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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期宠物怎么办？
公益组织呼吁建立全国性家养宠物隔离制度

连日来，多家公益组织呼吁
建立全国性家养宠物隔离制度，
11 月 15 日， 中国小动物保护协
会公开表示，不应打着防疫旗号
去伤害宠物；16 日， 中国生物多
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公
众账号发文表示，疫情期间始终
没有得到重视和解决的就是宠
物隔离问题，应制定全国性的宠
物隔离制度，让宠物隔离有据可
依，有规可循，保障疫情期间宠
物的基本生存权。

11 月 17 日， 北京爱它动物
保护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它
基金”） 不仅呼吁尽快建立相关

制度，也在征询兽医、法律专家
意见的基础上针对不同情况给
出了具体建议。

疫封控区内的宠物狗
被防疫人员“无害化处理”

有微博网友近日发文称，江
西省上饶市信州区金凤花园小
区一住户在酒店隔离期间，其所
养的小狗在家中遭身穿防护服
的人员持铁棍敲打头部，疑似遭
扑杀。

11 月 13 日， 江西上饶市信
州区西市街道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应急指挥部回应称， 经核实，
该网民所在小区为防疫封控区，
需对居家环境进行全面消杀。 社
区要求居民前往集中隔离点时
不锁门， 当防疫人员上门消杀
时，发现其家门已锁。 工作人员
随即联系辖区民警，在民警的见
证下，开门进行消杀。 但现场工
作人员在未与该网民进行充分
沟通的情况下，将宠物狗进行了
无害化处理。 目前西市街道办已
对相关人员进行了批评教育，调
离相应岗位，并责令向当事人诚
恳道歉， 已取得该网民的谅解，
同时，该群众对疫情期间防控措

施表示理解。
尽管上饶市信州区相关部

门已对上述事件公开回应，但围
绕此事展开的争议并未停息。

公益组织：反对任何形式
不负责任的扑杀

国务院在《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防控方案（第八版）》中再三要
求各级政府应做好各类人群的
心理健康服务，要照顾、安抚人
民心理，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精
细化管理和人文关怀，这既是各
地新时期疫情防控工作的新任
务，也从一个侧面反映着一个城
市管理的综合水平。

鉴于此前各地因缺乏统一
的针对家养宠物的隔离制度，执
行防控工作的过程中出现的诸
多问题，它基金建议出台全国性
家养宠物隔离制度，并适时更新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
在征询兽医、 法律专家意见后，
它基金给出以下三项具体建议：

对于宠物主人为确诊新冠
肺炎病例、疑似病例或无症状感
染者的，宠物应该隔离观察。 当
地应制定无人照料宠物转运流
程和隔离管理方案。 在征得宠物
主人同意后，由当地动物防疫部
门配合做好宠物转运工作，可以
委托隔离区内的第三方专业机
构（如动物诊疗机构或者动物寄
养机构）进行隔离看护，定期检

测。 没有上述机构的，可以在隔
离区设立隔离饲养场所，安排专
人定时喂养。 经过一段时间的隔
离后，再去检测动物体表是否携
带新冠病毒，如果没有就需要恢
复其正常生活状态。

针对宠物主人需集中隔离
医学观察的，强烈建议宠物应随
同宠物主人一起隔离，或在保证
各项防疫措施落实到位的情况
下， 留一人居家隔离照料宠物。
在规定的隔离期结束，检测宠物
主人和宠物均为阴性的，应该恢
复正常的生活状态。

针对宠物体表采样核酸检
测阳性的，建议交由专业宠物医
疗机构进行隔离观察，等待自然
转阴。 目前，国内没有任何相关
案例可以证明宠物携带新冠病
毒会传染给人类。 专家认为，跨
物种传染的可能性极小，宠物体
表采样核酸检测阳性，很大可能
是体表沾染了污染区内的病毒。

此外，它基金认为，宠物即
使携带病毒也不会造成其发病，
所以宠物即使体表采样检测阳
性也无需治疗。 因此我们强烈反
对任何形式的不负责任的扑杀
或所谓的“无害化处理”，反对任
何形式不人道对待动物的方式。

它基金是中国大陆第一家
动物保护基金会， 北京市 AAAA
级公益组织，首批被北京市民政
局认定为“慈善组织”的基金会
之一。 （据澎湃新闻）

11 月 15 日， 长江嘉鱼县高
铁岭段，橙黄橘绿，空气芳香。

曾经灰尘蔽日的“光灰”乡
镇，蝶变成绿色生态小镇。

伤痛：
曾有 200 多个矿山开采点

“现在高铁岭就是长江边的
一座公园。 ”11 日，高铁岭镇陆水
村支部书记高超自信地说，“濒
临长江，有山有水有田园，还有
绿色工厂，一派生机！ ”

“唉！ ”提到过往，高超长长
叹了一口气说，这在几年前是无
法想象的。 该镇富含石英砂、锰
等矿藏， 先后开采各种金属、非
金属资源数千万吨，“小时候，最
期待的就是蓝天白云。 ”

镇委书记陈刚介绍，他老家
就在陆溪，每次回家想到要经过
高铁岭镇，心里直打鼓，除了避
让横冲直闯的大货车，还要担心
坑坑洼洼的路面磕碰底盘。 镇上
最多时有 200 多个开采点，矿山
的采掘，矿石的运输，导致“颠簸
路、光灰镇”成了高铁岭镇的代
名词。

环境不好，镇上常住人口逐

年减少，全镇户籍人口 3.3 万人，
在家才约 1 万人。“矿山开采成
为全镇的痛点。 ”

止痛：
修复矿山，处处生绿

“生态立镇、产业强镇。 ”陈刚
说，近年来，县委县政府对矿山开
采进行有序整治， 县城投公司整
合开采公司，开采点由此前的 200
多个减少到现在的个位数。

该镇摒弃卖资源思维，确立
绿色发展思路，对已停产的矿山
开展生态修复， 整治路面扬尘、
道路抛洒等问题，对山、水、林、
田、湖、草进行绿色修复，打造
“宜居康城”。

“还绿于民、还水于民。 ”陈
刚坦言，生态修复中，他们遇到
各种阻力，但他和同事坚持下来
了，“生态修复是我们的必答题，
要还清高铁岭的生态欠账。 ”

现在的高铁岭镇， 满眼皆
绿，柏油马路村村通，告别了“晴
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 ”

“蓝天白云的梦实现了！ ”高
超说，高铁岭镇盛产杨梅、脐橙
和枇杷，还有神秘的大岩山七星

洞， 这几年一批采矿企业被关
停，来高铁岭镇采摘游玩探险的
人越来越多，镇里越来越热闹。

蜕变：
生态新镇应运而生

2013 年，随着湖北金盛兰冶
金科技有限公司入驻，高
铁岭镇的工业经济直线
上升。

每到傍晚，金盛兰公
司外， 马路两边的美食摊
沿路整齐排开，市场监管、
城管工作人员来回巡查。

陈刚说，现在金盛兰
有工人 8000 人， 待湖北
顺乐钢铁有限公司二期
建成后， 工人将再增加
8000 人。

结合实际， 该镇提
出，建好钢铁新城、旅游
名城等“五城高铁”，打造
“产城融合示范， 生态文
旅名镇”。

按照功能划分，高铁
镇将是“北工南旅”。 北部
空间以金盛兰公司为中
心，打造华中地区最大钢

铁基地和转型装配式建材生产
基地， 新建一个约 10 平方公里
的钢铁新城，整体上按照项目建
设、行政服务、居民生活、文化旅
游进行分片划区，建起一个集政
治、服务、商贸、文旅为一体的产
城融合示范中心。

南部则大力发展农业和乡

村旅游，现正拓宽原有道路，新
建一条道路接通千年古樟与八
斗角村、陆溪镇的要道，将千年
古樟景点与陆水烈士陵园相
接，修建观光走廊，配栽种植桃
李橘等果树， 进行综合连片开
发，与北部空间相呼应，促进乡
村振兴。 （据 《湖北日报 》）

嘉鱼高铁岭：
从“光灰小镇”到“生态小镇”

江西省上饶市信
州区一防疫封

控区内的宠物狗被防疫
人员‘无害化处理’一事
持续发酵。

“

高铁岭镇新庄村村民在采摘脐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