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物业反映过呢？”对于记者的疑问，刘
女士直言，“我们小区是封闭式的，小
区里面看到流浪狗的几率不大，一般
都是在小区外面这条路上，这边挨着
还有另外一个小区，物业也管不到这
外面啊，责权问题不太好界定。”

记者又随机采访了几位附近的
居民。“现在是暑期，这么多流浪狗，
对于孩子们来说当然是有着极大威
胁的，不能等到出了问题再处理，应
该防患于未然。”居民杨先生直言，

“以前也鲜有流浪狗，但是疫情发生
后，流浪狗明显有增多的趋势，希望
相关部门可以负起责任来。”

居民王婆婆则认为：“这些狗狗
挺温和的。狗狗都是一条条生命，不
要说孩子们，我有时候也会喂点动，
可怜啊，不想它们被饿死了。”

一位小区保安大哥说：“我们也
拿这些流浪狗没办法，赶走了，又会
跑回来，就像是“打游击战”一样。”他
有些无奈地说，“毕竟是小动物，还有
人投食，我们又不能伤害它们，所以
只能采取赶走的方式。”

积极联系相关单位
给流浪狗一个“家”

为何城市社区会有流浪狗出
现？爱狗人士李先生坦言，“流浪狗
的出现，很多时候和不文明养狗有一
定关系，有些宠物主人可能因为宠物
生病或家庭变故等原因导致出现遗
弃狗狗的现象，如果人人都能有文明
养狗的意识，那么流浪狗也会越来越
少。”他同时倡导，“暑期来了，遛狗一
定要牵绳，不仅可以避免宠物走失，
同时也避免吓到小朋友。”

7月20日下午，记者就流浪狗的
问题联系到了成都市公安局成华区
分局。“公安会尽快调查核实，”民警
称，“如果情况核实属实，公安将积极
联合城管和动物保护等相关单位组
织，尽快安置这些流浪狗，同时将联
合街道社区，做更多的文明养狗宣传
教育。”

当天，记者还拨通了成都爱之家
宠物救助中心创始人陈运莲“陈婆
婆”的电话，“陈婆婆现在在忙呢，没

时间接电话，我是这里的志愿者。”对
方说道，“陈婆婆已经 70 多岁了，每
天早上四五点就要起床喂养这些猫
狗。”目前，爱之家已经有 5000 多只
流浪猫狗，“完全是爆满了，有些都还
没有犬舍，还在不停地调圈，所以五
桂路的情况，我们只有下一步先安
排，看看可不可以解决。”

流浪猫狗伤人
偶尔投食的人无需担责

流浪狗如果伤人，那么谁来担责
呢？对此，来自成都市泰和泰律师事
务所的周冬平律师表示，早前有新闻
报道称，北京市民王某被流浪狗咬
伤。随后，王某将长期喂养这条流浪
狗的邻居杜某诉至法院。北京市一
中院在审理该案时，最终判决杜某赔
偿王某医药费等费用。

那么流浪猫狗伤人，是只要投食
了的人都需担责吗？对此，周律师解
释说，一些小区居民偶尔地给小区内
流浪猫狗投食的行为，其实算不上喂
养。也就是说，如果流浪狗咬伤了居
民，其他居民只是偶尔给流浪猫狗投
食，是不需要担责的。

这样避免被流浪狗伤害

1、减少投喂。杜绝在居民生活
区内投食喂养流浪狗的行为。

2、注意垃圾。尽量不要把食物
扔在小区的垃圾堆或垃圾桶里。

3、不要挑逗。一些小孩随便挑
逗或是抚摸流浪狗，很容易把它们激
怒而伤人。

4、不要盲目呵斥。有的人见到
流浪狗就大声呵斥或拿工具驱赶，如
果呵斥者手无寸铁，很容易被流浪狗
所伤。

5、对峙不要惊慌。当发生人狗
对峙时，不要狂喊乱叫，不要跑，不要
手脚乱动，否则，流浪狗会误认为你
要攻击它，会立马反击。

华西社区报记者冯浕 摄影报道

“最近我们小区周围经

常有流浪狗成群结队地出

现。”日前，读者刘女士打进

华西社区报热线担忧地表

示，“有一次，我看到有十多

只一起跑出来，这些狗狗中

不少都是中型犬，有些小朋

友还会去投食，一旦发生险

情后果很严重。”为此，记者

7月19日晚7时左右来到

成华区五桂路，夜色婉约

下，果然发现不少狗狗奔走

在小区外绿化带附近觅食

玩耍。

流浪狗成群出现
成为安全隐患

刘女士的女儿今年六岁
多，每天晚饭后必做的‘功课’
就是下楼和朋友们玩耍。“我们
小区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很多，
正是‘费头子’的年纪，喜欢在
小区附近到处跑跳。”小朋友们
善良可爱，看到流浪的猫狗，总
是忍不住亲近一下，“有时候孩
子会在家偷偷揣点馒头、饼干
之类的食物去投食这些流浪
狗。”刘女士担忧地表示，虽然
目前就我所知还没有发生过意
外，但始终还是有隐患啊。”

刘女士带记者来到五桂路
的一处小高地，“这一块以前修
过篮球场，现在又打造成一片
绿地，还可以来眺望一下成都
的夜景，但现在经常都有流浪
狗在这里玩耍，谁还敢来啊。”
说话间，记者就看到好几只流
浪狗窜到了这片小高地上。

“这么多流浪狗，有没有找

现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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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 A 股过
山车般，让人内心焦
灼。对于大多数一
般投资者而言，选择
善于捕捉优质资产，
并能长期在 A 股市
场获得超额收益的
基金产品，不失为一
种较好的策略。据
悉，兴证全球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近日发
布公告称，旗下2020

年首只主投 A 股的
主 动 权 益 类 基 金
——兴全合丰三年
持有期混合型基金，
将于 8 月 25 日起正
式发行。此基金拟
任基金经理季文华，
投资能力备受业界
认可，在其历史管理
的基金中，有两只曾
获得过基金业三大
权威奖项“大满贯”。

兴全合丰8月25日起正式发行

资讯

一群流浪狗狗以社区为“家”，引发居民安全担忧

建平安文明社区给流浪狗一个“家”

日前国投瑞银
《基金会客室》栏目
邀请了一位特殊嘉
宾程先生担任主持
人，程先生是国投瑞
银基金的 15 年资深
客户，持有国投瑞银
创新动力、国投瑞银
景气行业两只产品
10 余年。在本期基
金会客室中，程先生
与两只产品的基金
经理孙文龙、伍智勇

进行了面对面交流。
程先生表示，作为普
通投资者，难以跟上
资本市场的发展，最
好的做法就是专业
的事交给专业的人，
委托给基金经理进
行投资。他的投资
理念是分散投资、长
期持有。他看好国
投瑞银发展前景，希
望通过长期持有得
到较好的回报。

资深基民做客国投瑞银

近日, 上投摩根
联手第一财经，汇集
重磅金融大咖，举办

《金融大咖巅峰对
话，洞见 2020 下半
年投资机遇》直播，
上投摩根基金经理
李德辉在直播中表
示，展望未来，整体
资产配置需求有望
推动国内权益市场
估值上扬。在投资
中，将在优质赛道中

陪伴优秀公司共同
成长。

一直以来，李德
辉被业内称为“成长
中的稳健派”，银河
证券数据显示，截至
今年 6 月底，李德辉
管理的上投摩根科
技前沿基金和上投
摩根卓越制造基金
任 职 回 报 均 超
100% ，分 别 达 到
129.68%和100.76%。

上投摩根李德辉：
市场蓄势上行动能显著

今年黄金资产
迎来“高光时刻”。
随 着 金 价 持 续 攀
升，大量资金涌入
黄金市场。建信上
海金 ETF 及联接基
金拟任基金经理朱
金钰表示，黄金供
求缺口、低利率的
国际环境、美元走
弱、以及全球政治
经济复杂博弈这四
方面的因素有望助

推金价，黄金配置
正当时。

近期，由朱金钰
“掌舵”的建信上海
金 ETF 及联接基金
正在发行，有黄金投
资需求的投资者不
妨适当关注。这两
只产品都以“上海
金”为主要投资标
的，具有投资透明、
操作便捷、成本低廉
等优势。

建信基金朱金钰：黄金配置正当时

（投资有风险，选择需谨慎）

民 警

律 师

链 接

空地上的流浪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