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庆祝“世界动物日”微摄影大赛顺利举办！

由亚洲动物基金主办，一年一度的为庆祝“世

界动物日”而举办的微摄影大赛又在 8月份和大

家见面！本次大赛由一直鼎力支持动物保护的莫

文蔚担任形象代言人。（活动链接：

http://event.weibo.com/993930）经过评委组

的严格审核和多方因素考虑，共 33 幅作品入围

本次大赛的 3个类别奖项，其中 3幅为“全国金

奖”，30 幅为“全国优胜奖”。目前已正式进入

获奖作品公示期，并将于9月26日正式公布赛果。

获奖作品公示如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3113298010

1a1g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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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动物基金中国猫狗福利项目精彩活动回顾

2013年7-8月

    本次大赛以“2013 我和它共享爱”为主题，

设置了 “就是一家人”、“最感动眼神”、 “流浪的

天使”三大奖项。参赛照片超过 2600 张，相关

微博共超过 13000 条。通过这个活动，参赛者们

用照片展现跟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的它的故

事，诉说着和动物们有关的大事小情。我们希望

给大家提供一个展示和分享作品的平台的同时，

向更多的社会公众发出呼吁：善待伴侣动物，关

心身边的流浪动物，拒绝食用猫狗，做个文明负

责的猫狗主人！ 

    后续“2013 我和它共享爱”系列活动还将包

括 9-11 月份的“随手拍做健康吃货”微博转发活

动，呼吁大家正视餐桌上的猫狗肉来源问题，以

及 10-12 月举办的微摄影大赛获奖作品线下全国

巡展等，请继续支持我们并行动起来赶快加入吧 !

了解更多“2013 我和它共享爱” 庆祝世界动物

日系列活动情况，请点击：

http://weibo.com/1868995340/A2fwkDfhE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31132980101a1g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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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一家人”金奖

做健康吃货，请拒吃猫狗

食用猫狗问题诟病已久。大量媒体报道显示，

每天被送上餐桌的猫狗，极有可能来源于被偷盗

抢夺的家养猫狗、或被抓捕的流浪动物。公众如

果食用，不仅有可能成为违法行为的帮凶，更给

自身健康带来巨大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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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大赛以“2013 我和它共享爱”为主题，

设置了 “就是一家人”、“最感动眼神”、 “流浪的

天使”三大奖项。参赛照片超过 2600 张，相关

微博共超过 13000 条。通过这个活动，参赛者们

用照片展现跟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的它的故

事，诉说着和动物们有关的大事小情。我们希望

给大家提供一个展示和分享作品的平台的同时，

向更多的社会公众发出呼吁：善待伴侣动物，关

心身边的流浪动物，拒绝食用猫狗，做个文明负

责的猫狗主人！ 

    后续“2013 我和它共享爱”系列活动还将包

括 9-11 月份的“随手拍做健康吃货”微博转发活

动，呼吁大家正视餐桌上的猫狗肉来源问题，以

及 10-12 月举办的微摄影大赛获奖作品线下全国

巡展等，请继续支持我们并行动起来赶快加入吧 !

    为了唤起公众对食用猫狗背后的安全隐患和

违法事实的关注和认知，从而做出自己正确的选

择，避免成为黑色产业链的帮凶。亚洲动物基金

特别设计了主题为“做健康吃货，请拒吃猫狗”

的系列公益广告。目前，我们的线下广告已登陆

北京、石家庄、长沙、长春，并将陆续登陆上

海、广州、深圳、成都、邯郸、武汉、南宁、沈

阳等多个城市的地铁、公交站及楼宇广告等媒

体。同时，我们也将通过淘宝公益、益播公益广

告联盟等网络平台向公众揭示食用猫狗黑色产业

链背后的隐患。

    与本系列线下广告同时进行的“随手拍做健

康吃货”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我们在新浪和腾

讯微博持续公布已发布拒吃猫狗公益广告的城

市，鼓励大家在自己所居住的城市寻找“做健康

吃货，请拒吃猫狗”公益广告或海报，通过合影

发#随手拍做健康吃货#的话题在微信微博参与互

动并请朋友一起转发。

（详情请见： 

http://weibo.com/1868995340/A6XE0ec4Q）快

快加入我们的活动吧，还有奖品等着你哦!

了解更多“2013 我和它共享爱” 庆祝世界动物

日系列活动情况，请点击：

http://weibo.com/1868995340/A2fwkDfhE

“最感动眼神”金奖

“流浪的天使”金奖



食用猫狗问题诟病已久。大量媒体报道显示，

每天被送上餐桌的猫狗，极有可能来源于被偷盗

抢夺的家养猫狗、或被抓捕的流浪动物。公众如

果食用，不仅有可能成为违法行为的帮凶，更给

自身健康带来巨大隐患。

食用猫狗问题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很多名

人也纷纷用不同的方式声援拒食猫狗。感谢爱护

动物的张嘉倪通过举牌拍照并发送微博的方式支

持我们！如果你也愿意，请转发我们的微博。希

望有更多关爱动物而又有影响力的人士，能够加

入我们的行列，发动身边的支持者：拒吃猫狗，

我承诺！

微博链接：
http://weibo.com/1868995340/A5tdj0wo4

拒吃猫狗，从星开始

长沙公交候车亭 石家庄公交候车亭-省人大招北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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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LED屏幕广告

    为了唤起公众对食用猫狗背后的安全隐患和

违法事实的关注和认知，从而做出自己正确的选

择，避免成为黑色产业链的帮凶。亚洲动物基金

特别设计了主题为“做健康吃货，请拒吃猫狗”

的系列公益广告。目前，我们的线下广告已登陆

北京、石家庄、长沙、长春，并将陆续登陆上

海、广州、深圳、成都、邯郸、武汉、南宁、沈

阳等多个城市的地铁、公交站及楼宇广告等媒

体。同时，我们也将通过淘宝公益、益播公益广

告联盟等网络平台向公众揭示食用猫狗黑色产业

链背后的隐患。

    与本系列线下广告同时进行的“随手拍做健

康吃货”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我们在新浪和腾

讯微博持续公布已发布拒吃猫狗公益广告的城

市，鼓励大家在自己所居住的城市寻找“做健康

吃货，请拒吃猫狗”公益广告或海报，通过合影

发#随手拍做健康吃货#的话题在微信微博参与互

动并请朋友一起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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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加入我们的活动吧，还有奖品等着你哦!



从去年年底开始，亚洲动物基金联手北京幸运

土猫团队陆续在漳州、天津和长沙为当地动保团

体开展了流浪猫绝育计划深度培训。7-8 月，我

们将培训延伸到了熙熙森林广州猫和石家庄一米

爱流浪猫救助团队。

    通过多次培训，我们认识到流浪猫绝育计划

的开展应该不仅仅是技术上的分享，对于当地团

队来说，更重要的是团队自身能力建设。因此，

在培训过程中，从诱猫笼的使用方法到团队的构

建和发展，幸运土猫的讲师都将多年来积累的成

功经验分享给这两个团队的骨干成员。

    石家庄站，我们特别参观了一米爱开展群护

工作的公园。除了少数“新丁”外，公园里大部

分猫咪都已完成绝育。此外，幸运土猫网站也为

这里的猫咪提供了领养平台。希望我们的行动能

够改善它们的生存环境，帮助更多猫咪重返家园。

流浪猫绝育计划团体深度培训---广州&石家庄站

与熙熙森林广州猫分享经验 参观石家庄一米爱群护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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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中旬，得知舟山市普陀区因为犬只整治而

对区域内的流浪犬进行扑杀后，亚洲动物基金即

刻与普陀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相关工作人员

取得联系并证实消息属实。经过深入沟通，普陀

城管工作人员表示愿意接受我们关于停止捕杀流

浪动物的建议。

为了更好地帮助普陀城管开展养犬管理工作，我

们也向该部门发送了反对捕杀流浪犬的信件，并

给出了针对舟山市普陀区实际情况的建议信。信

件主要包括以下主题：

·大规模的扑杀，不但会给政府带来额外的成本

负担，并且还会给政府带来严重的负面形象，激

起社会矛盾；

·管理城市犬只问题，特别是犬只伤人事件和流

政府沟通

致舟山市普陀区城市养犬管理部门关于反对捕杀犬只的一封信

浪狗问题，责任应该放在主人而不是犬只身上，

应该加强对犬只主人的教育和监管，并且用人道

的方式来解决流浪动物问题；

·与本地动物保护机构合作，互助互利，共同担

负起城市养犬管理的职责；

·加大城市犬只绝育及注射疫苗实施的力度，打

击无序非法犬只繁殖；

·严惩与宣传教育相结合，规范养犬人行为。



七至八月，我们再次与深圳罗湖区城管合作，

在深圳市罗湖区清水河街道、东晓街道和桂园街

道先后开展了 3次社区文明养犬宣传活动。现场

设置了摊位游戏、问题解答、养犬知识单张派发

和兽医咨询专区。一些犬主特地前来咨询养犬问

题，并向我们索要单张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各种

关爱动物，有你有我

东晓街道，居民仔细阅读

文明养犬的宣传单张

深圳罗湖社区系列文明养犬宣传

 “狗医生”、“狗教授”7-8月活动精选

二零零八年，亚洲动物基金“狗教授”课程第

一次在广州开展，随后 6 年，“狗教授”课程先

后来到了成都和深圳。截止 2013 年 8 月，在中

国大陆，我们共与 100 所学校和机构合作开展了

“狗教授”课程，为超过 17500 位儿童免费进行

了“关爱动物，善待生命”培训。课程开展至今，

一直受到孩子们、学校、家长的欢迎。我们希望，

通过狗狗进入课堂，和同学们一起学习的有趣方

式，教育和鼓励孩子们关爱身边的动物，善待所

有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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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中旬，得知舟山市普陀区因为犬只整治而

对区域内的流浪犬进行扑杀后，亚洲动物基金即

刻与普陀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相关工作人员

取得联系并证实消息属实。经过深入沟通，普陀

城管工作人员表示愿意接受我们关于停止捕杀流

浪动物的建议。

为了更好地帮助普陀城管开展养犬管理工作，我

们也向该部门发送了反对捕杀流浪犬的信件，并

给出了针对舟山市普陀区实际情况的建议信。信

件主要包括以下主题：

·大规模的扑杀，不但会给政府带来额外的成本

负担，并且还会给政府带来严重的负面形象，激

起社会矛盾；

·管理城市犬只问题，特别是犬只伤人事件和流

小游戏也吸引了许多小朋友的参加。

    罗湖社区系列文明养犬宣传目前已经持续开

展了 9个月，我们已在 8个不同社区开展了宣传

工作。通过这种轻松愉快的方式，我们希望能更

好地向公众传播关爱动物，文明养犬的理念。

桂园街道，小朋友们在玩涂色游戏

浪狗问题，责任应该放在主人而不是犬只身上，

应该加强对犬只主人的教育和监管，并且用人道

的方式来解决流浪动物问题；

·与本地动物保护机构合作，互助互利，共同担

负起城市养犬管理的职责；

·加大城市犬只绝育及注射疫苗实施的力度，打

击无序非法犬只繁殖；

·严惩与宣传教育相结合，规范养犬人行为。

    亚洲动物基金于 7-8 月在广州、深圳、成都

以及香港4地共开展了42次“狗医生”探访活动，

探访人数为 1968 人；15 次“狗教授”课程和 5

次“关爱动物 善待生命”公众宣传活动，为超

过 11981 人宣传相关知识。现和大家分享其中的

一些精彩点滴：



7 月 22 日至 31 日，亚洲动物基金联手广

东咏声文化有限公司及天河城，共同举办了“关

爱动物，善待生命”主题宣传活动，活动之一是

在广州人流量最大的大型商城之一“天河城”进

行了为期十天的二十幅爱护动物公益海报展览，

向大家宣传关爱动物的知识。

 7 月 26 日，期待已久的“关爱动物，善

待生命”——“狗教授”亲子嘉年华终于到来啦！

活动中，亚洲动物基金“狗教授”和动物守护之

星“猪猪侠”吸引了一大批大小朋友粉丝，家长

和孩子一起大玩“猫猫狗狗伴你行”、“相伴一生

我愿意”等等游戏，一起学习关心爱护我们身边

的小动物。

下午三点，“关爱动物，善待生命”讲学堂

正式开始。老师生动有趣地给孩子们介绍狗狗帮

助人类的历史，我们应该怎样与小动物相处，以

及如何做一个负责任的猫狗主人等小知识，孩子

们眨巴着眼睛认真地听着，还时不时向老师举手

提出各种孩子气的问题，连家长也和身边的孩子

一起津津有味地听课。接着，来自亚洲动物基金

的六只戴着蓝色领巾的“狗教授”分组跟小朋友

互动。六岁的苗苗告诉记者，她家里也养了一只

小狗，当记者问他在课堂上学到什么时，她自豪

地说：“出门要牵狗绳，要为狗狗捡便便！”在

一旁的父母点头称赞。

我们希望通过此活动鼓励孩子从小关心身

边的动物，激发他们对所有生命的爱与尊重，成

为对社会有责任的新一代。

二零零八年，亚洲动物基金“狗教授”课程第

一次在广州开展，随后 6 年，“狗教授”课程先

后来到了成都和深圳。截止 2013 年 8 月，在中

国大陆，我们共与 100 所学校和机构合作开展了

“狗教授”课程，为超过 17500 位儿童免费进行

广州“狗教授”携手“猪猪侠”，关爱动物我们一起行动！

了“关爱动物，善待生命”培训。课程开展至今，

一直受到孩子们、学校、家长的欢迎。我们希望，

通过狗狗进入课堂，和同学们一起学习的有趣方

式，教育和鼓励孩子们关爱身边的动物，善待所

有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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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导：

广东电视台快乐益智频道：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g5Mzc3MzEy.html

人民网：http://roll.sohu.com/20130729/n382853291.shtml

寓教于乐，小朋友边玩游戏，

边学爱护动物的知识

天河城五楼中庭

 “关爱动物，善待生命”展览

猪猪侠和大家一起学习关爱动物知识 小朋友和“狗教授”妹妹互动

    亚洲动物基金于 7-8 月在广州、深圳、成都

以及香港4地共开展了42次“狗医生”探访活动，

探访人数为 1968 人；15 次“狗教授”课程和 5

次“关爱动物 善待生命”公众宣传活动，为超

过 11981 人宣传相关知识。现和大家分享其中的

一些精彩点滴：



7 月 22 日至 31 日，亚洲动物基金联手广

东咏声文化有限公司及天河城，共同举办了“关

爱动物，善待生命”主题宣传活动，活动之一是

在广州人流量最大的大型商城之一“天河城”进

行了为期十天的二十幅爱护动物公益海报展览，

向大家宣传关爱动物的知识。

 7 月 26 日，期待已久的“关爱动物，善

待生命”——“狗教授”亲子嘉年华终于到来啦！

活动中，亚洲动物基金“狗教授”和动物守护之

星“猪猪侠”吸引了一大批大小朋友粉丝，家长

和孩子一起大玩“猫猫狗狗伴你行”、“相伴一生

我愿意”等等游戏，一起学习关心爱护我们身边

的小动物。

下午三点，“关爱动物，善待生命”讲学堂

正式开始。老师生动有趣地给孩子们介绍狗狗帮

助人类的历史，我们应该怎样与小动物相处，以

及如何做一个负责任的猫狗主人等小知识，孩子

们眨巴着眼睛认真地听着，还时不时向老师举手

提出各种孩子气的问题，连家长也和身边的孩子

一起津津有味地听课。接着，来自亚洲动物基金

的六只戴着蓝色领巾的“狗教授”分组跟小朋友

互动。六岁的苗苗告诉记者，她家里也养了一只

小狗，当记者问他在课堂上学到什么时，她自豪

地说：“出门要牵狗绳，要为狗狗捡便便！”在

一旁的父母点头称赞。

我们希望通过此活动鼓励孩子从小关心身

边的动物，激发他们对所有生命的爱与尊重，成

为对社会有责任的新一代。

深圳“狗教授”英语小课堂开讲啦

8月 24 日，深圳英孚少儿英语教育中心迎

来了一批特殊的狗狗“教授”。狗狗“教授”会

给大家讲什么课呢？大家都很好奇。当天活动义

工姐姐去得早，一早知道有此活动的英孚老师们

趁着休息，不时跑来询问：“狗狗到了吗？一会

儿我们可不可以也听课呢？”哈哈 ~看来狗教授

的魅力比美女义工姐姐还要大呢 ~

等啊等等啊等，终于开课啦！除了义工姐

姐给大家讲的关爱动物知识外，外教老师还特别

根据课程内容，给孩子们上了一堂与动物有关的

英语小课堂。课程这么有意思，家长和其他老师

们都纷纷围在教室的玻璃墙外“偷学”，更加期

待与狗教授“一亲芳泽”。所以，在狗教授的互

动环节里，大家都乐不可支，完全爱上了狗教授

们。

这个下午，在狗狗的陪伴下，大家都很开心，

并且学会了如何与这些四条腿的小伙伴交朋友。

Ryan老师用英文告诉孩子们：
怎么跟狗狗相处？Be quiet！

狗教授“嘉欣”和孩子们互动

亚洲动物基金中国猫狗福利项目双月回顾7

亚洲动物基金受邀出席了香港爱护动物协

会关怀动物校园奖励计划的闭幕暨颁奖典礼，看

到这么多关爱动物的宣传大使将向自己的家人朋

友们宣传动物福利的知识，我们感到无比欣慰。

参加香港关怀动物校园奖励计划的闭幕暨颁奖典礼

我们将长期支持香港爱护动物协会“关怀

动物校园奖励”计划，期待在新学期里再次参与

这项有意义的活动。



香港脑退化症关爱大使训练及分享会
7-8 月，由于台风的影响，香港的天气情况

分外恶劣，但我们的第三轮脑退化症关爱大使训
练课程仍然在香港赛马会耆智园如期顺利举行。

赛马会耆智园的讲师 Eva Chan 即将步入婚
姻的殿堂，这是她为我们做的最后一次培训。祝
福你，Eva ！

培训中，我们对“狗医生”探访脑退化老
人的项目发展也进行了简单分享。非常感谢傅德
荫基金对我们项目的大力支持，目前，我们已经
可以新增招募 30 名热心的志愿者加入我们的项
目。

亚洲动物基金中国猫狗福利项目双月回顾8

成都“狗医生”和盲人朋友一起，在黑暗中对话
前不久，成都地铁宣布盲人可携导盲犬进

入，更多人关注到盲人和狗狗这两个弱势群体。

“黑暗中对话”是一所以体验失明生活为主题的

场馆，在完全黑暗的环境中由视障培训师引领进

行活动和培训。8月 24 日，成都“狗医生”小宝、

同宝和启小福受邀参加黑暗中对话公众开放日，

盲人哥哥抚摸同宝 盲人姐姐趴在小宝身上很享受

探访这里的盲人员工。我们向大家自我介绍时，

现场还有位小朋友通过狗狗脖子上的领巾很快地

认出了狗医生。员工们都很喜欢狗医生，一位哥

哥听到启小福的故事：“她很坚强，我觉得我和

她很像。”还有一位姐姐轻轻靠在小宝宽阔的背

上很享受地说：“好有安全感哦！”



7-8 月，由于台风的影响，香港的天气情况
分外恶劣，但我们的第三轮脑退化症关爱大使训
练课程仍然在香港赛马会耆智园如期顺利举行。

赛马会耆智园的讲师 Eva Chan 即将步入婚
姻的殿堂，这是她为我们做的最后一次培训。祝
福你，Eva ！

培训中，我们对“狗医生”探访脑退化老
人的项目发展也进行了简单分享。非常感谢傅德
荫基金对我们项目的大力支持，目前，我们已经
可以新增招募 30 名热心的志愿者加入我们的项
目。

媒体报导：
四川政协报 http://222.209.217.193:8088/html/2013-09/03/content_766.htm 

亚洲动物基金中国猫狗福利项目双月回顾9

越南每年约有 500 万只狗被食用，当中 10% 约

50 万只来源于泰国。贩售狗肉在泰国属于非法

交易，狗贩的狗肉来源主要是偷盗抢夺家养动物

或抓捕流浪的犬只，或从少数狗主手中购买的犬

只。这些狗狗挤在狭小的笼子里，经老挝和柬埔

寨运往越南。而在运输途中，狗狗们缺粮断水、

遭受粗暴对待，极易患病或染病甚至死亡。因此，

如果屠宰、加工或食用这类狗狗，则极易引发狂

犬、霍乱和感染旋毛虫等寄生虫病。这一非法产

业链不仅罔顾动物福利，更给公众健康带来巨大

隐患。

    为了打击这一非法产业链，2013年5月29日，

亚洲动物基金、国际人道对待动物协会、Soi 

Dog Foundation 及 Change For Animals Foun-

dation 组成“亚洲犬只保护联盟（ACPA）”，旨在

提高亚洲动物的福利。联盟成员在人道控制犬只

数量和狂犬病消除方面都有着非常专业的经验。

联盟将通过向亚洲各地政府和公众提供必要的支

亚洲犬只保护联盟联合打击泰越跨境狗肉贸易

ACPA会议现场 会议中，政府代表发言

运往越南的狗狗 运往越南的狗狗，颈上戴着项圈

持和各种专业意见，终止狗肉非法产业链，防控

狂犬病等。

    今年 8月 22-23 日，ACPA 联盟在越南的首都

河内举办了主题为“消除东南亚范围内狂犬病：

终止狗肉非法产业链并实现可持续解决方案”的

会议。会议安排由亚洲动物基金团队负责，将近

50 人参与两天的会议，亚洲动物基金创始人暨行

政总监谢罗便臣博士也特别参与了会议。会议受

到来自越南、泰国、老挝和柬埔寨等多个国家政

府代表、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和当地动物福利

机构代表的参与支持。经过紧张有时甚至艰难的

磋商，政府代表与 ACPA 联盟达成以下结论：

·因大量集中贩运狗只而导致狂犬病传播的风险

评估

·5 年内禁止因商业目的跨国贩运狗只，并以此

作为研究狂犬病传播影响的期限

·加强现有狗只非法运输法规执法力度

·国际组织为消除狂犬病提供技术、人员和经济

等支持

·通过区域倡议防治狂犬病毒、打击狗只非法贩

运

    本会议为终止越泰两国非法狗肉产业链迈出

了第一步，也是一大步。目前会议后续实施工作

已在各地落实，泰国政府已同意今年在曼谷主办

后续会议。



7-8 月，由于台风的影响，香港的天气情况
分外恶劣，但我们的第三轮脑退化症关爱大使训
练课程仍然在香港赛马会耆智园如期顺利举行。

赛马会耆智园的讲师 Eva Chan 即将步入婚
姻的殿堂，这是她为我们做的最后一次培训。祝
福你，Eva ！

培训中，我们对“狗医生”探访脑退化老
人的项目发展也进行了简单分享。非常感谢傅德
荫基金对我们项目的大力支持，目前，我们已经
可以新增招募 30 名热心的志愿者加入我们的项
目。

亚洲动物基金中国猫狗福利项目双月回顾10

越南每年约有 500 万只狗被食用，当中 10% 约

50 万只来源于泰国。贩售狗肉在泰国属于非法

交易，狗贩的狗肉来源主要是偷盗抢夺家养动物

或抓捕流浪的犬只，或从少数狗主手中购买的犬

只。这些狗狗挤在狭小的笼子里，经老挝和柬埔

寨运往越南。而在运输途中，狗狗们缺粮断水、

遭受粗暴对待，极易患病或染病甚至死亡。因此，

如果屠宰、加工或食用这类狗狗，则极易引发狂

犬、霍乱和感染旋毛虫等寄生虫病。这一非法产

业链不仅罔顾动物福利，更给公众健康带来巨大

隐患。

    为了打击这一非法产业链，2013年5月29日，

亚洲动物基金、国际人道对待动物协会、Soi 

Dog Foundation 及 Change For Animals Foun-

dation 组成“亚洲犬只保护联盟（ACPA）”，旨在

提高亚洲动物的福利。联盟成员在人道控制犬只

数量和狂犬病消除方面都有着非常专业的经验。

联盟将通过向亚洲各地政府和公众提供必要的支

的调查和中国拒吃猫狗运动的发展；中国猫狗福

利项目总监冯冬梅女士也向大家介绍了中国各地

民间动保组织的合作情况及合作的意义与重要性

等。发言对韩国动保组织有很大的启发和借鉴作

用，得到了与会者的高度评价与支持。

受邀出席韩国动保团体联席会议

各与会代表合照 2个月前被从韩国狗肉产业链解救下来的
狗狗Jungle也“旁听”了会议

8月 29-30 日，亚洲动物基金受邀出席韩

国动保团体的联席会议，多家韩国动保组织聚首

探讨如何有效合作，终止韩国狗肉产业链。会上，

亚洲动物基金创始人暨行政总监谢罗便臣博士向

与会者介绍了多年来我们针对中国食用猫狗情况

持和各种专业意见，终止狗肉非法产业链，防控

狂犬病等。

    今年 8月 22-23 日，ACPA 联盟在越南的首都

河内举办了主题为“消除东南亚范围内狂犬病：

终止狗肉非法产业链并实现可持续解决方案”的

会议。会议安排由亚洲动物基金团队负责，将近

50 人参与两天的会议，亚洲动物基金创始人暨行

政总监谢罗便臣博士也特别参与了会议。会议受

到来自越南、泰国、老挝和柬埔寨等多个国家政

府代表、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和当地动物福利

机构代表的参与支持。经过紧张有时甚至艰难的

磋商，政府代表与 ACPA 联盟达成以下结论：

·因大量集中贩运狗只而导致狂犬病传播的风险

评估

·5 年内禁止因商业目的跨国贩运狗只，并以此

作为研究狂犬病传播影响的期限

·加强现有狗只非法运输法规执法力度

·国际组织为消除狂犬病提供技术、人员和经济

等支持

·通过区域倡议防治狂犬病毒、打击狗只非法贩

运

    本会议为终止越泰两国非法狗肉产业链迈出

了第一步，也是一大步。目前会议后续实施工作

已在各地落实，泰国政府已同意今年在曼谷主办

后续会议。



亚洲动物基金中国猫狗福利项目双月回顾11

的组织同学无论在活动前期的准备、当天活动实

施和活动后递交的总结都非常用心，并主动对活

动进行反思，为以后开展活动提出了更多创新的

方式。

亚洲动物基金猫狗福利宣传资料包括以下四

个主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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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详情请咨询：

drdogchina@animalsasia.org 。我们鼓励多次

活动的开展以及申请资料，资料的派发使用请遵

循有效、环保、不浪费的原则。

“动保宣传好伙伴”活动持续进行中，第三

季度的“季度好活动”等你来拿哦 ~

7-8 月共有 10 个团体与 3个个人申请宣传资

料开展活动，包括中山市启善爱护动物服务中心、

南宁流浪猫、南充嘉陵区仁爱公益义工协会、广

州市宠物星动物医院、南京平安阿福流浪动物救

助会、株洲市小动物爱心协会、兰州绿地志愿者

中心、华中师范大学附属第一中学 Oasis 动物保

护协会、成都树德中学社团联合会、南昌小动物

保护协会等团体和个人。

寻找“动保宣传好伙伴”第二季度评比结果

出炉啦~3-6月，我们共收到14份宣传物料申请，

后期收到 8份活动反馈。在众多小伙伴中，湖南

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11 级应用化学 2班组织的“爱

它行动”被评为第二季度的“季度好活动”，我

们将颁发证书并给予现金补贴奖励。“爱它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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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感谢广东咏声文化有限公司、天河城与亚洲动物基金联合举办“关爱动物，善待生命”亲子嘉年华活动。

2. 感谢河北众美广告有限责任公司、石家庄一米爱流浪猫救助团队、吉林省海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善小基金、长沙达美文化传播公司、长沙市小动物保护协会对《做健康吃货，请拒吃猫狗》公益广告
发布的大力支持。

3. 感谢幸运土猫为我们的流浪猫绝育计划团体深度培训提供经验和技术支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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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附属中学、郭氏教育基金、东风街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拜耳志愿者协会广州分会、番
禺小金雁社区服务中心、六榕街家庭综合服务中心

深圳：深圳市罗湖区城管局、拜耳材料科技、深圳市犬类保护协会、腾讯公司志愿者、渣打银行深圳
分行

成都：career&life club、豆苗计划、青少年空间

5. 感谢以下志愿者积极参与狗医生、狗教授活动：

广州：

狗医生：Miki、妹妹、小白、豆豆、肥婆猪、巴迪、陈宝拉、弟弟、Kobe、谢朵朵、陈宝宝、番薯、
张翠花、黄吴文迪、NoNo、几米、嘟嘟、珠珠、多多、小美

义工：钱浙莹、吴丽仪、程文、李丹、陈素茹、谢金蓓、陈雯毅、陈骏夫妇、杨玥、邝羿、黄虹、陈志贤、
丘敏华、张京、吴梦华、黄彩兰、黄晓方、黄小健、郭绮华、陈韵、梁飞燕、李健、张艺玲、梁艺、潘瑾、
杜佩莲、谭凌、郑穗阳、沈桂珍、黄颖华、李晓婷、黄洁贤、文霏霏、胡健宁、吕柯蒙、汪羽、深吉、
冯慧、高思、陈茜、刘翔鹭、潘莉慧、肖欣婷、苏梓宽、许芳、郑穗阳、袁懿坤、陈茜、欧家炘、钟
碧莹

深圳：

狗医生：丸子、Momoco、泰勒、豆包、大雄 、Nina、多多、嘉欣、小白

义工：胡枫、吴莉莉、马铭迈、林琳、李畅、孙涛、杨雨其、王超、翟天奇、刘刚、冯岚、宋瑾、杨粟、
曹建国、黄惠芳、闫鹰鹰、李滔、陈晓晨、林黎爽、范婷婷、钟雨晨、袁兆敏

成都：

狗医生：丁丁、旺旺、灰哥、小宝、妮妮、爱熙、阿波罗、lucky 、安吉拉、兔兔、罗杰、雪糕、DODO、二妹、
启小福、同宝

义工：彭娟、刘娜、宋毅、万佳、尹砚敏、张静、樊凡、李扬婕、李芽、王静、尹娇娇、李苗、杨斯雯、
万佳、董华、李姜春、王书兰、乔伟、史芸蔓一家、苏飞羽、谢国超、李颖、黑暗中对话 DID 志愿者

感谢社会各界的支持和捐助

亚洲动物基金网站：www.animalsasia.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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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转发此通讯到各大网站、论坛和个人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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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动物基金香港“狗医生”、“狗教授”项目

亚洲动物基金越南项目

2013年7-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