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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床”难求，春节宠物寄养要趁早
临近春节，宠物市场消费升温：年味宠物服热销，宠物美容价格翻番
“春节想寄养个宠物，价格高‘床位’还紧张。”
1月10日， 家住岳麓区的宋小姐告诉三湘都市报
记者，2019年春节计划外出旅游， 原想给“毛孩
子”找个宠物店寄养，可联系了几家，不是“床位”
已满，就是寄养价格较日常翻了一番。
随着农历新年脚步的临近， 长沙宠物市场消
费开始升温，一方面，宠物美容、寄养等服务门店
开始看碟下菜，纷纷发布涨价通知；另一方面，印
有“恭喜发财”“暴富”等字体的宠物服装生意也跟
着火爆起来。
■记者 黄亚苹 实习生 文丽虹

走访

宠物寄养价格翻番

“2月11日至19日，宠
物寄养、 洗澡、 美容涨价
50%， 除夕至初六以上项
目涨价一倍， 提前预交全
款不涨价，名额有限，需要
的赶紧预订。”1月9日，劳
动中路上一家动物医院在
微信朋友圈发布春节涨价
通知， 顾客需缴纳订金预
订寄养间。
记者走访长沙多家宠
物店发现，不少门店所剩寄
养间不多，有的门店为了节
省春节员工开支， 仅出售
5-6个寄养位。瑞珂宠物店

市场

店员就介绍，通常而言，春节
期间寄养服务预订数量多，会
出现
“
一床难求”的情况。
随着宠物消费需求不断
增长，寄养服务有了更多花样，
如，位于月湖公园的咖妮宠物
生活馆推出标准间、高档间和
豪华间， 价格从68元-158元，
春节则在该收费标准上上涨
25%。店内工作人员介绍，豪华
间内配有24小时监控及新风
系统，并按照饲主需求提供个
性化喂养服务，涨价后，豪华间
每日寄养费用近200元。
“
共36
个寄养间，已预订出一半。”

年味宠物服热销

把宠物当成家人的宠
物主们， 在宠物身上花起
钱来毫不吝啬。临近春节，
想要给自家宠物换个造
型、添置两套“新衣”的宠
物主人也开始“行动”了。
喧喧宠物造型师介绍，宠
物美容收费与体型有 关，
从 100 元 至 500 元 不 等 ，
“做美容需要至少提前一
天预约， 且不能使用会员
卡余额。”
95 后 黄 小 姐 计 算 发
现，平日里100元就能完成
的宠物美容，现在要收180

元，“洗耳、修甲、开结等费用
还要另算， 一套算下来至少
要230元。”因此，她选择在网
上购入电动推毛器、指甲剪、
耳螨清洁液等工具， 准备自
己给宠物美容。
与此同时， 记者在淘宝
搜索栏内输入“泰 迪 ”、“冬
装”两个关键词后，共得到商
品搜索结果近500条。 其中，
一款印有“发财”“暴富”等流
行词的4脚新年装销量排名
全网第二位， 其实时销售数
据显示，30天内，该商品的销
量已突破8.1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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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关近代历史
陈列馆对外开放
本报1月10日讯 今日，长沙
海关对外宣布，以长沙关税务司
公馆为载体的长沙关近代历 史
陈列馆正式向社会公众免费开
放，意味着橘子洲景区又增添了
一处具有历史厚重感的人文景
观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9世纪末，清政府实施“自开
商埠”的国策。1904年7月，开长沙
口岸，设长沙关。长沙关税务司公
馆修建于1906年， 是晚清时期长
沙关税务司的办公、 生活休息用
房， 现为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公馆主楼为二层楼房，坐西朝
东， 占地800平方米， 建筑面积
1152平方米， 为典型的近代中西
合璧建筑风格。 它是唯一保存下
来的长沙开埠设关的建筑遗存，
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
历史见证， 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
价值和较高的建筑研究价值。
长沙 海关 办公 室 副 主 任 罗
志光介绍，长沙海关按照“修旧
如旧”原则，历时5年对长沙关税
务司公馆进行了彻底修复，并将
其辟为长沙关近代历史陈列馆。
基本陈列分为“中国开埠与中国
海关”“长沙开埠与长沙近代化”
“近代长沙海关”“长沙关税务司
公馆及复原陈列”4个部分，用以
展示近代长沙开埠、长沙关的设
立及其带来的影响与变迁。据了
解，陈列馆将纳入长沙橘子洲风
景区统一管理运维。
■记者 杨田风 通讯员 黄勇华

提醒
寄养不能相信口头协议
值得注意的是，在三湘
都市报记者的走访中，多家
宠物机构表示对宠物防疫
有严格要求，消费者别忘给
宠物打疫苗，在寄养时提供
疫苗接种证明。
对此， 业内人士建议，
消费者在寄养宠物时必须
与商家签订协议，明确双方
责任；同时留意店内消毒和
通风环境，最好选择有独立
寄养区域的机构，“自带宠
物食物、玩具、窝，有利于消
除宠物紧张感。”

1月10日，位于橘子洲的长沙关近代历史陈列馆对外开放。 记者 杨田风 摄

三汊矶大桥西的
“
扎脚”钢板要挪了
占道围挡施工半个月 司机请尽量绕道
本报1月10日讯“哐当、哐
当、哐当……”撞击声随着车辆从
桥面驶过没有停歇， 这是长沙三
汊矶大桥西一块变形的钢板发出
的声音，由于伸缩缝老化，缝隙太
大， 这块膈应人的钢板在桥面一
铺就是三个多月，边缘有些翘起，
稍不注意车胎就被划破。
12日凌晨开始， 这处伸缩缝
抢修工程将启动，也意味着，这块
膈应人的钢板将挪开。
长沙市路桥征费维护管理处

工程技术科工程师雷亮介绍， 经过
与交警部门多次商讨， 最终确定了
占据部分路面施工的方案。 目前采
取半幅施工的方案， 双向放开两个
车道进行分流。该工程将于1月12日
0:00启动，工期预计14天。
记者从长沙市交警支队获悉，
工程施工期间需临时占用三汊矶大
桥西端部分车道，将进行围挡施工。
民警提醒， 施工期间请尽量选
择福元路大桥或绕城高速通行。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张越

去年全省110受理报警超千万起
本报1月10日讯 今日上午，
湖南各级公安机关围绕“110宣传
日”宣传主题集中开展系列活动。
省公安厅党委副书记、 副厅长杨
琪君出席活动。
2018年，湖南公安创新推动
110接处警模式， 实现了全省14
个市级公安机关110与12345平
台的对接联动， 非警务类求助报
警得到有效流转。2018年， 通过
110接警席前端引导流转非警务

警情150万余起，110接处警工作增
效成效明显。省公安厅“网上督察中
心”对拨打过110报警的群众开展全
覆盖语音电话回访测评，到2018年
全省110接处警自动回访满意率达
到80%以上。
据悉 ，2018年湖 南公 安 110报
警服务台共受理群众报警量已超过
1000万起，处警300万余起，接受群
众求助47万余起。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王四平 曾斌

13至15日我省又将迎重污染天气

中部分地区空气质量以中度污染为
主，局地重度污染，其他地区轻~中
度污染，请有关部门及时做好防范。
根据趋势预报结果，11日，全省阴天
有小雨，其中湘中、湘南部分地区中
雨，局地大雨；全省空气质
量以良为主。
12日，降水间歇，污染
湖南长沙望城500kV输变电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
邮编：410004；传真：0731-89948196。
为满足长沙河西湘江新区负荷发展需要， 提高区域供电能
逐渐累积。 湘中以北地区
力，我公司计划建设湖南长沙望城500kV输变电工程。按照《环境 三、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要求， 现对工程有关环境信息进行公
评价单位：湖南省湘电试验研究院有限公司
空气质量轻度污染， 其他
告。
地址：长沙市天心区五凌路169号
地区空气质量以良为主。
一、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
邮编：410004；传真：0731-85605664
本工程建设地点位于湖南省长沙望城区、开福区、长沙县，
电子邮箱：hnxdhhs@163.com。
13-15日， 受上游传
建设主要内容如下：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输影响，
全省空气质量转
1、新建户外式500kV变电站一座，站址位于望城区白箬铺镇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www.hn.sgcc.com.cn/ （建设
古山村柳树坡，本期新建主变2台，容量2×1000MVA。
单位）；http://www.xepri.com/（环评单位）
差。湘北、湘中地区空气质
2、新建500kV输电线路4回，其中至鼎功500kV变电站2回，线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 公众均可通过
路全长2×61km，全线位于望城区、开福区、长沙县；至艾家冲
量以轻-中度污染为主，局
500kV变电站2回，全长约13.6km，全线位于望城区。
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上述联系方式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境影
地重度污染， 其他地区轻
3、 在鼎功、 艾家冲500kV变电站分别扩建2个500kV出线间 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特此公告。
隔。
度污染。
二、项目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
■记者 和婷婷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新韶东路398号

本报1月10日讯 根据省环
境监测中心站和省气象台技术人
员会商和模式预报结果， 受上游
污染传输影响，13~15日我省将
会出现一次重污染过程，湘北、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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