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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市养犬管理条例》 
政策解读 

 
1、《条例》出台过程 

《济宁市养犬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列入 2018 年立法

工作计划，市人大安排市公安局《条例》起草工作，借鉴济南市、

深圳市、广州市、郑州市等地做法，4月中旬，市公安局会同城

管、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卫健委、住建等部门起草了《条例（初

稿）》。7月初，市人大、市法制办、市城市管理局、市公安局组

成联合考察组，赴上海、广州、深圳、郑州等地市考察学习，深

入研讨修改，形成了《条例（征求意见稿）》，并书面征求了市城

管局、畜牧兽医、财政局、卫计委、工商局、市财政局、市编办

等部门（单位）及部分县市区政府（管委会）的意见建议。7月

23 日，市公安局将修改完善的《条例（草案）》报市政府法制办

审查。9 月 11 日，市法制办组织市城管局、畜牧兽医局、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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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对《条例》（草案）进行讨论，按照市编办对相关管理部门的

职责定位做了修改。9 月 12 日，市法制办邀请市政府法律顾问

对《条例》（草案）再次讨论完善，形成了《条例（草案）》。9

月 25 日市政府第 27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条例（草案）》。10

月 31 日，济宁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对《条例（草

案）》第一次审议，11 月 6 日至 12 月 6 日，《条例（草案）》在

市人大网站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2018 年 12 月 27 日经济宁

市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2019 年 5 月 31

日山东省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查通过，于 2019

年 9 月 1 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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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条例》遵循的基本原则和主要依据 

（一）基本原则 

1、平等保护原则。养犬是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公民有自

由选择的权利。无论选择养犬还是不养犬，法律都应当给予平等

的尊重和保护。养犬管理法规应当在保护养犬人和非养犬人权益

之间寻求平衡，既要充分保障公民出于工作需要、个人爱好、导

盲等原因饲养犬只的自由，又要对养犬行为做出必要限制，以维

护非养犬人的合法权益。 

2、区别对待原则。养犬实行分区管理，以是否实施城市化

管理为标准，将全市划分为重点管理区与一般管理区，并在养犬

数量（每户限养一只）、养犬种类等管理标准方面予以适当区别。 

3、设定门槛原则。养犬管理收取养犬管理服务费，政府承

担犬只登记植入电子标识、外挂智能犬牌和犬只收容留检场所、

专业捕捉队伍运营等费用；济宁市养犬重点管理区不得饲养列入

《济宁市养犬重点管理区禁养烈性犬品种名录和大型犬标准》犬

只。 

4、创新管理原则。养犬管理实行免疫、登记、签注“一站

式”服务，将养犬管理部分服务职能委托社会服务机构办理，比

如让宠物医院做好登记犬只电子芯片植入、发放智能犬牌等相关

工作，符合当前“放管服”的要求，既能降低行政成本，还能提

高管理效率，又方便群众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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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全面管理原则。为使养犬管理更加系统、规范，切实提

高立法的科学性、严谨性，引入全流程管理的新思路，将犬只从

出生到死亡的各个阶段的管理均纳入立法范畴，让养犬管理的每

一个环节都有法可依、有迹可循。 

（二）主要依据。该《条例》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

防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城市市容和环境

卫生管理条例》等法规相关内容和具体要求而起草，并借鉴了《深

圳市养犬管理条例》、《郑州市养犬管理条例》、《济南市养犬管理

规定》、《青岛市养犬管理条例》等地方性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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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养犬管理实行分区管理 

养犬管理按照重点管理区和一般管理区实行分区管理。济宁

市主城区淄矿集团铁路专用线以南，东外环路以西，临菏路以北，

105国道向南至济宁大道向东至滨河路向南一线以东和兖州区北

环城路以南，泗河西岸以西，大安河以东，丰兖西路至大禹南路

至南环城路至日兰高速一线以北为重点管理区。其他区域为一般

管理区。 

市人民政府根据实际，可以对前款规定的养犬重点管理区予

以调整，并向社会公布。 

县（市）人民政府可以划定本行政区域内的重点管理区，并

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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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养犬管理主要部门职责 

公安机关是养犬管理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养犬登记，管理

犬只收容救助留检场所，捕捉流浪犬，捕杀狂犬，查处无证养犬、

遛犬不拴绳（链）等违法行为。 

城市管理部门负责指导、监督城市公园、广场、公共绿地等

公共场所设置犬只禁入标识，并查处违法进入行为；查处携犬出

户不即时清理犬粪等影响环境卫生的行为。 

农业农村部门负责犬只免疫；监管犬只诊疗机构，对狂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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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犬、无主犬尸无害化处理；监测、预防、控制犬只疫情，及时

向卫生健康部门提供疫情信息；会同公安机关界定并公告禁养犬

只的标准及种类。 

市场监管部门负责犬只经营、诊疗机构的市场主体登记注

册，对从事犬只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卫生健康部门负责预防狂犬病知识宣传，人患狂犬病疫情的

监测、诊疗，人用狂犬病疫苗的供应、运输、储存、使用工作。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负责监督指导物业服务企业参与养犬管

理工作。 

财政部门负责养犬管理工作经费的保障工作。 

民政、文化和旅游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养犬管理

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配合相关行政管理部门

做好养犬管理工作。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小区业主委员会应当就本区域内

有关养犬事项依法制定公约，并组织实施。社区网格员应当发挥

指导协调作用，积极配合和协助有关部门开展养犬管理工作。 

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协助管理部门开展依法养犬宣传，对物业

服务区域内违法养犬行为予以劝导、制止、记录，并向有关管理

部门报告。 

 



8 
 

 

 

 

5、养犬重点管理区犬只免疫要求 

犬只应当接受狂犬病免疫接种。在以下时限内，养犬人应当

将犬只送至农业农村部门公布的犬只免疫网点接受狂犬病免疫

接种： 

（一）幼犬自出生满三个月之日起十五日内； 

（二）已经免疫的犬只在免疫间隔期满前； 

（三）其他犬只，自养犬人取得犬只之日起十五日内。 

犬只免疫接种费用由养犬人承担。盲人饲养的导盲犬和肢体

重度残疾人饲养的辅助犬只，免交免疫接种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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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养犬重点管理区养犬人条件 

（一）本市户籍人口或者持有居住证的常住人口； 

（二）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三）具有独户住所； 

（四）犬只符合规定的要求，未列入禁养名录（名录、图谱

附后）； 

（五）对犬只进行狂犬病免疫接种并植入电子标识。 

7、养犬重点管理区养犬申请登记流程 

养犬人通过手机 APP、微信公众号上传犬主、犬只信息，申

请养犬登记，公安机关审核通过后，缴纳养犬管理服务费，犬主

携犬到预约的犬只免疫、登记、签注“一站式”服务点为犬只植

入电子芯片、发放外挂智能犬牌，系统生成电子养犬登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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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养犬登记收取管理服务费 

养犬重点管理区犬只初次登记收取养犬管理服务费 200元，

以后每年签注收取费用 100元，上缴财政。犬只初次登记植入电

子芯片和外挂智能犬牌费用政府承担。 

9、养犬重点管理区违规养犬罚则 

一般管理区内，饲养列入禁养名录的犬只，应当实行圈养或

者拴养。违反规定的，由公安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并按每只处五

百元罚款。 

在重点管理区内养犬的，每户限养一只；禁止饲养大型犬只、

烈性犬只等列入禁养名录的。违反规定的，由公安机关责令限期

改正，并按每只处一千元罚款；逾期未改正的，没收犬只。 

重点管理区的养犬人应当自取得犬只狂犬病免疫接种证明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公安机关申请办理养犬登记。违反规定的，

由公安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并按每只处一千元罚款；逾期未改正

的，没收犬只。 

禁止伪造、涂改、冒用、转让、犬牌、电子标识、犬只狂犬

病免疫接种证明。违反规定的，由公安机关处二千元罚款；构成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

理处罚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损毁、遗失犬牌、电子标识的，应当在十五日内补办或补植。

违反规定的，由公安机关处二百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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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点管理区，犬只死亡、失踪、转让他人或者养犬人变动

住（居）所、放弃饲养并妥善处理犬只的，养犬人应当在相关事

项发生之日起十五日内到原登记地点办理注销、变更手续。违反

规定的，逾期不办理注销、变更手续的，由公安机关处五百元罚

款。 

养犬人不得放任犬只恐吓他人，不得驱使犬只伤害他人。违

反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 

犬吠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养犬人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即时制

止。违反规定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二百元

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仍拒不改正的，注销养犬登记，二年内不

予办理养犬登记。 

下列场所，除专门为犬只提供服务的区域外，禁止携犬进入： 

（一）机关办公、医疗保健、教育培训、金融机构等场所； 

（二）图书馆、博物馆、体育场馆、纪念馆、科技馆、美术

馆、少年宫、文化宫、影剧院、会展中心等场所； 

（三）饭店、宾馆、超市等场所； 

（四）除出租车以外的公共交通工具，候车（机、船）室； 

（五）设有犬只禁入标识的城市公园、广场等场所。 

盲人携带导盲犬和肢体重度残疾人携带辅助犬不受第（一）、

（二）项的限制。 

违反第（一）（二）（三）（四）项规定的，由场所的经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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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者劝阻；不听劝阻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由

公安机关按每只处二百元罚款。违反第（五）项规定的，由场所

的经营管理者劝阻；不听劝阻的，由城市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

不改正的，由城市管理部门处二百元以下罚款。 

在重点管理区养犬人携犬出户，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为犬只佩带犬牌； 

（二）由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束不长于一点五米的犬绳（链）

牵领； 

（三）主动避让他人； 

（四）即时清除犬粪。 

违反第（一）项规定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处五十元罚

款；违反第（二）项规定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处二百元罚

款；违反第（四）项规定的，由城市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二百

元以下罚款。 

携犬乘坐电梯或者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应当为犬只佩戴嘴

套，或者怀抱、装入犬袋犬笼。违反规定的，由经营管理者劝阻；

不听劝阻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处五十元罚款。 

禁止虐待，遗弃，组织、参与斗犬等伤害犬只的行为；禁止

利用犬只从事赌博活动。违反规定，虐待犬只的，由公安机关责

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遗弃犬只

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按每只处五百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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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内不予办理养犬登记；组织、参与斗犬的，由公安机关处一

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利用犬只从事赌博活动的，由公安机

关依法予以处罚。 

在重点管理区内，禁止销售列入禁养名录的犬只。违反规定

的，由市场监管部门予以没收，并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一、重点管理区内禁养烈性犬主要品种 

1.马士提夫犬，2.俄罗斯高加索犬，3.意大利那不勒斯犬，

4.法国波尔多犬，5.阿根廷杜高犬，6.西班牙加纳利犬，7.日本

土佐犬，8.雪达猎犬，9.波音达猎犬，10.寻血猎犬，11.牛头梗，

12.大丹犬，13.苏俄牧羊犬，14.拳师犬，15.大白熊犬，16.纽

http://www.so.com/s?q=%E6%B3%A2%E5%B0%94%E5%A4%9A%E7%8A%AC&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9%98%BF%E6%A0%B9%E5%BB%B7%E6%9D%9C%E9%AB%98%E7%8A%AC&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97%A5%E6%9C%AC%E5%9C%9F%E4%BD%90%E7%8A%AC&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97%A5%E6%9C%AC%E5%9C%9F%E4%BD%90%E7%8A%AC&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7%8C%8E%E7%8A%AC&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7%89%9B%E5%A4%B4%E6%A2%97&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A4%A7%E4%B8%B9%E7%8A%AC&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8%8B%8F%E4%BF%84%E7%89%A7%E7%BE%8A%E7%8A%AC&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8B%B3%E5%B8%88%E7%8A%AC&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7%BA%BD%E8%8A%AC%E5%85%B0%E7%8A%AC&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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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犬，17.比特犬，18.圣伯纳犬，19.伯恩山犬，20.灵缇犬，

21.比利时牧羊犬，22.藏獒犬，23.德国牧羊犬，24.威玛犬，

25.多伯曼犬，26.阿根廷犬，27.可蒙犬，28.法国狼犬，29.大

髯犬，30.马雷马犬，31.比利猎犬，32.阿富汗猎犬，33.爱尔兰

猎狼犬，34.兰西尔犬，35.大蓝加斯科涅猎犬，36.大加斯科-

圣通日犬，37.埃什特雷拉山地犬，38.捷克福斯克犬，39.拿波

里獒犬，40.斗牛獒犬，41.斯皮诺犬，42.罗德西亚背脊犬，43.

比利牛斯獒犬，44.贝林登梗，45.边境梗，46.凯利蓝梗，47.

美国斯塔福梗，48.沙克犬。 

二、重点管理区内禁养大型犬标准 

犬体高（犬肩峰最高处至地面的垂直距离）超过 60 厘米或

体长（犬肩点至臀端外缘之间的距离）超过 100 厘米(含体高 60

厘米，体长 100 厘米)的犬只为大型犬。 

本名录和标准自 2019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 http://www.jining.gov.cn/art/2019/10/7/art_333

94_2000411.html） 

 

济宁市禁养烈性犬图谱 

 
 

http://www.so.com/s?q=%E7%BA%BD%E8%8A%AC%E5%85%B0%E7%8A%AC&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AF%94%E7%89%B9%E7%8A%AC&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9C%A3%E4%BC%AF%E7%BA%B3%E7%8A%AC&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4%BC%AF%E6%81%A9%E5%B1%B1%E7%8A%AC&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7%81%B5%E6%8F%90%E7%8A%AC&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8%97%8F%E7%8D%92&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BE%B7%E5%9B%BD%E7%89%A7%E7%BE%8A%E7%8A%AC&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A8%81%E7%8E%9B%E7%8A%AC&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A4%9A%E4%BC%AF%E6%9B%BC%E7%8A%AC&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9%98%BF%E6%A0%B9%E5%BB%B7%E7%8A%AC&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8F%AF%E8%92%99%E7%8A%AC&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B3%95%E5%9B%BD%E7%8B%BC%E7%8A%AC&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9%A9%AC%E7%8A%AC&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AF%94%E5%88%A9%E7%8C%8E%E7%8A%AC&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9%98%BF%E5%AF%8C%E6%B1%97%E7%8C%8E%E7%8A%AC&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7%88%B1%E5%B0%94%E5%85%B0%E7%8C%8E%E7%8B%BC%E7%8A%AC&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7%88%B1%E5%B0%94%E5%85%B0%E7%8C%8E%E7%8B%BC%E7%8A%AC&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85%B0%E8%A5%BF%E5%B0%94%E7%8A%AC&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A4%A7%E8%93%9D%E5%8A%A0%E6%96%AF%E7%A7%91%E6%B6%85%E7%8C%8E%E7%8A%AC&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9C%A3%E9%80%9A&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9F%83%E4%BB%80%E7%89%B9%E9%9B%B7%E6%8B%89%E5%B1%B1%E5%9C%B0%E7%8A%AC&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8D%B7%E5%85%8B%E7%A6%8F%E6%96%AF%E5%85%8B%E7%8A%AC&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8B%BF%E6%B3%A2%E9%87%8C%E7%8D%92%E7%8A%AC&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8B%BF%E6%B3%A2%E9%87%8C%E7%8D%92%E7%8A%AC&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96%97%E7%89%9B%E7%8D%92%E7%8A%AC&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96%AF%E7%9A%AE%E8%AF%BA%E7%8A%AC&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AF%94%E5%88%A9%E7%89%9B%E6%96%AF%E7%8D%92%E7%8A%AC&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8%BE%B9%E5%A2%83%E6%A2%97&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87%AF%E5%88%A9%E8%93%9D%E6%A2%97&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7%BE%8E%E5%9B%BD%E6%96%AF%E5%A1%94%E7%A6%8F%E6%A2%97&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B2%99%E5%85%8B%E7%8A%AC&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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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士提夫犬                 俄罗斯高加索犬 
 
 
 
 
 
 
 

意大利那不勒斯犬          法国波尔多犬 
 
 
 
 
 
 
 

阿根廷杜高犬               西班牙加纳利犬 
 

 
 
 
 
 
 

日本土佐犬                     雪达猎犬 
 
 

http://www.so.com/s?q=%E6%B3%A2%E5%B0%94%E5%A4%9A%E7%8A%AC&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9%98%BF%E6%A0%B9%E5%BB%B7%E6%9D%9C%E9%AB%98%E7%8A%AC&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97%A5%E6%9C%AC%E5%9C%9F%E4%BD%90%E7%8A%AC&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7%8C%8E%E7%8A%AC&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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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音达猎犬                   寻血猎犬 
 
 
 

 

 

 
牛头梗                    大丹犬 
 

 
 
 
 
 
 
 

 
苏俄牧羊犬                    拳师犬 
 

 
 
  
 
 
 

http://www.so.com/s?q=%E7%89%9B%E5%A4%B4%E6%A2%97&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A4%A7%E4%B8%B9%E7%8A%AC&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8%8B%8F%E4%BF%84%E7%89%A7%E7%BE%8A%E7%8A%AC&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8B%B3%E5%B8%88%E7%8A%AC&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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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白熊犬                     纽芬兰犬 
 
 

 

比特犬                       圣伯纳犬 
 

 

 
 
 
 
 

伯恩山犬                       灵缇犬 
 

 
 
 
 
 
  

 
比利时牧羊犬                 藏獒犬 

 
 
 
 
 
 
 

 
德国牧羊犬                   威玛犬 

http://www.so.com/s?q=%E7%BA%BD%E8%8A%AC%E5%85%B0%E7%8A%AC&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AF%94%E7%89%B9%E7%8A%AC&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9C%A3%E4%BC%AF%E7%BA%B3%E7%8A%AC&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4%BC%AF%E6%81%A9%E5%B1%B1%E7%8A%AC&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1%B5%E7%BC%87/2020012
http://www.so.com/s?q=%E8%97%8F%E7%8D%92&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BE%B7%E5%9B%BD%E7%89%A7%E7%BE%8A%E7%8A%AC&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A8%81%E7%8E%9B%E7%8A%AC&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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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伯曼犬                    阿根廷犬 
 
 
 
 
 
 
 
 

可蒙犬                      法国狼犬 
 

 
 
 
 
  

 
大髯犬                      马雷马犬 

 
 
 
 
 
 
 

 
比利猎犬                     阿富汗猎犬 

http://www.so.com/s?q=%E5%A4%9A%E4%BC%AF%E6%9B%BC%E7%8A%AC&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9%98%BF%E6%A0%B9%E5%BB%B7%E7%8A%AC&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8F%AF%E8%92%99%E7%8A%AC&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B3%95%E5%9B%BD%E7%8B%BC%E7%8A%AC&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9%A9%AC%E7%8A%AC&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AF%94%E5%88%A9%E7%8C%8E%E7%8A%AC&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9%98%BF%E5%AF%8C%E6%B1%97%E7%8C%8E%E7%8A%AC&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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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猎狼犬                 兰西尔犬 

 
 

 
 
 
 

 
大蓝加斯科涅猎犬             大加斯科-圣通日犬 
 

 
 
 
 
 
 

埃什特雷拉山地犬                 捷克福斯克犬 
 

 
 
 
 
 
 

 
 
拿波里獒犬                      斗牛獒犬 

http://www.so.com/s?q=%E7%88%B1%E5%B0%94%E5%85%B0%E7%8C%8E%E7%8B%BC%E7%8A%AC&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85%B0%E8%A5%BF%E5%B0%94%E7%8A%AC&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A4%A7%E8%93%9D%E5%8A%A0%E6%96%AF%E7%A7%91%E6%B6%85%E7%8C%8E%E7%8A%AC&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9C%A3%E9%80%9A&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9F%83%E4%BB%80%E7%89%B9%E9%9B%B7%E6%8B%89%E5%B1%B1%E5%9C%B0%E7%8A%AC&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8D%B7%E5%85%8B%E7%A6%8F%E6%96%AF%E5%85%8B%E7%8A%AC&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8B%BF%E6%B3%A2%E9%87%8C%E7%8D%92%E7%8A%AC&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96%97%E7%89%9B%E7%8D%92%E7%8A%AC&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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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皮诺犬                   罗德西亚背脊犬 
 

 
 
 
 
 
 

比利牛斯獒犬                   贝林登梗 
 
 
 
 
 
 
 

 
边境梗                      凯利蓝梗 

 
 
 
 
 
 
 

 
美国斯塔福梗                   沙克犬 

http://www.so.com/s?q=%E6%96%AF%E7%9A%AE%E8%AF%BA%E7%8A%AC&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AF%94%E5%88%A9%E7%89%9B%E6%96%AF%E7%8D%92%E7%8A%AC&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8%BE%B9%E5%A2%83%E6%A2%97&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87%AF%E5%88%A9%E8%93%9D%E6%A2%97&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7%BE%8E%E5%9B%BD%E6%96%AF%E5%A1%94%E7%A6%8F%E6%A2%97&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B2%99%E5%85%8B%E7%8A%AC&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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