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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犬条例对各部门齐抓共管的
职责划分作了明确的界定。条例规
定，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
由公安、综合行政执法(城市管理)、农
业农村等部门共同参与的养犬管理
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协商解决养犬管
理中有关重大问题。联席会议的日
常工作由公安机关承担。

具体来看，公安机关是养犬管理
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犬只扰民伤人
事件处置、重点管理区内犬只准养登
记等工作；

综合行政执法(城市管理)部门负

责犬只收容留检、重点管理区内流浪
犬只捕捉和犬只破坏公共场所市容
环境卫生行为管理等工作；

农业农村部门负责犬只狂犬病
认定、防疫、疫情监测和死亡犬只无
害化处理指导等工作；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对相关
犬只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卫生健康部门负责人狂犬病防
治、健康教育、疫情监测等工作；

住建部门负责督促物业服务企
业做好管理区域内违法养犬行为的
劝阻、报告等工作。

《宁波市地名管理条例（草案）》获通过

新建住宅不得以推广名
代替标准地名

昨日，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十五次会议表决
通过《宁波市地名管理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条
例对地名命名原则等作出明确规定，有助于杜绝“大、洋、
怪、重”等不规范地名的产生。同时，对于新建住宅惯常以
推广名代替标准地名的行为，也进行了规范和指引。

新建住宅违规使用地名最高罚10万元
拒不改正将纳入公共信用平台

条例对地名命名原则和采词要求作了规定。地名用字应当
使用规范汉字；汉字地名的罗马字母拼写，应当适用《汉语拼音
方案》和《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则》；同类别地名的专
名部分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不得重名，并避免同音（含地方方言
语音）；含有行政区域、区片或者城镇道路名称的命名，应当与
其所处的地理位置相符合；住宅区、建筑物（群）的通名应当与
用地面积、总建筑面积、高度、绿地率等条件相适应；法律、法规
的其他规定。

近年来，新建住宅区、建筑物（群）不规范命名，擅自以推广名
代替标准地名的情况时有发生，已成社会热点。条例指出，新建
住宅区、建筑物（群）的命名，建设单位应当在申领《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之前向相关专业主管部门申请命名。建设单位对住宅
或者其他建筑物（群）推广时，应当使用标准地名。住房和城乡
建设主管部门在办理房屋预售许可时应当使用标准地名。

条例规定，建设单位在住宅区、建筑物（群）推广时，擅自使用
未经批准的名称，由相关专业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使用、限期改
正；逾期不改正的，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对于相关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方式获取
地名命名、擅自使用未经批准的地名进行商业推广拒不改正等不
良信息，按照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有关规定，纳入统一的公共信用平
台。

为历史地名建档案
新道路优先使用或派生老地名

我市一些地名具有独特的历史底蕴和文化优势，但在城市变
迁中，老地名保护缺乏有效的制度支持，留下不少遗憾。

1993年至2006年间，市区的战船街、法卿巷、积善巷等260条
街巷（路）地名消失，占当时街巷（路）总数的近三分之一。2010年
至2018年间，全市因地理实体变更而消失的行政村及道路街巷名
称有4600余条，老地名保护迫在眉睫且任重道远。

为加强地名文化遗产的保护，条例从四个方面进行规范。一
是定期开展历史地名普查，建立档案；二是编制地名文化遗产保护
名录，对纳入保护名录的历史地名，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更名或者
销名；三是新建城镇道路命名应当优先使用原有地名或者就近使
用派生历史地名，建立历史地名标识系统，提升历史地名的辨识
度；四是建立地名地方方言用词库，规范、统一我市方言地名使
用。 记者 滕华

《宁波市养犬管理条例》获通过

重点管理区内一户限养一犬
甬城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宁波市养犬管理条例》（以下简称“养犬条

例”），昨日在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根据立法工
作程序，养犬条例将报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后颁布实施。

这部专门为“养犬”制定的法规，此次已是第三次提交市人大常委会审
议，并在立法过程中广泛听取了社会各界包括养犬人士、非养犬人士等多
方意见建议，反复修改、数易其稿，以求取得社会最大共识。

昨日正式出台的养犬条例，总计八章五十三条，对一审、二审时的“一
户一犬”等多项规定不作调整，但也综合各方意见，删除了二审时“六时至
二十一时禁止携大型犬出户”等操作性不强的规定。

明确公安、城管等各部门职责

在养犬行为规范方面，除了明确
要求佩戴有效犬牌、有效免疫牌，不
得遗弃、虐待等之外，还规定单位养
犬的，非因免疫、诊疗需要，禁止外
出。

对于重点管理区携犬出户的行
为规范，条例也做了详细的规定。

携犬出户必须束犬链，大型犬
的犬链长度不得超过 1.5 米，其他
犬只的犬链长度不得超过 2米，并
为大型犬佩戴嘴套。在电梯或楼
梯等狭小空间，应收紧犬链或怀抱
犬只以主动避让他人。而二审时
的“6时至 21时禁止携带大型犬出
户”则在条例中删除。

根据条例规定，未以犬链有效管
控犬只、犬链超过规定长度、未为大
型犬佩戴嘴套、未主动避让他人，或

者养犬人将犬只交由非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人出户的，由综合行政执法部
门责令改正，处20元以上200元以下
罚款；情节严重的，处 200 元以上
2000元以下罚款，并可以没收犬只，
由公安机关注销养犬登记证。

养犬条例还对禁止携犬进入的
场所作了规定。机关、医疗机构、教
育机构、公共服务办事大厅等，影剧
院、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文化馆、
科技馆、体育场馆、档案馆、城市展览
馆等禁止携犬进入。

公园、名胜风景区的管理者可以
禁止或划定区域禁止犬只进入，并设
置明显标识，在允许犬只活动的公共
区域，可以设置注明区域范围、开放
时间、警示事项等内容的标识牌，并
配备相应的环卫设施。 记者 房伟

大型犬出户须佩戴嘴套

根据养犬条例，犬只出生满3个
月或免疫有效期届满前30日内，养犬
人应当为犬只接种狂犬病疫苗并办理
免疫证明。首次接种后，农业农村部
门将发放免疫牌并为犬只植入记录有
养犬人、犬只身份信息等内容的电子
标识。

重点管理区实行犬只准养登记
制度，犬龄满3个月的犬只未取得养
犬登记证的不得在重点管理区内饲
养。

根据条例规定，重点管理区内的
免疫接种和准养登记将实行集中办
理，各区县（市）公安机关会同农村农
业部门建立统一的养犬管理服务场
所，并可在动物诊疗机构中设立集中
办理便民服务点，方便养犬人申请办

理。
条例明确规定，个人在重点管理

区内饲养犬只的，每一户籍且每一固
定居住场所限养一只，并要符合具有
本市户籍或居住证，独户居住，无遗
弃、虐待犬只的处罚记录，3年内无犬
只被没收或养犬登记证被吊销的记
录。

养犬条例也对重点管理区内个
人接受临时寄养犬只的要求作了具
体规定。寄养犬要已办理准养登记，
寄养数量不得超过一只，且寄养时间
不得超过30日。而准养犬只繁殖幼
犬的，养犬人应当自幼犬出生之日3
个月内将超过限养数量的犬只自行
处理或送至犬只收容留检场所。

重点管理区内一户一犬

本报讯（记者 房伟）法律的生命力在于
实施。昨前两日召开的宁波市十五届人大常
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作出决定，全面建立地
方性法规动态维护机制。通过该机制加强对
法规实施的监督来维护法规的权威尊严，通
过法规自身的不断完善来维护法规的生命活
力。这一机制在国内尚属首创。

为了克服地方立法后普遍存在的两大薄
弱环节——法规得不到正确有效实施，法规
制定之后没有适时修改完善，宁波市十五届
人大常委会创造性地提出“地方性法规的维
护机制”这一课题，并作出上述决定。

决定由四部分内容组成，分别规定了建
立地方性法规动态维护机制的总体要求和加
强法规实施监督、推进法规自身完善、夯实日
常保障基础等具体举措。

根据决定，宁波将建立地方性法规实施
情况定期报告制度。法规施行一年后的六个
月内，由主要实施单位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
实施情况，形成法规实施情况定期报告的长

效化机制；主要实施单位要根据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会议决定报告实施情况。

强化地方性法规配套规范性文件备案
审查，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根据相关规定，应
当在法规实施之日起一年内制定并实施配
套规范性文件，或者根据市人大常委会的要
求在法规实施之日前制定并在法规实施之
日起同步实施。

改进立法后评估工作，施行已满三年的地
方性法规，均应当适时开展立法后评估，施行
时间较长的法规可以优先列入年度评估计划。

全面推行地方性法规实施情况专项审议、
专题询问，形成地方性法规执法检查常态化，推
进地方性法规实施监督工作向社会公开以及推
进地方性法规清理的常态化、长效化等。

市人大法制委员会认为，该项机制的建
立将保证地方性法规及时、正确、有效实施，
促进地方性法规在适应客观形势发展中不
断完善，并为地方性法规维护的顺利推进提
供有力保障。

市十五届人大
五次会议将于
2020年2月上旬召开

本报讯（记者 房伟）昨前两日，宁波市第十
五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二十五次会议，会议决
定：宁波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
2020年2月上旬召开。

建议会议的主要议程是：
听取和审查宁波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审查宁波市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执行情况及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草案的报告，批准宁波市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及2020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

审查宁波市2019年全市和市级、市属相关
开发园区预算执行情况及2020年全市和市级、
市属相关开发园区预算草案的报告，批准宁波市
2019年市级、市属相关开发园区预算执行情况的
报告及2020年市级、市属相关开发园区预算；

听取和审查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工作报告；

听取和审查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听取和审查宁波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审议和决定2020年度市人民政府民生实

事项目；
选举和其他事项。

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
一批人事任免事项

本报讯（记者 房伟）昨日下午，市十五届人
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一批人事任
免事项，决定任命：

孙义为为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
王程为宁波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局长；
金珊为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决定免去：
王丽萍的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职务；
张爱琴的宁波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局长职务；
徐柯灵的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职务。
部分新任命人员进行宪法宣誓。

本报讯（记者 房伟）昨日下午，市十五届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市人大
常委会2020年立法计划。该计划包括审议项
目、审议预备项目和调研项目共36项，其中不
少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热点领域，如住宅小区
物业管理、全民健身、电梯安全、菜市场管理
等。

审议项目包括：《宁波市全民健身条例》
《宁波市经营燃放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修
订）》《宁波市警务辅助人员管理条例》《宁波市
城市排水和再生水利用条例（修订）》《宁波市
出租汽车客运管理条例（修订）》《宁波市职业
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修订）》《宁波市电梯
安全条例》《宁波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修
订）》《宁波市菜市场管理规定》和9件集中修
改项目。

目前，我市菜市场主要存在规划落后、布
局不科学、硬件老化、管理缺位、市场环境脏乱
差等突出问题，拟通过立法以建立统一的菜市
场规划体系，构建政府主导、企业经营、社会组

织广泛参与的体制机制，强化菜市场监督管
理，改变菜市场环境面貌等问题。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网约车的迅猛
发展，使得目前我市网约车数量已经占到出租
车总量的2/3，成为出租汽车客运市场的主体，
但《宁波市出租汽车客运条例》没有对网约车
作相应规定，有必要根据实际对条例进行修
改。条例修订拟将网约车纳入条例的调整范
围，明确出租汽车车辆准入条件，加强网约车
的规范管理，完善价格形成机制等。

此外，《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
《宁波市建筑垃圾管理条例》和《宁波市教育督
导条例（修订）》等7项被列为审议预备项目。
《宁波市公共信用条例》《宁波市机动车维修业
管理条例（修订）》和《宁波市民宿发展促进条
例》等11项被列为调研项目。

这些项目主要围绕全国人大提出的惠民
立法、生态立法、弘德立法等立法重点，从《市
十五届人大及其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项目库》
第一类、第二类项目中产生。

全国首创！
宁波建立地方性法规动态维护机制

市人大常委会2020年立法计划获通过

明年将制定
菜市场管理规定等法规

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五次会议干货满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