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两天，在四川省凉山州冕宁县泸沽镇的一个收狗点正在上演着一场争狗大战：从5月23日
起，来自西昌、成都、西安的四五十名爱狗人士，参与到一场“救狗行动”中，要求从商贩的狗场中
解救300多只狗，遭到了商贩的拒绝。

双方协商不成，冲突进一步升级，爱狗人士将收狗点围堵，开车将路口堵住，整夜守在狗场
附近，防止商贩偷偷运狗。得知狗来自疫区，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介入，原本计划将狗进行无害
化处理，但是遭到爱狗人士的强烈反对。

收狗的商贩杨勇回应称，自己收狗已经20多年，每年收狗2万余条，基本都销往广西，全家靠此为生，
“哪条法律规定了狗不能买卖？”几年前，杨勇运狗到云南时，已被爱狗人士拦截一次，损失了八九万。

截至昨天下午，爱狗人士仍然守候在收狗点，但是堵路的车已经开走。昨天下午4点过，收狗
商贩与爱狗人士再次发生冲突，现场报警后，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将双方带回派出所调查。案
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江龙 摄影报道

爱狗人士
“我们是真的爱狗我们是真的爱狗，，更更

不希望它们遭到虐待不希望它们遭到虐待，，甚甚
至被杀流入人们的餐桌至被杀流入人们的餐桌。”。”

收狗商贩
““哪条法律规定了狗不哪条法律规定了狗不

能买卖能买卖，，我哪里违法了我哪里违法了？”？”

相关部门
这批狗是从包虫病疫这批狗是从包虫病疫

情高发区运过来的情高发区运过来的，，按照按照
相关规定相关规定，，冕宁县农业农冕宁县农业农
村局提出的方案是进行无村局提出的方案是进行无
害化处理害化处理，，但是遭到爱狗但是遭到爱狗
人士的极力反对人士的极力反对，，最终未最终未
能实施能实施。。

爱狗人士与收狗商贩发生对峙

僵持不下的
“救狗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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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3D”第2019138期开奖结果：331。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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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9138期开奖结果：007，直选：2661注，每注
奖金1040元；组选3：4119注，每注奖金346元。（17727832.51元奖金
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9138期开奖结果：00749，一等奖24注，每
注奖金10万元。（267702390.36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超级大乐透第19059期全国销售301599968元。开奖号码：07
08 15 27 32 08+12，一等奖3注，单注奖金1000万元，追加0注。二
等奖127注，单注奖金362522元，追加62注，单注奖金290017元。三等
奖284注，单注奖金1万元。4833102718.66元滚入下期奖池。(本期开
奖前奖池资金高于15亿元，一、二等奖奖金按《中国体育彩票超级
大乐透浮动奖奖金特别规定》分配，详见中国体彩网公告)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7月24日)

兑彩票

5月25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从刘大蔚辩护律师徐昕处获悉，

“刘大蔚网购仿真枪案”自去年12月
25日再审宣判以来，有了最新进展：
最高人民法院于今年4月8日，核准
了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闽刑
再8号以走私武器罪在法定刑以下判
处刘大蔚有期徒刑七年三个月，并处
罚金人民币三万二千元的刑事判决。

记者从律师处获取的最高法
《刑事裁定书》中称，本院认为，刘大
蔚违反海关法规，逃避海关监管，向
台湾卖家购买枪支20支走私入境，
其行为已构成走私武器罪。

“刘大蔚虽不具有法定减轻处罚
情节，但鉴于其未实际取得所购枪支，
涉案枪支亦未流入社会，社会危害性
较小；涉案枪支枪口比动能较低，致伤
力较小，且无证据证明易于通过改制

提升致伤力；无证据证明其购枪目的
是为从事其他违法犯罪活动，亦无充
分证据证明其是以牟利为目的；其作
案时刚满18周岁，系初犯等特殊情
况”，《刑事裁定书》中称，对刘大蔚可
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福建省高级
人民法院再审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
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

“从无期徒刑到七年三个月，有
很大的减轻，刘大蔚也有盼头，能计
算出狱的时间了。”昨日，徐昕表示，
作为辩护人，他仍然坚持认为，刘大
蔚无罪的理由是非常充分的，证据
明显不足，毕竟是基本没有致伤力
的玩具枪，“我们将和刘大蔚及家属
商量后，再决定是否继续申诉。”

刘大蔚母亲则表示，“等刘大蔚
出狱后，会继续申诉。”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剑强

面对来自全国的质疑，青年汽
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庞青年坐不
住了。5月25日上午，他现身南阳洛
特斯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刚一露
面，便被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
们包围了。

针对氢能源动力汽车的技术来
源、汽车的安全性、汽车售价、汽车生
产、是否骗补等，庞青年一一回应。尤
其引人注目的是，庞青年宣称汽车有
他的独家技术，而其已经投入几百亿。

庞青年向记者表示，目前水氢
发动机技术项目已经值几百亿，但
南阳市政府的投资没到位，只是框
架协议。

水氢发动机车真的能跑
现场演示遭遇尴尬一幕

据证券时报，5月25日上午，“加水
就能跑”的水氢发动机车也在现场展
示。采访中，工作人员通过水管现场给

“水氢车”加水，启动时司机临时接上
了脚下的电线接头，随后，车辆发出
强烈的嗡嗡声，真跑出了几十米。对
于记者质疑的里面还隐藏了其他的
氢能设备，现场工作人员回应：搞这
么大这有必要吗？大家都是懂的。

对于“水氢车”的续航里程问
题，庞青年回应到，加满水设计能跑
360-500公里，根据续航能力需要
300到400公斤水。

庞青年说，目前外界最大的误
解是对制氢技术的解读，这不是一
个单纯的水变成氢气的过程，这个
技术的全称应该叫做“水解制氢”，
其运作原理应该是水通过催化物的
作用分解成为氢气，“但催化剂是什
么，这是机密，我们不能透露。不过
这些催化剂都是可以回收的，我们
也需要回收，不然成本太高了。”

他向记者展示了水解制氢能源
车的运作原理，称不管是河水还是
湖水，甚至是污水，都可以灌入车
辆，提供动力。庞青年表示，在极端
天气情况下，哪怕是冰水甚至冰块，
都可以成为车的动力来源。

记者观察到，在庞青年演示如
何向车辆灌水时，这辆水解制氢能
源车的灌水入口是一根红色的塑胶
管。至于冰水甚至冰块如何灌入车

辆，庞青年未做更多解释。
他说，任何水灌入车辆后，再流

出来的水，都会变成可以饮用的纯
净水。为此他还让工作人员对这一
情况进行展示，然而在众多媒体的
围观下，车辆并没有水流出。

记者发现，所谓的排水口是一
根黑色的塑胶管。在车辆运行十几
分钟后，排水口一直没有水流出。

“管路出现了问题，要检修。”一
名技术人员对现场的记者们说。

号称氢能源汽车的公交车，
主要靠充电

据媒体报道，南阳市政府于今
年3月向南阳洛特斯购买了72辆氢
能公交车，总价8000万元。“南阳公
交”此前发布消息称，从4月28日起，
南阳公交公司首批72台氢能源公交
车开始正式上线运行。《南阳晚报》
曾介绍，此次投入运营的新能源公
交车，全部采用氢燃料动力；氢燃料
电池客车续航里程200公里以上，氢
气加注15分钟～35分钟。

5月24日下午，记者前往南阳公
交总公司，并注意到其内部场地停
放着数十辆“青年牌”氢能源公交
车，车辆尾部标注了“南阳洛特斯青
年汽车”，车辆一侧则写着“绿色环
保、氢能客车”。

记者在现场注意到，上述号称氢
能源汽车的公交车，有些正在充电桩
旁“充电”。值得一提的是，充电车辆后
侧标有“H2”充气口，但并没有使用。

据现场司机介绍，其大概从4月
26日开始驾驶车辆；另外一个司机则
称，这些车主要是充电，并没有加气。

5月25日，庞青年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证实记者24日看到的情况属
实。他表示，由于目前南阳只有一个
移动充氢气点，且价格较贵，此前于4
月28日交付的72辆氢能公交车加装
了充电设备，大部分时间动力靠充
电，而非未充氢动力。目前南阳跑的
氢能源公交车并非在南阳生产，而是
由金华公司卖到南阳洛特斯，再由南
阳洛特斯卖给南阳公交公司。

与此同时，5月25日上午，记者
从江苏省如皋市星星公交有限公司
相关负责人处获知，此前公司购买
的3辆氢燃料电池公交车目前暂停
上路运营，原因是氢能源不足且难
以补充。该人士表示，当地政府已在
计划建设加氢站。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严雨程
综合每日经济新闻、证券时报等

最高法核准刘大蔚网购仿真枪案再审判决：
从无期到7年3个月

“水氢车”真跑起来了！但现场遭遇尴尬一幕

庞青年现身：
水解制氢，催化剂是机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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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发后，冕宁县农业农村局、泸沽镇
政府、派出所、西北社区等部门介入此
事。杨勇也在等待处理结果，“我就希望
政府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究竟能不能
收狗，有没得相关法律依据，如果不能
收，我不干了就是。”

冕宁县泸沽镇西北社区有关负责人
介绍，经过调查了解，杨勇狗场的这批狗
是从藏区运过来的，这些地方是包虫病
疫情高发区，“不敢保证这些狗没有带这
些病，如果传染给人，后果不堪设想。”

爱狗人士的围堵让相关部门也很无
奈。上述负责人表示，我国也没有相关法
律法规规定不能收狗卖，现在他们也不
好处理。鉴于担心产生疫情，按照相关规
定，冕宁县农业农村局提出的方案是进
行无害化处理，但是遭到爱狗人士的极
力反对，最终该方案未能实施。

参与现场处置的防疫员罗先生介
绍，因为无害化处理方案暂不能实施，所
以他们只能将狗场封存，钥匙交给了警

方管理，等待进一步的处理方案，“现在
还没办法处理，为防止疫情发生，只能先
给这些狗打疫苗。”罗先生还表示，这次
来的爱狗人士甚至给他们的工作造成了
困扰，“我们觉得爱狗也应该保持理智。”

近几年“爱狗人士拦车救狗”在全国
各地频频发生，这些行为的背后，主要依
据的是农业部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
犬和猫产地检疫监管工作的通知》。其中
规定，调运犬、猫必须逐只按规程实施产
地检疫，逐只出具检疫证明。

对于爱狗人士来讲，他们觉得如果这
些狗没有经过检疫，他们有权进行拦截。
但随着类似事件的不断上演，也有越来越
多不同的声音认为，制止违法也要守法。

24日下午，冕宁县泸沽镇的防疫人
员前往杨勇的收狗点，准备给这些狗狗
打疫苗，但是再次遭到爱狗人士的反对
和阻拦，她们认为，“狗狗生病是不能打
疫苗的，打疫苗会加速它们的死亡。”因
此，防疫人员只能作罢。

24日中午，在收狗点的院坝内，老板
杨勇坐立不安。有运狗的小货车驶来，准
备驶入收狗点，但是因为爱狗人士将路
堵住，只能停在村道上。见此情景，杨勇
从院坝里走了出来，进了小货车驾驶室，
随着一声油门声响，他将货车开到了爱
狗人士的车辆后面，将其堵住，双方开始
争吵起来，现场的“火药味”很浓。

杨勇称，自己已经收狗20多年，这个囤
狗场占地大约有2亩，规模在当地算大的，
他现在和姐姐一起做贩狗生意。“一年大
概能赚10多万，我们一家就靠这个生活。”

目前，杨勇的狗场还有300多只狗，
都是从外地买来的。杨勇说，自23日几十
名爱狗人士来到狗场之后，情绪十分激
动，多次与他们发生冲突，“这些狗价值
10多万，他们想不给钱，就把这些狗拉

走，这怎么可能。”
“哪条法律规定了狗不能买卖，我哪

里违法了？”杨勇情绪激动地说，如果爱
狗人士觉得他违法了，可以向政府部门
举报，如果违法了，他愿意接受有关部门
相应的处罚，“但是不应该采取这种极端
的堵路、拦车手段，这已经给我和家人造
成了极大的精神压力。”

至于有爱狗人士质疑狗来源不明，
杨勇称，这些都是凉山州各县或外地收
的狗，大多来自农村，“他们说是偷的、毒
的，我不否认有这样的情况存在，我只是
一个中间商，这个账不能算在我头上，我
想这个公安机关可以调查。”

杨勇情绪激动地说，他们两家人都靠
贩狗维持生计，现在他还将房子抵押，还欠
了银行一百万贷款，“现在压力大得很。”

5月22日，一场声势浩大的“救狗行动”开始
了，号召各地的爱狗人士自愿参加。

很快，来自西昌、成都、西安的四五十名救
狗志愿者赶到泸沽镇的收狗点，将狗场团团围
住，拦截运输狗的车辆，并向收狗商贩讨要说
法，要求从商贩的狗场中将狗解救，但却遭到了
商贩的当场拒绝。

今年54岁的李玲自己做企业，她称自己参与
过几十次“救狗行动”，从去年11月起，她与多名志
愿者一起捣毁了多个收狗窝点，先后在四川简阳、
达州、内江、广安、成都等地解救了一大批狗狗。

李玲说，在掌握证据后，她们先打了110报
警，再向冕宁县的动物检疫等部门举报。23日下
午，泸沽镇派出所的民警及动物检疫部门介入，
并对收狗的商贩进行了询问调查。23日傍晚，当
地动物检疫部门提出了一个方案，将狗场的狗
进行无害化处理，但遭到现场爱狗人士的强烈
反对。李玲表示，所谓的无害化处理，就是把这
些狗狗活埋了，后来狗场的商贩还开来了挖掘
机，但是被她们挡了下来。最终，挖掘机开走了，
方案未能执行，李玲说她们取得了第一回合的
胜利。后来，现场的人慢慢散了，李玲等五人就
通宵守在狗场外面，轮流监视收狗点的动向。

24日上午，有小货车拉着狗准备驶入收狗
点，但是被爱狗人士拦下，双方僵持不下，她们
又拨打了110电话。

“我们是真的爱狗，更不希望它们遭到虐
待，甚至被杀流入人们的餐桌。”在现场，多名爱
狗人士表示，她们要不惜代价将这批狗狗解救。

﹃
救
狗
行
动
﹄

寻找丢失狗狗 发现收狗窝点
24日中午，在冕宁县泸沽镇的一处村道上，

吴女士等人坐在车里，监视着收狗点的一举一
动。这是她们与狗场商贩对峙的第二天。

实际上，这场冲突早在一个月前就埋下了伏
笔，这源于西昌的一位爱狗人士丢了自己的狗狗。

吴女士回忆，大约是在4月20多号的时候，
在一个爱狗人士的微信群里，一名群友的狗狗
丢了，说找遍了西昌周边的地方，都未找到爱犬
的身影，随着寻找范围的扩大，找到了几十公里
外的冕宁县泸沽镇，发现了这个大型收狗窝点，
怀疑狗狗是不是流入了这里。但是，收狗点防备
森严，一般人不能进入。

一场救狗行动由此开始。4月29日，她们找
了一名泸沽当地的朋友，到这个收狗点打探情
况。“以买狗的名义进入到收狗点，才发现这里
藏着几百只狗狗，而且狗场的环境很差。”吴女
士说，她们买走了几条受伤较为严重的狗狗，送
到了西昌的宠物医院救治。

这样的消息发到爱狗群后，引发了众多爱
狗人士的愤怒。“这里的狗狗很多，我们就在想
是否能够解救或设法取缔这个收购点。”这样的
想法，得到了很多人的共鸣。不过，他们之前并
没有参与过类似的“救狗行动”，完全没有经验。

救狗的消息很快扩散，成都、西安等地的爱狗人
士纷纷开始在网上声讨，并表示要加入到行动中。

爱狗人士千里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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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从外地买来的 哪条法律规定了狗不能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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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多个部门介入协调 目前仍僵持不下

狗肉流通市场不规范确有法律空白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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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不断完善，
但仍有一些监管空白没有及时填补，比如狗
肉、鸟肉等，既没有纳入强制免疫、定点屠宰
也没有纳入检验检疫程序，而是长期游走在
灰色地带，这就给了狗肉上餐桌的机会。

事实上，在2013年4月22日，农业部
兽医局便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犬和
猫产地检疫监管工作的通知》，其中，调
运犬、猫前，饲养者应提前3天向所在地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饲养场申
报检疫的，应提供养殖场《动物防疫条件
合格证》和养殖档案、相应疫病实验室检
测报告。个人申报检疫的，应出示狂犬病
免疫证明及相应疫病实验室检测报告。

“这个主要是针对活狗活猫的运输，
并不涉及屠宰和肉制品问题，但是严苛
的条件下，活狗活猫在运输时也往往没
有经过检验检疫。”有业内人士坦言，一
些活猫活狗运输车辆，往往并不主动报
检，而是趁着夜色上高速，规避检查。

杨勇坦言，之前一直都在相关部门办理了
检疫证明，但是从几年前开始，就没有再办了。

四川谦亨律师事务所张天鸿律师表
示，在现行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规定下，对
于能否买卖狗肉或食用狗肉确实没有禁止
性规定，法无禁止即可为，乃至于造成买卖
狗肉人员、食用狗肉人员与爱狗人士相互
冲突。但从执法部门角度考虑，法无授权即
禁止，执法部门最终处理却又无法可依，无
处理依据。目前而言，狗肉监管空白亟需完
善法律法规来改变，这才是解决买卖狗人
员与爱狗人士矛盾问题的关键根源。张天
鸿律师介绍说，对于狗肉流通市场不规范
的现象，在没有填补法律空白前，现目前只
能进行市场行政监管，新食品安全法规定，
病死、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禽、畜、兽、水产
动物肉类及其制品，未按规定进行检疫或
者检疫不合格的肉类，或者未经检验或者
检验不合格的肉类制品，禁止生产和经营，
否则将追究经济、行政乃至刑事责任。

四川毫达（凉山）律师事务所龙江南
律师分析说，对于买狗人士，如果明知狗
的来源是偷盗的或者其他不合法的来源
途径，则可能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或
刑事责任。对于买狗人士非法收购行为，
爱狗人士拦车救狗是在制止违法行为。
如果狗的来源渠道是合法的，那么爱狗

人士的救狗行为则侵犯了他人对狗的所
有权，属于侵权行为，行为过激的，可能
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对于爱狗人士而言，
有关部门才是执法主体，不能以违法行
为制止违法行为，应当注意理性制止，
不可有过激行为。

四川毫达（凉山）律师事务所龙江南律师：

不能以违法行为制止违法行为

“水氢车”疑云？追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