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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召开养犬管理条例立法听证会，市公安局明确表示———

东莞将不收取养犬管理费

□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曾德顺

通讯员 管萱萱

5 月底由东莞市公安局、东莞市司

法局组织起草的《东莞市养犬管理条例

（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条例》）

公布，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议。 7 月

10 日，由东莞市公安局、司法局联合举

行《条例》立法听证会。 听证会上，15 名

市民陈述代表分别就各自关心的问题

提出了建议， 养犬人士陈述代表希望

《条例》能适当宽松，非养犬人士代表则

希望进一步在一些细节上完善对养犬

行为的监管。

非养犬代表建议完善监管

非养犬陈述代表邓云龙建议为养

犬者建档，实施和驾照记分制相仿的养

犬行为记分制，并将多次违反《条例》的

养犬人列入失信记录。 因为《条例》中

“对饲犬的个人处以 200 元至 1000 元

的罚款”的处罚规定，对不少经济条件

优越的饲犬人而言并不能起到预期效

果， 可能较难引起市民的高度重视，亦

难以真正实现《条例》的立法本意。 同

时，政府相关部门还应加强对养犬知识

的普及和宣传，通过法规宣讲，并结合

真实案例的方式， 进行普法意识宣传，

提高全民守法意识。

人大代表张巧明也提出了建立养

犬行为记分制，剥夺对扣分罚款后仍违

反《条例》的养犬人的养犬资格。

养犬代表希望能适当宽松

养犬陈述代表李慧敏针对《条例》

第四十条大型犬只方面提出了建议，她

认为应该适当放宽对部分性格温和的

大型犬的限定。“像大白熊、巨贵、阿富

汗犬，性格温和，但按照《条例》，它们的

肩高和体长均已经超过 50 厘米， 就要

受到限制。 ”李慧敏说。

陈述代表周恺建议，犬只的禁养范

围应参照其他已公布养犬条例的城市，

应对具体犬种进行细分，不能单从体格

和名称进行禁养犬筛选。“如斗牛犬中

的英国斗牛犬和法国斗牛犬，相比泰迪

这种小型犬都没有攻击性。 ”周恺说，金

毛、拉布拉多等大型犬性格也多为温顺

护主， 不能因其肩高和体长超过 50 厘

米就对其进行禁养。

市公安局回应：不会收取养犬管理费

听证会上， 东莞市公安局治安巡

警支队政委赵寅代表市公安局对一些

热点建议和普遍关注的问题做回应，

并表示将在会后进行深入研讨、 具体

研究。

赵寅表示， 在接下来的立法程序

中， 市公安局将予以深入研讨， 制定

出一套富有弹性的条规， 如充分授权

镇街、 社区管理权利； 又如在公园等

场所， 将设定权交给经营管理者， 通

过这种模式平衡养犬人和非养犬人的

需求。 在大型犬只的限定上， 赵寅回

复说， 东莞对大型犬没有设定禁养，

仅对其外出进行了一定限制， 这是从

兼顾到大多数人的利益出发的。 此外，

赵寅还明确表示， 东莞不会收取养犬

管理费， 但疫苗注射和犬牌办理一定

会收费。

东莞新引进人才又有新利好

正高级职称可申请最高30万元补贴

新引进人才又有新利好！ 近日，东

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印发

《2019年东莞市新时代新引进创新人才

综合补贴申报公告》

（以下简称 “《公

告》”）

， 东莞市限定范围用人单位的新

引进人才可申领补贴，其中，正高级职

称最高可获补贴30万元。

在该单位工作并缴社保满1年

《公告》称，该项综合补贴受理范围

包括东莞市用人单位

（党政机关和财政

全额供养事业单位除外）

2017年1月1日

以后新引进的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或

高级职称的人才；限定范围的用人单位

2017年1月1日以后新引进的具有中级

职称或上年度在东莞市缴纳个人所得

税不低于3万元的人才。 东莞市限定用

人单位

（党政机关和财政全额供养事业

单位除外）

2017年1月1日以后新引进的

具有本科学历或初级职称人才的综合

补贴申报，由各镇街

（园区）

另行公告。

《公告》 还进一步明确了申请综合

补贴的办理条件。具有全日制普通高等

教育本科以上学历，或具有初级以上职

称，或上年度在东莞市缴纳个人所得税

不低于3万元将作为资格条件； 人事关

系条件则包括： 人事档案在东莞市，与

东莞市用人单位

（党政机关、财政全额

供养事业单除外）

签订3年或以上劳动

合同，在该单位工作并依法缴纳社会保

险满1年。

正高级职称最高补贴30万元

根据东莞市人社局公布的补贴标

准，正高级职称最高补贴30万元，分5年

等额发放；副高级职称或博士

（不分正

副高级的高级职称人才按副高级标准

补贴）

最高补贴20万元， 分5年等额发

放；硕士以及中级职称或上年度在东莞

市缴纳个人所得税不低于3万元

（限定

用人单位范围）

的人才， 最高补贴6万

元，分3年等额发放。

新引进人才综合补贴每人限申领

一次。符合条件的新引进人才可申领最

高补贴额度的40%， 符合条件且具有东

莞市户籍的新引进人才可申领最高补

贴额度的100%。

新引进人才按“就高从优不重复”

的原则享受市财政有关人才政策待遇，

重复部分予以核减。

什么是限定用人单位

限定用人单位范围包括： 非财政

全额供养的事业单位、符合《东莞市产

业发展与科技创新人才经济贡献奖励

实施办法》奖励范围的单位、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 经各级主管部门认定的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企业技

术中心，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

站（分站）、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企业、

国家 “重大人才工程 ”入选者 、省市创

新科研团队、 省市创新创和成长型中

小企业、 获得国家或省级科技主管部

门认定的具有国家或省级资质的科技

服务机构。

信息时报记者 叶虹

东莞中考成绩单

启用网上打印

为方便考生获取2019年中考成

绩证明， 东莞市已通过中考系统实

现考生2019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

绩网上打印功能。

据悉， 考生或学校登录中考系

统http://dgzk.dgjy.net/，进入“打印

管理-打印考生报名登记表”模块，

点击右上角“导出PDF”按钮，导出

PDF版“2019年东莞市高中阶段学

校招生报名登记表及成绩证明”后，

即可获得带公章版本成绩证明。

（须

通过导出

PDF

功能获得带 “东莞市

中等学校招生办公室” 公章的成绩

证明， 直接通过网页打印按钮打印

的将不显示公章）

据东莞市教育局介绍， 为确保

考生成绩真实、有效，考生成绩证明

采用双重复核， 相关收取成绩证明

单位可以通过成绩证明左下角提供

的网址及验证码，进入：http://dgzk.

dgjy.net/dgzk/toQueryPage.do网站，

输入验证码对考生成绩进行复核验

证。 同时， 左下角已注明“东莞市

2019年普通高中录取最低控制分数

线为540分”， 考生无须重复前来打

印东莞市普通高中最低录取分数线

证明。

启用网上打印成绩单功能后，原

则上本年度成绩打印均通过中考系

统进行打印，东莞市中招办将不直接

受理家长2019年成绩打印需求。有条

件的学校可在成绩公布后通过学校

账号统一下载好考生的PDF版成绩

证明，并为家长进行打印。

2019年会考成绩打印参照以上

办法执行， 考生可自行前往所在学

校，由学校进行打印。打印2018年及

以前的成绩仍需前来市中招办

（东

莞市机关二号大院市教育局

2

号楼

2

楼）

打印。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市教育局宣

东莞将打造一批

职业培训联盟品牌

《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关于加强东莞市职业培训联盟建

设的实施意见》昨日下发，记者了解

到， 东莞将着力打造一批支撑东莞

市产业发展的职业培训联盟品牌。

《意见》提出，职业培训联盟应

当由职业培训相关单位作为发起单

位提出发起倡议，发起单位由1家单

位单独发起。 职业培训联盟的承担

主体应当是在区域产业行业中生

产、 服务以及技术处于领先地位的

优势企业。

东莞市人社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 将根据东莞市产业发展布局和

技能人才供给状况， 合理规划职业

培训联盟建设工作， 重点培育与东

莞市支柱产业、 优势产业相适应的

职业培训联盟， 着力打造一批支撑

东莞市产业发展的职业培训联盟品

牌。

信息时报记者 叶虹

听证会现场。

东莞市公安局治安巡警支队政委

赵寅代表市公安局对一些热点建议和

普遍关注的问题做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