园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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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保组代表们在分组讨论环节中交流沟通 

与会代表发言提问 

代表们参观广州市犬只留验所 

亚洲动物基金2013“我和它共享爱”微摄影大赛的网络评比结束后，获奖作品全国巡展随之展开，我

们收到了来自38个城市的107个团队的参展申请。截止到11月底，来自上海、大连、石家庄、合肥等9个

城市的45个团队已完成了68场巡展。精选部分巡展照片跟大家分享： 



 

 远洋城商业广场（唐山） 

远洋城的巡展共持续了20天，共计吸引了约6

万人次的参观。感谢当地承办团体唐山市小动物

救助中心的辛勤付出！目前，所有作品已转移到

唐山河北理工大学轻工学院院内铃鼓艺术沙龙继

续展出。 

除了微摄影大赛获奖作品巡展，本次“我和它

共享爱”系列活动还包括亚洲动物基金与“特别

支持单位”嘉凯城集团在杭州、苏州等城市开展

的文明养犬社区宣传、关爱动物骑行宣传、流浪

猫狗救助基地义工体验日等线下活动。这些活动

都得到当地市民的热心响应和积极参与。 

“我和它共享爱”系列活动部分报道： 
http://www.sc.chinanews.com.cn/news/2013/1123/0839223860.html 
http://www.cdb.org.cn/ngo_talkview.php?id=4164 
http://www.gxst.net/bencandy.php?fid=93&id=9281 
http://xinwen.ouc.edu.cn/ghttxsz/yxjjzy/xwlb/2013/11/24/65666.html 
http://www.hicc.cn/xbxw/3314.jhtml 
http://news.hangzhou.com.cn/xwzxhz/content/2013-11/10/content_4960140.htm 
http://roll.sohu.com/20131112/n389996150.shtml 

亚洲动物基金持续在全国开展《做健康吃货，

请拒吃猫狗》公益宣传，我们的公益广告共覆盖

了14个城市的294个媒体广告位，同时在淘宝公

益、益播公益广告联盟等网络平台上也受到极大

的关注和支持。 

我们的公益宣传还得到知名报刊的鼎力支持，

《南方都市报》“南都公益 爱连帮”免费为我们

刊登了多期公益广告。期待更多媒体能够加入我

们的宣传行列，一起为改善猫狗的生存处境和福

利状况发声！  

做健康吃货，请拒吃猫狗 

3 

由嘉凯城集团招募的义工到苏州市小动物保护志愿者
协会基地参加志愿服务  

杭州社区文明养犬宣传现场     

《南方都市报》上刊登的《做健康吃货，请拒吃猫
狗》公益广告 



 

关爱动物，有你有我 

“少年环保派”社团是深圳北师大南山附校中

学部九年级学生自发组织的公益社团，今年年初

起开始计划并实施“拒食猫肉狗肉”项目。亚洲

动物基金特别向他们提供了全程辅导和宣传物料

支持。今年11月，“少年环保派”获得了深圳市

第二届青少年公益实践国际交流大赛唯一一个一

等奖。 

来自评委之一的深圳市关爱行动办公室副主任

陈励女士对该社团予以了高度评价，她说，“学

生们善于寻找社会资源，找专业人士的支持是非

常好的做法。引入关爱动物的项目--狗教授，并把

目标订在为动物保护法的出台做出贡献，这是长

远目标和近期计划的一个很好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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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医生”、“狗教授”11月活动精选 

亚洲动物基金于11月在广州、深圳、成都以及香港4地共开展了33次“狗医生”探访活动，探访人

数为1382人；14次“狗教授”课程和8次“关爱动物 善待生命”公众宣传活动，为超过1750人宣传相关

知识。现和大家分享其中的一些精彩点滴：   

广州公安携手“狗教授”，“文明养犬进

校园” 

11月29日，广州3位“狗教授”和广州公安

治安管理支队的警察叔叔们一起来到东风东路小

学，给同学们开展“文明养犬进校园”宣传活

动。这一次，除了我们带去的常规“狗教授”课

程，警察叔叔也通过视频和讲座，让同学们了解

了《广州市养犬管理条例》的内容和文明养犬的

知识。同学们都聚精会神地听着讲座，在和“狗

教授”的互动环节里，更是迫不及待地和它们亲

密玩耍。相信同学们通过今天的课程，都已经学

会如何和狗狗等小动物交朋友、友好相处啦！ 

感谢广州公安对动物的关怀和积极正面的文明

养犬宣传！我们欣喜地看到，广州市养犬管理工

作快速发展，一直积极开展文明养犬宣传，许多

措施和做法也非常有创新性，给全国的养犬管理

工作树立了好榜样！ 

媒体报道： 

信 息 时 报 ： http://informationtimes.dayoo.com/

html/2013-12/02/content_2470011.htm 
 

 

广州市公安治安管理支队的江巍队长给同学们讲解文
明养犬的知识  

来，多多，我们交个朋友吧！  

“少年环保派”获得了深圳市第二届青少年公益实践
国际交流大赛一等奖    

http://informationtimes.dayoo.com/html/2013-12/02/content_2470011.htm
http://informationtimes.dayoo.com/html/2013-12/02/content_2470011.htm


 

“狗教授”嘉年华约定你！ 

——深圳、成都市民与“狗教授”齐齐学

习关爱动物  

11月3日和30日，“狗教授”们先后来到深圳

宝能All City购物中心和成都文轩书城，和大小朋

友们共度嘉年华，齐齐学习关爱动物知识。“扮

猫扮狗趣味涂”、“猫猫狗狗伴你行”、“安全

相处我知道”等摊位游戏，让大小朋友们玩得不

亦乐乎！更有名为“Eddie”的超大狗狗布偶邀请

大家与它玩耍、合影，憨态可掬的它身后簇拥着

一大堆“粉丝”！ 

除了各种关爱动物的游戏，“关爱动物，善待

生命”狗教授小课堂里，老师向大家讲述了狗狗

是我们的好朋友，它们有哪些感受与人相似，怎

么跟一只狗做好朋友，以及如何照顾它们等等。

无论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听得非常认真。待

到与真正的狗狗互动时，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欢

乐无比。一位小朋友轻轻摸着“狗教授”多多的

头，开心地说：“狗狗好可爱，我现在知道怎么

跟它们交朋友啦！” 活动后，我们了解到很多孩

子主动在班级里向同学们介绍怎么同狗狗交朋

友，家长们也对这样的活动反应良好，觉得关爱

动物是必须从孩子开始认识到。  

 

香港“狗医生”Cha Cha荣获“英雄

犬”奖 

自从6年前加入亚洲动物基金香港的“狗医

生”计划以来，Cha Cha的主人Helen带着它共参

加了250多次“狗医生”探访活动，去到老人看护

之家、医院、学校和住宅小区，探访有需要的人

们，给他们带去慰藉和快乐。11月3日，香港“狗

医生”Cha Cha获得香港公安和香港爱护动物协

会授予的“英雄犬”奖。 

Helen和Cha Cha，谢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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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狗教授”和大家打招呼啦—Eddie（大）和多
多（小） 

家长和小朋友一起参与摊位游戏  

大小朋友们认真听着“关爱动物，善待生命”讲座  

两个小朋友之间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寻找“动保宣传好伙伴” 
——亚洲动物基金为您提供免费宣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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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特别感谢嘉凯城集团为庆祝“世界动物日”微

摄影大赛获奖作品全国巡展活动提供捐赠和大力支

持。  

2.   特别感谢中国青年动物保护联盟对“2013我

和它共享爱”微摄影大赛获奖作品巡展的大力支持

和配合！  

3.   感谢狗医生Anna的主人杨帼慧小姐和同事们

多次为狗医生探访活动捐献给孩子们的礼物。 

4.  特别感谢渣打银行南山前海支行、美乐美绘文

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各为深圳“狗教授”嘉年华活

动提供的支持和协助。  

5.  感谢以下合作机构和我们一起开展狗医生、狗

教授、社区宣传等活动： 

广州：广州青年志愿者协会启智服务总队星梦情真

分队、广州基督教青年会（YMCA）笑口组  

深圳：深职院外语分院心语志愿者、暨南大学深圳

旅游学院I Care、星巴克  

成都：新华文轩书城、成都凯丹广场  

6. 感谢以下志愿者积极参与狗医生、狗教授活

动： 

广州： 

狗医生：豆豆、小美、毛毛、张翠花、妹妹、肥婆

猪、陈宝宝、Meimei、巴迪、Miko、番薯、黄吴

文 迪、Snowy、多 多、Lucky、几 米、小 白、

Money、金仔  

义工：陈素茹、马楚坤、张京、吴丽仪、程文、谢

金蓓、陈蔚昕、郑穗阳、陈雯毅、谭静妍、丘敏

华、吴梦华、许芳、陈韵、李翠莹、周碧霞、梁飞

燕、黄晓方、李丹、陈志贤、杜佩莲、黄洁贤、梁

洁华、黄颖华、高思、利俊雯，郭龙，谭思曼，钟

子殷，蒋煜炜，刘翔鹭、黄烁林、李晓婷、冯慧、

刘璐、张琳、何玉桃、何莹、黄小健、梁碧仪、张

艺龄、陈颖瑜  

深圳： 

狗医生：Momoco、多多、妞妞、apple、辣椒、

泰勒、Q仔、登登、嘉欣、吴记、小白 

义工：吴莉莉、闫鹰鹰、褚婷婷、area、徐斌、

宋瑾、毛玉芳、甘辉、李滔、吴阳春、陈晓晨、马

铭迈、林琳、林黎爽、陶洁、孙新颖、王超、杨雨

其、赵全、李畅、冯岚、沈雪梅、翟天奇、雷虹  

成都： 

狗 医 生 ： 小 宝、丁 丁、米 兰、维 尼、阿 波 罗、

DODO、妮妮  

义工：史芸蔓一家、彭娟、荆琪一家、胡瑾、张

静、张洋、万佳、刘岑、顾琅、李苗、杨斯雯、刘

惠玲、肖赛格、周珊珊、李颖  

亚洲动物基金网站：www.animalsasia.org.cn  

亚洲动物基金中国猫狗福利项目介绍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YyMzA2MDQw.html 

新浪微博：@亚洲动物基金AAF， 

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u/1930506904  

腾讯微博：@亚洲动物基金， 

腾讯博客：http://user.qzone.qq.com/1013029020  

微信：亚洲动物基金  

 

 

欢迎大家转发此通讯到各大网

站、论坛和个人博客。 

亚洲动物基金中国猫狗福利项目 

亚洲动物基金香港“狗医生”、“狗教授”项目 

 2013年11月 

感谢社会各界的支持和捐助 

11月共有6个团体申请宣传资料开展活动，包

括南昌市小动物保护协会、广西柳州流浪猫狗救助

小站、北京领养日、克拉玛依落难动物救助中心、

武汉市小动物保护协会、江西科技师范大学青年志

愿者协会等团体和个人。 

亚洲动物基金为各地团体免费提供猫狗福利宣

传资料，包括“拒吃猫狗”，“文明养犬，做负责

任猫狗主人”，“如何与小动物友好相处”，“关

爱动物我行动”等主题，欢迎大家申请，详情请咨

询：drdogchina@animalsasia.org。我们鼓励大

家多次开展活动以及申请资料，并且建议资料的派

发使用请遵循有效、环保、不浪费的原则。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YyMzA2MDQw.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