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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越来越多的家庭饲养宠物。

根据《2018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显

示，2018年中国城镇的宠物主队伍已

经达到7355万人，其中我国城镇养狗、

养猫人数达5648万人，占养宠人数的

76.8%。目前，西湖区动物卫生监督部

门免疫了6000余只农村犬和8300余只

城市宠物犬。

随着养宠人群增多，宠物市场扩

大，宠物主们迫切希望在疫苗注射、犬

类办证和宠物诊疗等宠物刚需生活中

得到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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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个点全区覆盖

让疫苗注射不再“奔波”

疫苗能够给宠物一个安全的防护罩，是养

宠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自2011年3月1日起，《浙江省动物防疫

条例》（以下简称为《条例》）施行。根据《条

例》，不管城市的宠物犬，还是农村的散养狗，

都必须按照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规定进

行兽用狂犬病疫苗的免疫接种。

不过以前，辖区居民要为自家爱犬注射狂

犬病疫苗时，只有3个选择——西湖区动物防

疫点（城西花鸟市场一楼）、浙江大学动物科学

学院附属动物医院、杭州嘉美宠物医院。部分

居住在三墩、之江地区的养犬市民离这3个注

射点较远，每年带着小狗注射疫苗时总是各种

“奔波”。

如今，“毛孩子”们就近注射疫苗成为了现实。

今年6月，西湖区农业农村局召开了全区犬

类免疫社会化服务工作动员大会，邀请了全区动

物诊疗机构共同参与。“我们对犬类狂犬病强

制免疫社会化服务点是有严格的动物防疫要求

的，比如要有独立的8平方米以上的免疫室，要

有卫生消毒等完善的制度，要配备电脑、监控、

操作台、储备疫苗用的冰箱等，注射疫苗的人员

要求是执业兽医师或者助理执业兽医师。”西湖

区动物卫生监督所所长陈苏兰介绍。

经过现场审核，在辖区29家动物诊疗机构

中，最终确定了22家动物诊疗机构作为西湖区

犬类狂犬病强制免疫社会化服务试点（以下简

称“免疫服务点”），并于日前公布。

目前，西湖区犬类狂犬病强制免疫点的数

量共有23个（22家动物诊疗机构以及西湖区动

物防疫点），养犬市民可就近选择服务点，给爱

犬注射疫苗。除双浦镇没有宠物诊疗机构外，

其余10个镇街都有免疫服务点，基本达到了西

湖区全覆盖。双浦的养宠人，可以去转塘街道

的免疫服务点注射狂犬病疫苗。

值得一提的是，在杭州，养犬市民只要带

上身份证明（如身份证、户口本或者杭州市临

时居住证）到各免疫服务点，就可以给狗狗免

费注射狂犬病疫苗。记者了解到，首次注射狂

犬疫苗的犬主可申请办理犬类免疫证，日后基

本每隔一年给狗狗注射一次疫苗，只要疫苗本

子保管好，每次的注射记录都将呈现其中。

“我区农村地区的犬类狂犬病疫苗免疫，

主要集中在3月和9月，西湖区农业农村局会统

一部署，各相关镇街会组织兽医人员上门免费

注射。”陈苏兰补充。

杭州市西湖区犬类狂犬病免疫点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地址 联系电话

1 西湖区动物卫生监督所动物防疫点 西湖区古翠路89号城西花鸟市场一楼内165号 0571-88931525
2 杭州市西湖区木一动物诊所 西湖区文三西路35-2号 0571-87999707
3 杭州天使动物医院 西湖区高技街59号 0571-88914632
4 杭州市西湖区康乐动物医院 西湖区竞舟路20号-3 0571-88975717
5 杭州天使动物医院三墩诊所 西湖区三墩颐景园荷风苑11幢106室 0571-88855359
6 杭州市西湖区芭芭拉宠物医院 西湖区古墩路1241号 0571-86923090
7 杭州浙大圆正动物医院有限公司 西湖区萍水西街235号 0571-86971347
8 杭州之江度假区珮特宠物诊疗所 西湖区转塘街道之江家园三区转之路13-106号 0571-85055299
9 杭州安宁宠物医院有限公司 西湖区教工路298号二层 0571-81969795
10 杭州市西湖区新航动物医院 西湖区古墩路481号 0571-87615797
11 杭州维一宠物医院有限公司 西湖区丰潭路303、305、307号 0571-88175920
12 杭州市西湖区慕康动物诊所 西湖区西溪路979号 0571-85268991
13 杭州之江度假区罗拉宠物医院 西湖区转塘街道象山路232号、霞鸣街155号 0571-88150390

14 杭州嘉美动物医院有限公司 西湖区学院路159号底层102室 0571-85028919

15 杭州嘉美动物医院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西湖区益乐路72号 0571-88220878
16 杭州美联众合动物医院有限公司西湖区诊所 西湖区文二西路62号 0571-86685791
17 杭州之江度假区四月宠物诊所 西湖区转塘街道方家苑005号商铺 0571-85230039
18 艾贝尔（上海）宠物医院有限公司杭州古墩路宠物诊所 西湖区古墩路477号 0571-88160805
19 杭州恒爱宠物医院有限公司 西湖区三墩镇申花路351-2、351-3号 0571-87609206
20 杭州松子宠物医院有限公司 西湖区三墩镇申花路372号 0571-85457262
21 杭州市西湖区美美宠物诊所 西湖区文新街道文一西路100-3号 0571-86699763
22 杭州松墨宠物诊所有限公司 西湖区三墩镇兰韵天城3幢底商3号 0571-81022009
23 杭州我家宠物诊所有限公司 西湖区留下街道西溪路879号 0571-85235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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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孩子”们落户更加便捷
“在社区就可以办理《养狗许

可证》，省去了不少时间。只要有手

机，下载‘贴心城管’App，实名注

册，足不出户，按提示步骤一步步

办理就行了，这真是太方便了。”日

前，家住西溪街道下马塍社区的居

民赵女士通过在线办理，为心爱的

小狗办理了《养狗许可证》。

以前，根据《杭州市限制养犬

规定》，市民给狗狗申办“养犬许可

证”，必须先带着狗狗去市畜牧兽

医局指定的免疫点注射狂犬疫苗，

然后填写“杭州市个人申请养犬登

记表”后，到所属社区、街道审核同

意盖章，再带着相关材料去属地城

管部门犬类行政审批窗口办理。除

去正常排队时间，这个过程最少也

需要1天时间。

而现在，记者从西湖区城管局

了解到，新开发的“杭州市犬类审

批监管系统”已于2017年上线。这

意味着申办养犬许可证和办理年审

缴费等一系列操作，市民只要在手

机上动动手指就能完成。

西湖区城管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新开发的“杭州市犬类审批监

管系统”正式上线后，申请人只要

在手机上下载“贴心城管”App，并

实名注册，就可以轻松申办“养犬

许可证”、办理年审缴费。按照规

定，网上办理犬证的办结时间，仅

15个工作日。

户口本、身份证、一寸彩色犬

只全身照一张……家住嘉绿景苑

的罗大伯正在“杭州市养犬许可西

湖区办理窗口”办养狗手续，工作

人员告诉他，所有流程当天就能办

完。老人开心地说：“比想象中的方

便多了！”

考虑到犬只注射狂犬疫苗并办

理杭州市《家犬狂犬病免疫证》是

办理杭州市《养犬许可证》的前置

条件，养犬市民在西湖区23个犬类

免疫点注射狂犬疫苗后，可直接在

现场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利用“贴心

城管”手机App在线申办犬证。犬

证办结后，由犬证窗口快递到户，

达到犬主办犬证跑零次的效果。

此外，今年西湖区城管局邀请

杭州市犬业管理协会旗下宠物医

院、宠物培训机构、宠物用品企业、

传媒公司等优质社会力量，组建起

西湖区文明养犬第三方宣传服务

队。每个周末服务队走进社区，现场

为居民提供狂犬疫苗注射，同时指

导养犬居民手机办证，更提供宠物

健康检查、疾病诊疗、宠物用品优惠

购、宠物行为训练等多样化服务。

借助这一资源丰富、人员充足的

服务团队，目前西湖区文明养犬宣传

服务工作已经可以做到周周进社区、

人人享服务。2019年上半年，西湖区

犬证在线申办率达到91.80%。

“许可”多方判定

让宠物诊疗更安心更专业
“凡是人能做的项目，在我

们医院都能做。”浙江大学动物科

学学院附属动物医院王院长介绍，

“宠物诊疗比给人看病更复杂，类

似于儿科，因为动物不会表达。医

院中x光、B超、生化、血细胞、粪

便、尿液、微生物等检测手段一应

俱全。”

目前随着养宠数量增多，“动

物诊疗”在大众视野中逐渐鲜活。

日前，西湖区农业农村局召开

动物诊疗行政许可听证会。会上邀

请西湖区司法局、三墩镇政府、西

城年华小区业委会等单位参加旁

听，并于会后根据听证笔录形成听

证报告，针对相关动物诊疗机构的

许可申请作出决定。

记者了解到，根据我国现行法

律，动物诊疗机构想要取得《动物

诊疗许可证》，除了专业人员配备、

诊疗场所设施设备达标外，还有其

他的设置要求。目前，西湖区共有

29家动物诊疗单位取得《动物诊疗

许可证》。

“没想到能参加这样一个‘特

别’的听证会，让我们对宠物医院

以及部门工作有了一个全新的认

识。”业主代表刘女士说。

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附属动

物医院作为辖区资历较深厚的动物

诊疗机构，在全市最早获得了《动

物诊疗许可证》。对于听证会的召

开，王院长感触颇深：“这是一个很

大的进步！”他表示，听证会是一个

平台，为动物医院提供了一个倾诉

的渠道，也给了医院和居民一个相

互交流的机会。

相互交流是消除“刻板印象”

的第一步。记者跟随王院长在参观

时发现，住院部内共有4条狗、1只

鸡和1只兔子，它们十分安静地或

趟或坐在笼子里。当记者推门进入

时，有一只比格犬机敏地站了起来，

不过也只是紧张地看着记者，并没

有发出吠叫声。

王院长坦言：“其实，部分不熟

悉的居民会觉得宠物医院里的动物

会吵闹、有味道。不过，这只是大家

对宠物医院的‘刻板印象’。像我们

医院住院部和门诊都是分开来的，

每天都要进行消毒、搞卫生，基本

上没什么味道的。”

除此之外，为更好确保动物诊

疗机构的专业性，每年3月底前，西

湖区农业农村局都会对辖区动物诊

疗机构和执业兽医师们上一年度的

动物诊疗经营活动年度报告和上一

年度执业情况进行检查，一旦发现

存在任何不达标情况，将立即要求

整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