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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师成森 杜海珍）近
日，黄河上游遭遇持续降雨，导致水位暴
涨。7 月 11 日，青海境内拉加镇黄河段监
测水位从 6月 19日的 38.53米上涨到 43.23
米，超警戒水位 6 米，水流量从每秒 550 立
方米增至每秒 2500 立方米。离河岸较近
的多处居民房屋被淹或被水围困，民众生
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当地政府已
组织 500 多人开展防洪抗洪工作，及时疏
散群众 100多人。

洪水冲断青海移动果洛州军功至海南
州二干跨河通信光缆，导致二干OTN 传输
光路故障。沿黄河边的拉加寺、麻什唐
村、玛尔挡工区三个 4G 基站及 56 户拉加
镇家宽业务受影响，严重影响了果洛移动
网络通讯正常运行。

汛情就是命令。青海移动果洛分公
司闻“汛”而动，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开展
抗洪保通信工作，派出抢修车辆 5 辆、人
员 20 人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进行抢修，保

障人员组成党员突击队，冲在前头。位
于黄河北岸的青海移动海南分公司积极
联动，派出抢修车辆 1 辆、人员 5 人赶赴
现场支援抢修。经过连续十几个小时紧
急抢修，有效整治隐患 2 处，重新布放光
缆 1.2 公里、新立木杆 4 根，所有光缆杆路
全部得到扶正和加固，所有中断业务于
全部抢修完毕并恢复，为特警、民兵等救
援队伍及当地群众的正常通信提供了有
力保障。

进入汛期以来，青海移动严格落实 24
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上传下达防汛救
灾的相关信息，确保信息畅通。针对黄河
拉加镇汛情，果洛移动、铁塔、铁通公司实
时联动，成立应急通信保障组，下设发电
抢修小组、线路光缆抢修小组、抽水排涝
等多支应急突击队，分别对黄河拉加段灾
区通信保障分片包干，24小时监控灾情和
网络运行情况，确保重要基站、重要线路
和重点区域通信不中断。

青海移动鏖战黄河保通信

养犬人遗弃宠物犬
7 月 12 日，记者在省城走访时发现，

一些人口稠密、环境相对较差的地方经常
出现流浪犬，有些流浪犬被周边居民定时
投喂。在居民区，一些养犬人士并不给犬
只拴链绳，任由它们在道路或小区乱跑，
走失风险很大。有的犬主人称，不拴绳是
不想让宠物感到束缚。

流浪犬扰民、造成环境污染……西宁
市养犬管理办公室调查显示，在西宁，市
民养宠物犬数量上万只，目前西宁市已登
记 7000多只犬。

西宁市养犬管理办公室主任李程军
介绍，流浪犬中，除了一小部分是繁育出
来的“二代流浪犬”，大部分都是被弃养
的。流窜在城市角落的流浪犬存在伤病，
其中瘦小或残疾的流浪犬大多长期生活
在垃圾堆附近。

对于流浪犬的管理,西宁市养犬办给
出了一组官方数据, 从今年 6 月至今，西
宁市开展养犬管理专项行动以来，共出动
警力 1000 人次，登记犬只 300 只，在西宁
市滨河路沿线、中心广场、麒麟湾、朝阳等
地区及主要街道、公共场所训诫不文明遛
犬行为 600 次，收容犬只 11 只，发放文明
养犬宣传材料一万余份。

养犬办工作人员提出,犬类管理仍需
加强多部门合作,政府应牵头组织犬类管
理的专项整治，由公安、城管、农牧、食药、
环保、街道等各职能部门开展犬类专项管
理，在重点限养区内治理无证养犬和养烈
性犬、大型犬的问题，对遛犬不拴链、带犬
进入公共场所等不规范的养犬行为查处，
及时捕捉疯犬、病犬、流浪犬，避免造成伤
害。《西宁市养犬管理条例》施行后，虽然
养犬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作了不少工作，
对流浪犬或病犬无害化处理，但治理“狗

患”的一项有效措施，需要逐步培养市民
文明养犬的社会公德。

对弃养者难以追责
一些市民说，养犬成为很随意的事，

有的人高兴时抱回一只，感到厌烦时就随
便丢弃，流浪犬的数量不断增加。

西宁市流浪动物保护协会工作人员
说，最让我们痛心的，是对动物的弃养。
弃养不仅会威胁动物的生存，同时，也会
破坏生态平衡。针对动物被弃养的行为，
只有道德上的约束，处罚很难。

李程军介绍，近年来不少地方都出台
了养犬管理规定或条例，北京、上海、辽宁
等地都明确规定，不得遗弃所养犬只，否
则要承担相应责任，但这些规定并没有阻
止流浪犬数量的增加。由于缺少线索和
证据，除非主动现身，很难找到流浪犬的
主人，更无法追究其相关责任。如果长年
给流浪动物供食，让流浪动物活动并居
留，就已经构成特殊的饲养关系。

《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二条规定，遗
弃、逃逸的动物在遗弃、逃逸期间造成他
人损害的，由原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承
担侵权责任。但西宁市流浪动物保护协
会工作人员表示，需要有证据证明喂养者
是流浪犬的实际管理者。

值得注意的是，流浪犬中不乏大型犬
甚至烈性犬。在省城一些闹市区和花鸟
鱼市场存在大型犬和烈性犬幼崽出售的
现象。一些交易网站上，有人出售烈性犬
幼崽。动物保护人士称，饲养大型犬、烈
性犬违背相关法规条例，且成本高，很容
易发生弃养，并导致病犬伤人。不过，一
些市民领养流浪犬大多看重品种与颜值，
往往愿意选择金毛、哈士奇等名贵犬收
养，普通流浪犬往往无人收养。

提高文明养犬意识
流浪犬不断增加，政府

收容、喂养的负担也越来越
重。记者了解到，动物救助
站除场地租金和人员工资
以外，每年包括狗粮、消毒
等在内的日常维护费用达
到上万元，维护运营成本很
高。

在西宁市，公安机关和
社区物业公司等多部门采
取发放告知书，呼吁公众提
高依法文明养犬意识，完善
小动物保护相关法规，进一
步强化责任追究，减少弃养
等行为。也有市民提出，通

过科技手段提高管理能力，减少不负责任
的饲养，给登记的犬只身体内嵌入芯片。
芯片上有主人和犬只的信息，宠物即使丢
失也能快速找回，有效防止弃养。

为避免被流浪犬所伤，路上遇到陌生
狗，尽量不要招惹;狗狗“吃饭”时不要打
扰，以免被误认为是抢食而遭到攻击。医
院工作人员介绍，被犬咬伤，应立即处理
伤口，先用流动的水或肥皂水清洗伤口，
涂上碘酒消毒，然后尽快去预防门诊接种
狂犬疫苗。如果伤情严重，需要去疾控中
心注射狂犬病人免疫球蛋白。

流浪动物马上就有家了
怎样让流浪犬有个更好的家？经过

多年筹备，在爱心企业和爱犬人士的努力
下，西宁市流浪动物救护中心按照标准化
和智能化流浪动物救护要求正在扩建，预
计今年年底完成，西宁被救助的流浪动物
都将在这里安家。救护中心设施设备完
善，工作人员经过专业培训，有规范的消
毒、防疫、管理的工作流程，所有犬只将按
照犬只种类实现分类救护。

实现智能化管理，一是建成救护中心
后，实现全程监控。从救助车辆到救护中
心，24 小时监控全覆盖。同时，通过电信
部门的手机APP智能平台，实现政府相关
职能部门的综合管理和便民服务，以及全
市宠物相关产业和机构、爱犬人士之间相
互交流沟通的平台。通过 NB 技术，实现
犬只的智能管理。可以实现对犬只的定
位和生物体征的监测，“这样一来，西宁
市爱犬人士最担心的宠物丢失后无法找
回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流浪动物救护中心是唯一配合政府
对禁养犬只和流浪犬只的救护机构。在
西宁市公安局等相关部门开展的专项整
治行动中，协会配合政府收容禁养犬只 11
只。对于城市内禁养的犬只，有些被主人
安置到农村等允许饲养的地方，主人无法
安置的禁养犬只，暂被寄养在会员单位，
统一管理。

西宁市流浪动物保护协会已与青海
省动物诊疗协会合作，按照相关的标准，
将为救护的流浪动物做绝育手术，减少流
浪犬数量。协会工作人员建议，减少流浪
犬，还需提高养犬人士的主体意识，包括
爱心意识和责任意识，宠物被抛弃主要是
因为养犬人士的这两个意识不高。就爱
心意识来说，很多人养犬都是出于兴趣，
但养犬更需要照顾和关爱，可有的人不能
把爱心转化为耐心。就责任意识来说，有
的养犬人士社会意识较弱，他们没有意识
到，抛弃犬会给社会造成安全隐患。

城市狗患增多的背后
本报记者 祁晓军/文 韩晨琛/图

5 月 29 日，西宁市一所
学校的学生彤彤（化名）准
备前往教室上课途中，被窜
入学校的黑狗抓伤。事后，
彤彤被送往医院注射狂犬
疫苗，所幸无大碍。根据国
家有关部门发布的全国法
定传染病统计，每年都有人
感染狂犬病。那么流浪犬
攻击人类、造成伤害后的责
任由谁承担？流浪犬如何
更好收容？流浪犬增多的
背后存在哪些问题？ 宠物店老板收养的流浪犬宠物店老板收养的流浪犬。。

西宁市养犬管理办公室工作西宁市养犬管理办公室工作
人员检查宠物店内犬的手续人员检查宠物店内犬的手续。。

本报讯（记者 季蓉 摄影报道）“2012
年我住进八一路大洋华府小区后，地下室
就在漏水，雨后积水更严重，今年几次大
雨，地下室积水都可以养鱼了，年年都这
么泡着，我们希望得到媒体的帮助”。近
日，市民唐先生向西海都市报社区联络站
反映。

在唐先生传给记者的视频中看到，地
下室内有 10 余厘米深的积水，水面上漂
着各种杂物，业主们站在台阶上一边拿着
簸箕往外铲水一边吐槽“地下室都快成游
泳池了。”

7 月 12 日，记者前往小区走访了解。
唐先生反映的地下室位于 9 号楼 2 单元，
住在 5 楼的孟女士打开了地下室的防盗
门，采访时虽没有下雨，但地下室走廊里
仍有被水浸泡的痕迹，部分墙面表皮经过
长期浸泡已脱皮，地面上还留有水渍，空
气中弥漫着霉味。

“只要下雨就会积水，一积水我们就
得用盆子往外舀。”孟女士打开自家煤房
门说，“你看这个门泡得已经走样了，今年
夏天我把好多东西都卖了，不然沙发啥的
都会泡在水里”。

听说要来采访，从外面赶回来的业主
李先生称，前些年下雨最多只会导致地下
室地表渗水，但是不严重，从去年起地下
室积水越来越多，都能淹到脚踝。“我们写
了书面材料交给物业公司后，他们就在我
们楼的边角用水泥抹了一下，后来又在一
间地下室的煤房里面做了防水，但解决不
了根本问题。”

李先生说，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今
年，上周连着下了几天雨，楼前的多个窨
井灌满了雨水，地下室积水也更深了。采
访时，除了 9 号楼，其他楼的地下室也有
相同的情况，居民们担心没有做过防水层
的地下室，长期浸泡地基会下沉。

“地下室有积水这个情况从小区一盖
好就有了，现在除了 9 号楼还有 2 号楼都
有这种情况，倒灌是地下室积水的原因之
一。”7月 12日，小区物业公司负责人袁先
生就此问题作了反馈，只要下大雨，八一
路就会水流成河，时间一长路面上的积水
倒灌进小区，小区所有的雨水井全是灌满
的状态，而 9号楼地势相较其他楼要低一
些，所以地下室积水情况就要严重一些。

袁先生介绍，小区地基是砖混结构，
所以不能按照业主们讲的那样进行大型
开挖作业。“我们要把 9 号楼前的绿化带
打成水泥地，再做个排水沟，这件事我们
会尽快安排的。另外，八一路现在改造排
水管网，给我们一段时间，等排水改造完
工后，如果八一路不积水了，我们小区地
下室积水的问题就会解决。”

雨后积水倒灌
地下室年年被泡

地下室积水地下室积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