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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电（戴瑶） 由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主办、北
京市旅游行业协会承办的第八届北京市导游技能大赛日前落
下帷幕。本次大赛以“赛职业技能、展导游风采、树行业榜
样、讲北京故事”为主题，旨在进一步增强导游员、讲解员
的职业荣誉感和自豪感，展示职业风采，提升服务实力，讲
好北京故事，树立行业榜样。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巡视员周卫民表示，2017年，北
京接待国内外游客2.97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达5967亿元人民
币，全市导游员、讲解员起到了重要作用。希望全市导游
员、讲解员以更加优质的服务、过硬的素质，进一步增强国
内外游客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本次大赛首次引入现场导游词创作、实地带团以及现场
评审等环节，考察选手的综合业务技能。获奖选手表示，将
以更加积极向上的心态，努力提升知识素养、讲解水平和服
务品质，为传播北京文化、建设文旅中国而不懈努力。

文明养犬，规矩更细了

“现在养狗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小区
一楼有户人家养了只大狗，每次有人经过
它就狂叫，常常吓人一跳。”家住北京市
海淀区的小徐有些怕狗，“我晚上跑步会
遇到很多人遛狗，有的狗不带狗绳跑得特
别欢，有的狗对着别人私家车的轮胎小便，
主人站在不远处看着，什么也不管。”

上海市民段先生开了一家宠物咖啡
馆，养过几只狗。“卫生方面我比较注
意，狗在外面排便我都会捡起来包好丢在
垃圾桶里。不过不系犬绳的现象现在很
多，让人没有安全感，印象最深的是杜宾
犬，它可是大型烈性犬，上海的政策应该
是禁养的。我一个 1.8 米的大个都绕着
走，生怕它闻到我身上狗的味道扑过来咬
我。”

有专家表示，不系犬绳的宠物犬不仅
容易走失、乱跑受伤，还可能会惊扰到其
他居民。尤其夏季是动物致伤高发季节，
高温闷热令犬类动物易烦躁，增加了发生
狂犬病的风险。

“城市养狗引起争端，其实不能完全
赖狗。现在很多人反感养狗，甚至伤害
狗，都和主人的不文明做法有关。”段先生
说，“有的主人嫌脏不处理狗的粪便、嫌麻
烦不做防护措施，都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为了规范养犬人的行为，近年来，北
京、上海、广州、青岛等地纷纷出台养犬
新规定，要求“一户一犬”、养犬登记，
并对犬只品种、出行要求等列出具体规

定。按照 《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未经
登记和年检，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养犬；
东城区、西城区等 6 个区为重点管理区，
区内每户只准养一只犬，禁止饲养烈性犬
及成年体高超过 35 厘米的犬种。上海市
专门出台《关于本市禁止个人饲养的烈性
犬只目录的通告》，对禁养犬只品种及罚
则做出了规定。《青岛市养犬管理条例》
规定实行养犬登记、免疫登记和缴费制
度，犬只必须佩戴犬牌外出，禁养藏獒、
德国牧羊犬等烈性犬品种。《三亚市养犬
管理暂行办法》还规定了遛狗时间，犬只
出户的时间限定为20时至次日7时，治疗
或办理免疫检疫手续除外。

据了解，目前我国没有全国性的养犬
法规，不同城市的做法有些差异。“这主
要是因为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社会治
理的重视程度和投入程度差异较大，各地
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和各自特点，制定针对
性、适用性较强的养犬法规。”上海大学
社会学院教授顾骏说。

有了规矩，还要执行到位

专家指出，犬吠扰民、犬便成灾、恶
犬伤人等现象时有发生，文明养犬逐渐成
为城市治理难题，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
养犬人数量庞大、素质参差不齐，二是有
关部门缺乏有效的管理监督措施。

“养犬成为一些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
分，管理部门应该切实履行责任，将有关
规则的监督执行情况作为日常工作的一部
分。若发布了规定却不尽力执行，就是纵

容不守规则的行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
与人口学院副教授杨伟民说。

笔者发现，多地出台的养犬条例均规
定实行登记制，部分地区收取一定的费
用。《青岛市养犬管理条例》规定养犬人须
缴纳 400元的管理服务费。按照 《北京市
养犬管理规定》，重点管理区第一年养犬
登记费用为1000元，以后每年年检为500
元。北京通州的刘晓静刚领养了一只6个
月大的狗，光打疫苗就花了不少钱。“如
果不是强制，我不太愿意办登记证，费用
有点高，平时也没有看到相应的服务。”

“很多人因为收费就不办证了，而不缴
费并没有强制措施，这对遵守规则的人来
说不公平。”顾骏指出，如果仅仅依靠养
犬人的交费来支撑养犬管理工作，可能存
在较大困难。“收费就要履行责任，但多地
缺乏配套服务，结果导致养犬管理工作没
有真正有效开展，还损害了政府公信力。”

养犬管理工作的社会关注度越来越
高。顾骏说，“尤其是在管理走失犬只和
流浪犬只时，采取简单粗暴的治理方法往
往会引起轩然大波。这一方面说明社会公
众对动物生命更加重视，另一方面也提醒
有关方面要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营造良好
舆论氛围，让大家明白善待动物是对它们
负责，给它们好的归宿。”

养犬人别忽视小事

推动文明养犬是一项长期工作，不能
急于一时。顾骏认为，“文明养犬治理要
抓重点，张弛有度。当前，防范狂犬病是

首要任务，绝不能含糊，必须定期给犬类
接种疫苗，要有配套的执法力量让政策落
地。有权限的区域可以先试行，有权限的
方面可以先落实。”

为了整治违法养犬行为，各地动作不
断。在去年为期 8 个月的专项整治活动
中，山东省济南市首次试点“养犬积分
制”，若被扣完 12分，民警将暂扣养犬登
记证，养犬人学习文明养犬知识并考察合
格后再发还养犬登记证。为了解决不文明
养犬行为取证难、追踪难、处罚难，今年
济南市城管局借用公安部门的人脸识别系
统，对携犬出户不及时清理粪便的养犬人
的不文明行为进行有效取证，依规处罚。

专家表示，推动文明养犬，加强法治
建设，势在必行。在法律框架内，既要明
确违法养犬行为的民事责任，也要明确相
应的行政责任。“不但要有立法、执法，
还要加强生命伦理教育、强调市民个人责
任等，提升养犬人的文明意识。”顾骏表
示，近年来，随着国民素质和规则意识的
提升，文明养犬现象有明显进步。

“既然把狗当作好伙伴，我们就要从
自身做起，自己处理狗粪便，定期带狗去
打疫苗，不随意遗弃等。其实说起来都是
小事，但贵在坚持、养成习惯，这既是对
它们负责，也对自己负责。”段先生说。

养犬治理需要调动社会力量，形成治
理合力。业内人士建议，社区、社会组织
也可雇佣人员定期清理小区里犬只排泄
物、纠正不文明养犬行为；畅通区域内养
犬人沟通渠道，订立共同遵守的文明养犬
规则或倡议，更好地发挥自律作用。

近日发布的 《全国森林城市发展规划 （2018—
2025年）》 指出，到2020年，全国建成6个国家级
森林城市群、200 个国家森林城市。作为国家森林
城市之一的四川省成都市，没有停止打造良好生态
环境的脚步，敞开怀抱，向全球集纳智慧。

前不久，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发布国际咨询公
告，邀请全球顶尖规划设计机构，为城市森林公园
建设贡献顶层设计方案。

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生态环境优美，占地1275
平方公里，相当于 5 个青城山、1.7 个成都中心城
区，森林覆盖率达到68%，被称为成都的城市绿心。

为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规划建设好龙泉山
城市森林公园，成都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管委会坚
持“全球视野、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
原则，举办成都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项目国际咨询

活动，面向全球公开邀请具有丰富的城乡规划、建
筑设计和生态景观设计经验的机构献计发展，借全
球之智，聚全市之力，推动美丽宜居公园城市建设
早见成效、早出成果。

据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管委会负责人介绍，国
际咨询活动将历时半年，包括国际公开咨询报名、
报名机构资格预审、规划机构现场踏勘、方案设计
及评比、成果发布会等多个环节，旨在打造既具有国
际一流水平又体现成都特色的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

除了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成都市目前选取了
100 个公园，面向国内外一流规划设计机构，在全
球范围内公开征集公园概念设计方案。从 《成都市
100 个公园概念设计方案全球征集公园名录》 中可
以看到，这些公园分布在成都市全域，既有大型公
园，如占地 25 万亩、位于温江区的北林生态公园，

占地约 23.8万亩、位于都江堰市的天府源水利文化
公园，也有占地100亩以下的小型公园。

近年来，为实现建设美丽宜居公园城市的目
标，成都全方位推进全城增绿行动，营造良好的生
态环境。例如，加快天府绿道、锦城绿道等绿道体
系建设，串联起城市的河流、湿地、社区，为市民
提供更多空气好、环境美的地方，方便进行健身、
休闲；做好河流疏通、清污治理，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为公园城市带来碧水蓝天。

成都市规划局局长张瑛表示，在公园城市建设
中，成都必须牢固树立生态环境保护底线思维，强
化自然生态环境，锚固全域发展的绿色空间底线。
在此基础上，通过塑造“产田相融、城田相融、城
乡一体”的总体格局，让成都重现“岷江水润、茂
林修竹、美田弥望、蜀风雅韵”的锦绣画卷。

本报深圳7月15日电（记者李刚） 日前，中央企业
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 （简称央企扶贫基金） 与中广核
签署协议，双方合作建立清洁能源产业扶贫平台，在 12
个国家级贫困县建设17个清洁能源项目，助力贫困人口
精准脱贫。

双方约定，央企扶贫基金将投资7亿元，中广核将投
资约 16.3 亿元，设立专门的风力发电有限公司，构建总
装机容量 160.83 万千瓦的清洁能源产业扶贫平台，在广
西、四川等8个省份的12个国家级贫困县，建设17个风
力发电和光伏发电等项目。其中，有6个县位于集中连片
特困地区，有2个县位于原中央苏区范围，有1个县位于
左右江革命老区范围。

据悉，17个清洁能源项目将直接和间接为当地提供
就业岗位 3000 余个，增加收入 3000 万元，新改建道路
270公里，新建输电线路190公里。项目建成后，每年将
向当地捐赠700万元，定向扶持建档立卡贫困户中部分失
能、残疾等无劳动能力者，投资期间可兜底扶弱 1 万多
人。此外，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皆属于环境友好的清洁
能源，项目每年的环保效益相当于节约标煤107万吨、减
少二氧化碳排放176万吨。

日前，在三峡库区中国夏橙之乡湖北省秭归县泄滩乡，
橙农采收200吨夏橙销往广西、福建等地。该县现有夏橙种植
面积 2.5 万亩，年产鲜橙 2.5 万吨。图为在泄滩乡陈家湾村，
橙农正采收夏橙。 王 罡摄 （人民视觉）

龙泉山邀请国际顶尖机构献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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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白莲丰收时
犬吠扰民、犬便成灾、恶犬伤人等现象时有发生

别让“狗趣”成为“狗患”
赵鹏飞 仇 辰

犬吠扰民、犬便成灾、恶犬伤人等现象时有发生

别让“狗趣”成为“狗患”
赵鹏飞 仇 辰

央企清洁能源产业扶贫

三峡夏橙采销忙

机器人大赛展风采

北京市导游技能大赛落幕

没有系绳子的宠物狗兀自撒欢、空间狭窄的电梯里人狗同乘、宠物狗随地大小便

主人也不处理……本应是人们生活中的“狗趣”反而成了“狗患”。文明养犬虽已倡

导多年，但由于养犬人不注意、监管不到位，不文明现象时有发生，引来不少人反感

和担心。专家表示，随着夏季高温天气到来，犬类动物容易烦躁，增加了发生狂犬病

的风险。广大养犬人要文明养犬，防范犬类伤人事情发生，共同维护良好人居环境。

目前，江西省抚州市广昌县 11万余亩白莲进入丰收
采摘期，莲田里一派繁忙景象。近年来，当地推行“良
种+良法”白莲绿色标准化栽培管理技术，有效提升莲农
科学种莲水平和产业增收能力。图为在广昌县甘竹镇甘
竹村，莲农从丰收的莲田间走过。

万 象摄 （新华社发）

进入盛夏，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景色靓丽，油菜花、马铃薯花等竞相绽放，成为旅游观光的新亮点。图为呼伦贝尔草原上花海
迷人，吸引游客眼球。 蒋希武摄 （人民视觉）

近日，“第十七届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 ROBOTAC 赛
事”在安徽省马鞍山市举办。本届赛事吸引了全国34所高校
和5支国际留学生队伍、1000多人参加比赛。图为比赛现场。

张发平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