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iya 动物救援组织时事资讯
JAR 事件簿
宠物领养日
上海市虹梅路 3338 号,
(六月五日，星期天, ).
特殊领养日
老码头
(六月十二日，星期天)

JAR SUPPORTS:

小猫小狗的高峰季节！
我们定期出版此刊物是为了让你们了
解和知道 JAR 组织活动的成长以及
我们那些可爱的动物们。
天气越来越暖和了…在这个季节 JAR 会

收到一大批一出生就被遗弃的流浪动
物。当你遇见一只需要救助的小动物
时，请不要忘记使用我们的 拯救流
浪动物指南。如果你需要了解关于结
扎动物的好处，请阅读我们的 结扎
动物指南 。

你可以在这里找到 JAR:

JAR 组织向您诚挚问候！

愉快的结局

新的养狗政策在五月十五日颁布！
在新的规定下，狗主人们只需支付
500 元用来给狗狗们办理狗证。政府
的财政部门已经颁布了收费明细，并
且为养狗首次制定了相关法律条例。
政府立法者相信降低狗证的收费会大
大促进更多的狗主人为自己宠物办
证。上海目前拥有 140,000 已办证
犬，警方估计还有至少 600,000 没有
办理狗证。在新的政策下， 内环线以
内的狗证办理的价格为 500 元。内环
以外的狗证办理价格为 300 元，而外
环线以外的费用仅需 100 元。
此外,为自己的宠物绝育过的狗主人只
需支付半价 (根据新的规定内容)。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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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政府的新举措，警方会成
为主要的监督部门。外籍居民与上
海本地居民将遵循一样的条款，包
括最新的“一户一犬”规定。这意
味着一位户主只可以饲养一条犬
只。唯一的特例就是户主在新条例
颁布之前就为超过一条犬只办理过
狗证。

舒坦的 FERMIN 享受着它在巴西的家

想要了解更多信息 请点这里。

可爱的 CHARLIE 在美国开始了它的
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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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R 本月宠物之星: Chun Chun 和 Liga
Chun Chun (公狗)
出生日期:2009 年 6 月
他之前的主人因为要搬去别的城市
而遗弃了他。Chun Chun 无论对于
人类还是其他动物都超级友善。
他已经接种了疫苗, 体内外驱虫并
且绝育。
Liga (公猫)

你可以给 Chun Chun 或 Liga 一个
永久的爱之家吗？
其他待领养的动物包括：
- Jimmy (猫)

出生日期: 2010 年 9 月
Liga 是一只非常可爱并且友善的猫
咪，对于人类十分友好并且不抓不
咬。.

Chun Chun (top) and Liga (bottom)

情况 （根据兽医）所说就是没有很
强健的直肠肌肉。我们真诚需要耐
心，坚定并且理解的领养家庭（有
照料特殊猫咪的经验）给予我们帮
助。

- A Huang (狗)

- Whity & Blacky (兔子)
- Tia (幼猫)

- Shi Er (幼犬)

Liga 被第一救助人救助并转交到
JAR 手中之后被其严重的忽视，这成
了 Liga 的软肋。事实上，在 Liga
这个案例中他患有痢疾并且长时间
没有得到照料，所以现在他的身体

六月十二日（星期天）将在老码头举
行特殊领养日活动
Jaiya 动物救援组织十分
感谢老码头允许我们利用
他们的场地举办这次特殊
领养日活动。
我们欢迎大家届时参与特
殊领养日活动！老码头地
址是：中山南路 505 号,
近复兴东路。

五月一号和二号的老码头活动
JAR 想要感谢老码头的管理阶层以及 Leslie（M-Pets）
让我们出席他们在五月初举办的活动。我们的非营利团
队在这次活动上以募捐的初衷贩卖小物品（宠物用品/
狗主人用品）并且赢得了社会群体更多的关注。
十分感谢 Vivian (长期志愿者)，还有我们忠诚的志愿
者和支持者——她爸爸， Alejandra,Siemerink (摄影
师 - Eyella)，以及感谢 Lisa Pan (小白的领养人)向
JAR 捐赠了一幅用于募捐的画作，这幅画的名字交租
“感恩”。 想要了解更多信息 请点这里。
JAR 宠物领养日于 6 月 5 日举行，地点在 Papa’s Bierstube
restaurant（德国乡村西餐厅）,虹梅路 3338 号 22-24 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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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贴士：《Monster cat》开始于一系列的网络漫画，你同样可以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上找到它。他的简介是：“为了真理，公正和牛奶而战！”

苏州诱捕、绝育、放生行动 上海美国学校动物救援组织 JAR 多用挂绳
(猫薄荷日记 6)
在这个春/夏季，JAR 将通过贩卖多用挂绳的
这个月我们只成功帮助两只猫咪绝育并
且放生，不管怎样，目前我们有七只猫
咪住在医院里！一只母猫在我们抓捕她
一小时后决定生产。不要担心，现在她
骄傲的是 4 只猫仔的母亲。在那之后，
我们仅有一例成功绝育并且放生的案
子。
猫妈妈和宝宝会暂时呆在宠物医院直到
小猫崽断奶为止。与此同时有两只漂亮
的猫咪由于先前养育他们的意大利家庭
需要回国而被留在了中国，不幸的是他
们并没有在离开前及早且努力的为他们
寻找下一个家。目前 TNR 在苏州暂时画
上了句号。因为我们不能在可能让猫妈
妈和宝宝骨肉分离的情况之下进行抓
捕。

方式为我们照顾的动物们募捐，每条挂绳售价
10 元，同时我们也接受“团购”的方式。
上海美国学校动物救援组织正在通过销
售饼干的方式为更多动物筹集善款。请
点击 宠物饼干订购单/订购宠物饼干！
查看。

共同努力铸就成功的狗狗
救援行动
在五月十七日 Alejandra 在
EnjoyShanghai 的网页上看到一个请求
援助的帖子。这篇文章的作者是
Sergey， 他十分担心一只关在一家环境
恶劣的饭店里的狗狗，它被绳子绑着，
没有机会奔跑更别说玩耍了，并且经常
被饭店的客人虐待。得知这个消息之
后，我们通过 Email 组织了一组志愿者
与 Sergey 碰面，共同商讨如何救助这只
狗狗。同时狗主人提出如果想要解救并
释放这只狗，需要支付 1000 元得要求。
在五月十八日，由 Alejandra 协调的一
组志愿者和爪圆动物救助组织的领养人
兼志愿者 Carolina 和 Kitty 与 Sergey
碰面，目的在于成功解救这只狗狗。想
要了解更多信息请点这里。

捐赠箱地址
- Lovebox Storage
- Doggy House
- Buddy Dog
- El Mexicano Restau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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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希望购买我们的多用挂绳的话，请参加
我们的领养日活动，或者可以发送邮件给我
们。谢谢！

Kitty 帮助说服并且成功吧赎金降到了
500 元（ 一半由 Sergey 支付另一半由
Jaiya 动物救援组织承担。

成功解救小猫崽！
JAR 十分开心的宣布在 5 月 12 号 三只小猫咪
被解救 了!十分感谢来自 JAR 和爪圆动物救助
组织的志愿者齐心协力的努力。
三只小猫咪长期缺乏医疗救助并且被养育他们
的人无视的丢弃在院子里饲养。在得知消息之
后，志愿者前去苏州路评估情况，幸运的是非
常轻易的就将小猫抓捕了！
Alejandra 带小猫咪来到 Petshome 静安医
院，在那里三只小猫都接受了检查。最大的那
只是一只十分美丽的母，我们为她取名
Isabella。另外两只较小的是公猫，他们的名
字是 Persio 和 Candido.是 Persio 是触发
了这次行动，不过现在他正在兽医那里接受治
疗并且病情逐渐转好。

在狗狗被解救之后，Carolina 和 Kitty
带他去了我们之前就诊过的宠物诊所。
Oscar (雪白的) 将在医院多呆上几天做
进一步观察，不过目前来说他似乎并不
需要做什么严重的大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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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捕、绝育、放生行动
需要你的捐助

JAR regulations for
Animal Adoption Day

JAR 是上海的一个小型动物救助组织，
我们是由在上海的外国人和中国人共同
组成并且一同帮助营救流浪动物或被遗
弃动物，且让他们重新找到温暖的家，
远离伤害。我们都有着各自的工作，但
我们都共同相信我们所做的是一件非常
重要并且十分值得的事情，为此我们不
知疲倦的做着慈善事业，同时牺牲自己
的时间并慷慨解囊。

JAR 针对“JAR 领养日”活动，对参与
的朋友们和动物们制定了一套新的流
程。新的政策如下：

为了我们的 TNR 以及 ABC 行动，我们
急需愿意提供给我们资助的个人/团体，
这些捐助将会为我们的行动装备更多的
诱捕笼。

1) 被领养的流浪动物必须在活动日之前
向以下地址登记：
shanghaidogs@gmail.com
*截止日期必须在活动日前一周。任何超
过截止日期的登记，都不会被本次活动
日采用，且会顺延至下次活动日使用。

HW-30D
ACES 人道猫咪诱捕笼 w/后门 30"x
9"x11".保证 3 年内不会对动物造成伤
害。

- JAR 流浪动物登记表
- 流浪动物的医疗记录证明文件
- 流浪动物的照片

价格: $55.00 美元
如果你能提供帮助，请电邮我们，十分
感谢！

关心有特殊需要的动物

有特殊需要的动物是一群鼓舞并感
动人心的动物，他们坚强面对着命
运，伤害，病痛，以及虐待。
不幸的是这些动物经常被领养人退
回，原因是他们要求比普通猫狗更
多的照料和医疗上的救助。
有特殊需要的动物也存在十分乐观
美丽的地方，这就是他们并不知道
自己的缺陷。在之前的案例中，只
要你给他们更多的关注、爱和完善
医疗日用设备，他们可以像其他动
物一样完整的生活下去。帮助这些
有特殊需要的动物生活的更加完
整…给他们一个充满爱的家！

救助者在活动日必须先在我们的资深中
国志愿者指导下进行登记，才能进入领
养日活动现场。

Bobo

任何不愿意遵守 JAR 的程序和规定的救
助者将不被允许参与到领养日活动中。
我们将实施这套新的管理制度，同时也
将了解到愿意参加领养日活动的救助者
和流浪动物们的情况。
非常感谢大家的配合和理解。

Jeff & Murray

谢谢
JAR GROUP

Snowy

还有更多可爱的宝宝在等待他们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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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got

2) 每一位参加“JAR 领养日”活动的救
助者必须于活动日当天携带以下证明文
件到现场：

诱捕笼信息：

William

待领养动物以及他们的故事！

Chanel

Tai

Da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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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nsors & Friends:

特别感谢

Special thanks to:

JAR 想要特别鸣谢以下的个人/机构给我
我们组织的宝贵帮助：(a) Cou Cou Pet,
(b) Dr. Lo 和 Petshome Hospital, and
(c) 申康宠物医院

2011 年 5 月捐款
狗粮 - Cou Cou Pet
800 元 - Margaret
2100 元 – 五月领养日
400 元 - April
1900 元 - SAS Charity proceed
1000 元 – 上海美国学校

2011 年 5 月支出
400 元 – 寄养家庭 (A-E 小猫们)
1500 元 - A Huang (寄养/绝育)
500 元 – 宠物日常用品
445 元 – 交通费
500 元 –寄养家庭
600 元 - Snowy 的救助
1500 元 - Buddy Dog (寄养)
800 元 - Shi Er (行动)
500 元 - Yao Ling Shi (小猫)
1595 元 - Isabella / Persio / Candido
944 元 – 拯救狗狗 (三甲港)

支持动物福利！！！

垃圾中的宝贝:
Isabella, Persio 和 Candido

Jaiya 动物救助组织 (JAR)
网页： http://jargroup.doodlekit.com
JAR 相册： http://jar-galleries.doodlekit.com
博客: http://jarshanghai.wordpress.com
JAR 电邮: shanghaidogs@gmail.com
领养信息： 2011 年 5 月共有 36 只动物被领养！

我们面临的挑战：
每一年数以千计的动物在中国被遗弃。就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这一现状需要被关注以及来此多个方面的努力——
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以及最重要的：你！
试想一下如果更多的人们愿意打开自己家门，领养之一动物、如果更多的动物打疫苗，绝育和驱虫、如果更多的人们
愿意捐助、如果更多的人们愿意成为领养家庭、如果更多的人受到道德善待动物的教育……那目前的情况会有多么的
不一样。
JAR 的我们知道有一个伟大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但我们无法独立完成……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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