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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对江西上饶宠物
被“无害化处理”事件提起公益诉讼

多家社会组织集体发声

11月 12日，江西省上饶市信
州区金凤花园小区住户发文，称
在酒店隔离期间， 其所养的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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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饶市信州区
西市街道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
急指挥部发文回应称， 经核实，
该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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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未与该居民进行充分沟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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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悉，该工作人员已取得居
民谅解，同时该居民表示对疫情
期间防控措施表示理解。

11 月 18 日， 山西省长治市
动物保护协会向上饶市人民政
府发出信息公开申请，并着手启
动行政公益诉讼法律程序。

何茜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公
益诉讼的目的是希望让更多执

法者在疫情期间理性面对居民
宠物，不让棒杀宠物事件被其他
地方效仿，而是对动物有基本的
关怀，产生更多社会性思考。

何茜谈道，宠物狗是居民个
人财产，相关人员在未与房主打
招呼的情况下，直接开锁进屋棒
杀并未确诊的宠物，这种方式本
就涉嫌违法。

稍早前，它基金也表示，棒杀
宠物狗的工作人员涉嫌违法。 它
基金已经向上饶市信州区人民政
府申请信息公开， 内容包括公开
经上级批准对该小区居民家中宠
物作出的“无害化处置”决定书，
以及该决定所依据的法律法规；
上饶市信州区政府工作人员执行
该决定过程中，具体处置方式、处
置种类、数量，处置过程中与居民
的具体沟通情况。 信州区政府办
信箱显示已收到该信息公开申
请，但目前暂未回复。

动物防疫法第三条规定：本
法所称动物防疫，是指动物疫病
的预防、控制、诊疗、净化、消灭
和动物、动物产品的检疫，以及
病死动物、病害动物产品的无害
化处理。 无害化处理，针对的是
病死动物、病害动物产品，以及
被依法扑杀的染疫动物尸体，而
非活的动物。

它基金相关人员也表示，该
事件中，没有证据证明被无故扑

杀的宠物狗属于有害物，相关工
作人员无权做所谓无害化处理。

呼吁建立宠物隔离制度

有数据显示， 从 2010 年到
2020 年，我国宠物数量从 0.59 亿
只增加到近 2 亿只。 与此同时，
养宠物的家庭比例持续攀升。

智研咨询发布的 《2021-
2027 年中国宠物行业市场行情
动态及投资前景分析报告》显
示：自 2010 年以来，我国宠物产
业快速发展，主要表现在宠物数
量增加和消费升级。 数据显示，
中国宠物（狗和猫）消费市场规
模从 2011 年的 210 亿元增加到
2019 年的 2024 亿元， 近年来增
长率有所下降， 但仍保持在 20%
左右，属于快速发展的行业。

面对宠物市场增长，一个新
的社会问题来临：重大灾害发生
后，留守宠物如何处理？

早前，山西省长治市动物保
护协会曾就动物保护相关问题
起诉辽宁省、阜新市和彰武县三
级农业农村部门并取得胜诉。 在
何茜看来，站到动物的角度去保
护动物，才能真正保护动物。

疫情期间，全国各地在集中
隔离期对待留守宠物的问题方
式不一。 而随着家庭饲养宠物的
增多，留守宠物如何处理不再是

个案，而是逐渐成为整个疫情防
控体系中必须面对的一个环节。

2021年 1月， 北京市大兴区
规定每个家庭可留一人居家隔离
照料宠物；在广州，当地社区工作
人员根据集中隔离居民要求，帮
助上门喂养留守宠物； 在石家庄
藁城区， 有三个村庄的村民全部
异地隔离，隔离期间，18名工作人
员当起临时饲养员， 为三万多只
牛、羊、猪、鸡、狐狸以及难以计数
的猫和狗提供食物和水。

11月 15日，中国小动物保护
协会通过微博发文称，近日，上饶
宠物狗被扑杀事件引发广大爱心
网友关注。文中指出，随着社会精
神文明建设发展， 宠物已不单单
是一个小动物，而是人类的伴侣、
精神的寄托。 中国小动物保护协
会希望每一个生命都能被温柔以
待，用爱守护每一个生灵。

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支持
并呼吁建立全国性的宠物隔离
制度：生命面前人与动物都应受
到平等对待，相关部门应建立全
国性的宠物隔离制度。

对宠物该如何精准防疫

目前，虽有报道提到人感染
后可能会把病毒传给宠物，但并
无证据证明被感染的宠物发病，
且没有出现宠物把病毒传给人

的情况。
国家卫健委疾病预防控制

专家委员会委员卢洪洲表示，在
无疫情的地区没有必要采取太
严格的措施。

卢洪洲指出，目前没有案例
可以确认新冠病毒能在人与共
同生活的宠物间循环传播，但
2020 年世界卫生组织曾表示，
依据丹麦的实验证据，新冠病毒
由人传播给水貂后，继而由水貂
回传给了人类。 因此，目前仍不
能完全放下警惕，在流调观察中
不能忽视对宠物检测甚至隔离
观察。

“在没有证据证明宠物可以
把病毒传给人的情况下，我觉得
把宠物进行隔离处理就行了。 我
们要进行严格隔离、 严密监测，
在隔离后证明宠物已经不具有
传染性、 不再携带病毒的情况
下，应该解除隔离。 我觉得这才
是科学态度。 ”卢洪洲说。

郑州市爱心导盲犬服务中
心主任关骊对记者表示，个人饲
养的宠物应当视为个人财产，物
权法对此有相关规定。 当地工作
人员在未经他人同意的情况下
对宠物进行“无害化处理”实属
不该。“宠物隔离制度国内尚无
先例，可以尝试制定并遵守。 可
以选择主人与宠物集中隔离、宠
物与宠物集中隔离、主人隔离社
区喂养等方式。 ”

关骊表示，很多养宠物的人
会将宠物视为自己的另一半。 面
对社会逐渐进入老龄化的现状，
子女不在身边，老年群体更加需
要陪伴，宠物就成了很多人的不
二选择。

“防疫工作是政府职责，配
合防疫也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
务，但在此期间出现的新的社会
问题也亟待解决，如疫情期间宠
物应如何处理的问题。 这就需要
多方沟通， 相互理解， 共谋良
策。 ”关骊表示。

如果居民因疫情防控需要被隔离， 其家里的宠物该如何
处理？

日前，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一居民在集中隔离期间，通过安装
在家中的监控发现，宠物狗遭当地工作人员进屋“无害化处理”。该
事件曝出后引发社会关注。 目前，山西省长治市动物保护协会、北
京爱它动物保护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它基金”）分别向当地政府
申请信息公开，前者还向当地政府提起了行政公益诉讼。中国小动
物保护协会则支持并呼吁建立全国性的宠物隔离制度。

山西省长治市动物保护协会会长何茜对 《公益时报》 记者表
示，宠物狗属于居民财产，应该得到保护，他们正着手向上饶市政
府提起信息公开和公益诉讼。

（上接 10 版）

《公益时报》：目前基金会重
点开展的项目以及重点关注的
领域有哪些？

曹红梅 ： 我们的项目分慈
善项目和志愿项目， 其中有两
个项目比较有代表性。 一个是

“我们一起上大学”， 项目主要
资助中西部偏远地区学习意愿
强烈、家庭困难、学习成绩优异
的小学、初中和高中学生，并持
续跟踪孩子的成长变化， 直到
孩子考上大学。

在这个过程中，每两个月我
们必须要跟踪孩子在学习、日常
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并记录在孩
子的成长档案中。 我们每两个月
要向捐赠人进行一次汇报，等学
期结束后会将孩子的学习报告
单包括班主任的评语、家长对孩
子的评价等一并向捐赠人汇报。

同时，捐赠人会在孩子每一学期
开学也就是助学金发放时，以及
学期末做两次实地走访。 这个过
程中，捐赠人可以带自己的孩子
走进山区，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也
帮助了自己的孩子。

还有一个项目是“监护缺
失儿童帮扶计划”，主要从四个
方面进行帮扶： 一是结合社区
做的爱心小屋， 这些监护人缺
失的孩子基本都是由爷爷奶奶
或是邻居照顾， 很多时候都过
着两点一线的生活。 为此，我们
跟社区联合做了爱心小屋 ，定
期会有志愿者加入做一些兴趣
培养活动，比如运动、魔术、画
画等。 二是联合具体家庭，为孩
子打造一个学习空间， 由我们
配备书桌、书本等，帮他们制定
学习榜， 为孩子营造学习的空

间和氛围。 三是联合学校班主
任， 在学习的过程中多鼓励孩
子举手发言，培养孩子自信心。
四是联合爱心志愿者， 为孩子
找一个“爱心妈妈”，固定且定
期跟孩子进行沟通， 负责孩子
学校、 社区以及家里日常的生
活，就像代理妈妈一样。

《公益时报》：基金会的主要
收入来源是什么，2020 年的收支
情况如何？ 在增值保值方面是怎
么做的？

曹红梅 ： 我们基金会还比
较年轻，年平均收入在 1200 万
元左右，支出为 70%左右。 截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 共接收捐
赠 3100 万元， 支出约 2200 万
元。 主要捐赠来源是企业和个
人，目前主要是私募的方式。 所

有进来的款项我们是不扣一分
钱手续费的，也不扣管理费，基
金会工作人员的工资目前都是
定向捐赠。

在保值增值方面，基金会的
初始资金是 200 万元，2019 年我
们的投资收益是 12 万元，2020
年投资收益超过 30 万元。

《公益时报 》：2021 年 ，中国
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 能否谈谈你对
新形势下公益行业未来发展的
预测和看法？

曹红梅：这两年的疫情和经
济形势影响到了各行各业，改变
了公众的生活状态，同样也影响
到了公益行业和基金会的生存
发展。 作为一家新生的基金会，
我们也有很大的压力，但是我们

感觉变革的时代也蕴含着很多
发展机会，公众对“第三次分配”
等概念需要深刻认知。 这其中，
公益行业和基金会有很多可以
切入的工作机遇。

基金会目前重点推出了两
方面工作：一是针对 6 到 12 岁的
孩子设立公益账户；二是针对企
业推出公益基金，在增强企业社
会责任感的同时建立公益基金，
在做大做强的同时让其可持续
化，这样每年都会有保值增值空
间，然后双方共同约定保值增值
部分的用途。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更好
地去定义我们要服务的对象。 基
金会存在的价值是让更多人在
有钱有时间投身爱心事业时，能
够找到一家值得托付的基金会。
这是我们确定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