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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台县贯彻《淮南市养犬管理条例》实施方案

《淮南市养犬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经 2019 年 10 月 30 日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2019 年 12 月 21 日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

议批准，为认真抓好《条例》贯彻落实，结合我县工作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按照“规范管理、严格执法、强化监督、促进和谐”的指导思想，坚持管理与服务相结合的工作

原则，以贯彻实施《条例》为抓手，加大文明养犬宣传，广泛动员市民积极参与，强化市民文明养犬

意识，规范养犬执法管理，健全养犬管理长效机制，逐步实现犬只免疫率、办证率两个“百分之百”，

推动形成依法、文明、科学养犬的良好社会氛围，全面提升我县文明城市创建水平。

二、明确限养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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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淮南市其他县、区限制养犬区域范围，拟在我县城区划定限养范围：东至城关镇环城路（含

交通路以北周边区域）， 南至城关镇环城路延伸至滨河南路，西至南湖大道，北至永兴大道。我县

限养范围于 6 月 1 日前向社会公布。

三、组织领导

为加强和规范城区养犬管理，成立县文明养犬管理工作领 导小组，建立领导小组联席会议制度，

统筹指导、协调推进全 县文明养犬管理工作。下设文明养犬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办公室设在

县公安局，负责协调、督查全县文明养犬管理等日 常工作。

四、任务分工

县文明养犬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城关镇党委政府：1.履行 属地管理责任。建立三级网格化包保

工作机制，一级网格由县 领导包保，二级网格由城关镇领导包保，三级网格由社区干部 包保，明确

各级网格长、网格员，依托网格化管理，组织城关 镇、各社区开展入户走访活动。采取入户发放宣

传资料、签署 承诺书等形式，广泛宣传《条例》内容，并对市民养犬的种类、数量、免疫情况进行

摸排统计；2.成立文明养犬管理工作领导 机构，明确专人负责文明养犬管理日常工作，为公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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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等 执法部门配备必要的捕犬工具、设备，组织开展好本辖区文明 养犬管理的宣传、督导和实施等

工作；3.建立由县公安、城市 管理、农业农村（畜牧兽医）、市场监管、卫生健康等部门组 成的文

明养犬管理协调工作机制，协调解决文明养犬管理工作 中的重大问题；4.做好文明养犬管理工作经

费保障，确保工作 经费及时拨付到位；5.在禁止携带犬只进入的室内公共场所 和公园、广场、游园

等室外公共场所设臵“犬只禁入”标识，组织做好监督管理和劝导等工作。

县公安局：负责限养区域内的养犬登记、犬只收留、查处无证养犬等工作；负责捕杀狂犬；根据

工作实际逐步推进犬只电子标识植入工作；会同县农业农村局做好“一站式”服务办证点选点工作，

监督、指导“一站式”服务办证点犬只登记办证；会同县农业农村局共同确定大型犬只标准及禁止个

人饲养烈性犬名录，在《条例》正式实施前向社会公布；向社会公布违法养犬、收留流浪犬的举报电

话，接到举报后及时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告知举报人；对工作中发现的流浪犬，及时送至收留场所，

并会同县农业农村局、县生态环境局做好对犬只收留场所的日常监管工作；接受市民现场咨询犬只免

疫、养犬登记等业务；履行县文明养犬管理办公室职能，指导、协调县直各部门的文明养犬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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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管局：负责对限养范围内街面流动售犬、违规携犬进入公共场所和养犬影响市容环境卫生行

为的查处；向社会公布违法养犬、收留流浪犬的举报电话，接到举报后及时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告知

举报人；工作中发现流浪犬的，将犬只送至收留场所。

县农业农村局：负责犬类狂犬病的免疫、疫情监测，核发犬只狂犬病免疫证明，依法实施动物防

疫条件许可和动物诊疗 许可；会同县公安局共同做好“一站式”服务办证点选点工作， 监督、指导

“一站式”服务办证点犬只免疫、植入电子标识、犬只免疫证明发放等工作；会同县公安局确定大型

犬只标准及个人禁养烈性犬名录，并及时向社会公布；会同县公安局、县生态环境局做好对犬只收留

场所的日常监管工作；监督指导收留场所对疫犬、疑似疫犬、无主犬尸的无害化处理，监督、指导养

犬人对犬尸进行无害化处理；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负责犬只检疫和防疫的监督管理执法工作。

县卫健委：负责犬伤处臵、狂犬病人抢救治疗、人用狂犬病疫苗注射、人狂犬病疫情监测等工作。

县市场监管局：负责对涉犬经营单位进行登记和管理，监督管理犬只经营活动，及时查处市场内

未经登记的犬类违规经营行为；会同县发改委对养犬管理工作中犬只免疫、植入电子身份标识等收费

行为按照各自职责进行价格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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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文明办：牵头负责文明养犬宣传工作，组织主流媒体开办专题专栏，曝光不文明养犬行为；制

定文明养犬宣传工作方案，采取多种形式宣传依法、文明，科学养犬，大力营造党委政府倡导、社会

积极响应、市民主动参与的良好氛围；建立违法养犬行为定期通报制度，对存在违法养犬行为不听劝

阻或多次违法的党员干部，及时向其所在单位通报处罚情况。

县直机关工委：负责对县直机关、事业单位广大党员干部文明养犬的宣传教育发动工作，并组织

县直单位人员签订《文明养犬承诺书》（附件 1）。

县发改委：会同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文明养犬管理工作中犬只免疫、植入电子身份标识等收费行为

按照各自职责进行价格监管。

县教育局：负责将文明养犬纳入中小学教育计划；积极开展全县中小学、幼儿园文明养犬知识宣

传和普及教育工作；组织做好中小学、幼儿园教职员工《文明养犬承诺书》的签订工作；做好全县中

小学、幼儿园“犬只禁入”标识设臵工作。

县民政局：负责加强对涉犬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的联系和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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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司法局：负责为养犬管理相关工作提供法律支持；指导基层调解组织积极参与市民涉犬矛盾纠

纷调处工作；组织法律服务志愿者每月至少进驻一次养犬管理服务大厅，为市民涉犬矛盾纠纷提供法

律咨询服务。

县财政局：负责做好本级财政承担的养犬管理工作经费预算和使用监督管理工作，确保经费及时

拨付到位。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做好本级政府自建犬只收留场所选址用地规划、土地使用审批等筹备

工作。

县生态环境局：负责对需要噪声检测的犬吠扰民现场进行检测；做好对犬只收留场所的日常生态

环境监管工作。

县住建局：负责在县管公园、广场、游园等公共场所内设臵“犬只禁入”标识，组织做好监督管

理和劝导等工作；指导、督促所属公园、广场、游园等公共场所的养犬管理相关工作。督促指导物业

服务企业协助有关管理部门在物业服务区域内做好居民文明养犬的宣传、养犬登记和违法养犬行为劝

阻、举报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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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交通局：负责劝导市民禁止携带犬只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等行为，做好公共交通工具“犬只禁入”

标识设臵等工作。

县融媒体中心：负责全县文明养犬宣传工作，开办专题专栏，曝光不文明养犬行为，通过广播、

电视等媒体和网络新兴媒体，全面做好文明养犬宣传工作，提高市民对《条例》的知晓度，着力营造

人人支持、参与的浓厚氛围。

五、实施步骤

（一）组织部署阶段（5 月 15 日至 5 月 20 日）

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按照工作部署分别成立文明养犬管理工作领导机构，完成养犬管理组织、动

员、部署工作。成立领导机构及联络员名单、联系方式和城关镇网格化包保网格长、网格员名单、联

系方式于 5 月 20 日下班前报县文明养犬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各县直有关部门要积极配合县直机关工委对本单位人员开展文明养犬宣传发动工作，并组织做好

本单位人员《文明养犬承诺书》签订工作，动员本单位人员带头遵守文明养犬相关规定。县直机关工

委负责统计汇总各单位签订情况，于 5 月 30 日前报县文明养犬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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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宣传摸排阶段（5 月 21 日至 6 月 30 日）

1、集中宣传。由县文明办牵头制定文明养犬宣传工作方案，层层发动，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积

极参与，在全县开展文明养 犬宣传发动工作。聚焦不文明养犬行为中的“办证”“栓绳” “犬吠”

“便溺”“防疫”五类突出问题，通过多种宣传形式， 集中开展宣传发动，形成强大舆论声势，切

实提高市民文明养 犬意识。

城关镇党委、政府负责组织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做好文明养犬宣传发动，做好《致养犬市民朋

友的一封信》等宣传资料发放、《文明养犬承诺书》签订等工作，相关工作数据于 6 月 30 日前报县

文明办。

县文明办负责汇总统计集中宣传期间宣传资料发放、《文明养犬承诺书》签订等相关数据，于 6

月 30 日前向县文明养犬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通报。

县教育局负责组织全县中小学、幼儿园《致学生家长的一封信》发放及教职员工《文明养犬承诺

书》签订工作。签订情况于 6 月 30 日前报县文明养犬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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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住建局负责督促指导物业服务企业做好文明养犬宣传、摸排登记以及日常管理等工作，摸排登

记情况于 6 月 30 日前报县文明养犬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摸排登记。城关镇党委、政府要积极组织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在限制养犬区内开展犬只排

查登记等工作。通过深入居民户和辖区内相关单位，全面排查登记饲养犬只的种类、数量、免疫情况，

为犬只登记办证和监督管理等工作提供基础数据。汇总统计相关数据（填写附件 2、3）于 6 月 30 日

前报县文明养犬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农业农村局、县城管局负责共同做好对宠物商店、宠物医院、犬只交易市

场、街面流动经营点等涉犬单位场所情况进行调查摸底，登记相关信息，做好经营登记备案等工作。

摸排登记情况于 5 月 30 日前报县文明养犬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县农业农村局负责于 5 月 25 日前将选定的犬只免疫点报县文明养犬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会同县公安局确定“一站式”服务办证点、大型犬只标准及个人禁止饲养烈性犬名录， 并于 5 月底

前完成“一站式”服务办证点办证流程、工作制度等板牌的设臵及人员培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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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住建局负责做好全县在建项目工地饲养犬只的种类、数量、免疫情况摸排登记工作。摸排登记

情况于 6 月 30 日前报县文明养犬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县公安局负责于 5 月底前完成养犬管理信息系统建设使用以及养犬服务大厅的设臵工作，并做好

公安派出所、农业农村（畜牧兽医）、城管行政执法、“一站式”服务办证点等单位人员系统使用及

执法人员执法设备使用培训工作。

（三）集中整治阶段（6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积极组织公安（不少于 2 名执法人员）、城管（不

少于 2 名执法人员）、文明办（不少于 1 名工作人员）、农业农村（不少于 1 名工作人员）、住建（不

少于 1 名工作人员）、市场监管（不少于 1 名工作人员）等职能部门以及乡镇、社区等单位开展巡查

工作，依法查处违法养犬行为。县养犬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要按照自身职责组织开展巡查整

治工作；县文明养犬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认真制定巡查整治方案，适时从各成员单位抽调人员

组织开展集中巡查整治工作。

1、巡查严管。在限制养犬区内，对未经登记养犬的，违规 饲养烈性犬的，在禁止遛犬的公共场

所内遛犬的，携犬乘坐公 共交通工具的，遛犬不挂犬牌、不束犬绳的以及犬只粪便不及 时清理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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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容环境等行为，由公安、城管等部门依据《条例》相关规定及时予以处罚。针对群众反映强烈、媒

体关注、涉犬 警情高发的小区、广场、公园等重点区域、场所，建立早晚遛 犬高峰巡查工作机制，

集中开展巡查整治。对巡查中发现的违 法养犬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对发现的流浪犬、无主犬，及

时捕捉送犬只收留场所。

2、犬只收留。县公安局要及时通过公开招标、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设立犬只收留场所，配

齐相关人员、捕犬车 辆、工具设备，做好流浪犬、弃养犬和没收犬只的收留工作。公安、城管部门

在日常工作中发现流浪犬的，及时将犬只送 至收留场所。

3、清理整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农业农村局、县城管局在对宠物商店、宠物医院、犬只交

易市场、街面流动经营点等涉犬单位场所前期摸排登记的基础上，对不符合经营条件的涉犬单位场所

进行清理整顿。清理整顿情况于 6 月 30 日前报县文明养犬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4、举报投诉。县公安局、县城管局要向社会公开违法养犬的举报电话，对举报的违法养犬行为

要第一时间处理，并及时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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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媒体曝光。通过广播、电视、微信公众号等新闻媒体， 对各类不文明养犬行为及时给予曝光，

以案释法，促使养犬人自觉养成养犬办证、遛犬栓绳、制止吠叫、清理粪便、注射疫苗等文明养犬行

为。

六、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抓好组织落实。各责任单位要树立“一盘棋”思想，建立健全文明养犬管

理工作责任制。各成员单位分管负责同志为本单位文明养犬管理工作第一责任人，要增强责任感和紧

迫感，全面贯彻实施《条例》，确保工作顺利推进。

（二）明确工作重点，压实管理责任。加大文明养犬工作的宣传力度，动员社会团体、志愿者、

市民群众积极参与，促进不文明养犬行为得到明显改善。加大对不文明养犬行为的综合整治力度，坚

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确保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

（三）强化联合联动，建立健全机制。坚持边整治、边总结，边管理、边完善的原则，立足当前，

着眼长远，积极探索建立 长效工作机制。建立日常管控机制，加强日常巡查，建立违法 养犬群众投

诉举报制度，对群众举报线索逐一核查，及时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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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强调度督查，确保工作实效。县文明养犬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定期召开会议，专题研究通

报工作进展情况。县文明养犬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定期从成员单位抽调人员组成检查组，采取明

查暗访的方式，强化对文明养犬管理工作的督导检查，及时发现并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对督导

检查情况进行通报。

县文明养犬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系电话：8681070；邮箱地址：206327299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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