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步马
    诺曼底大区是世界上最佳培育法国快步马的地区。正因为如此吸引了众多快步

马饲养主来此驻扎。几个世纪以来，因其设施精良，诺曼底称为快步马的首选地。

 快步马运动起源于诺曼底。Cherbourg (芒什省) 于1836年举办了第一届快步马比赛。自
此，其成绩直至今天依旧光彩夺目。

每年至少有7500次马匹受精，诺曼底称为快步马冠军的发源地。诺曼底马经常在世界级顶
尖赛事中屡奏凯歌，比如美洲杯等。

冠军有：Idéal du Gazeau, Ourasi, Général du Pommeau, Jag de Bellouet, Ready Cash, Offshore 
Dream, Bold Egale… 在国内以及国外的马术赛场上，快步马以优异的成绩成为诺曼底的招

牌项目。

您想投资快步马吗？
诺曼底马术指导委员会为您提供专业的陪同与解答。

 每年3月31日以后或12月以及来年1月（可选
择该日期以后在法国因未取得成绩而不参加比赛的
马匹或已达到比赛年龄限制的马匹。）

 秋季（根据购买马匹的种类进行来选择不参
加Vincennes冬季比赛的马匹。）

不同购买渠道

拍卖马会

► ARQANA TROT 协会每年在 Caen、Carbourg、Deauville 
et Paris 举行7场拍卖马会
	 ▪		美洲杯大奖赛会场（1月份最后一个周末）
	 ▪ 春季拍卖会（每年3月，各年龄段马）
	 ▪		周岁马拍卖会（每年9月）
	 ▪		夏季拍卖会（训练马、为参加比赛的资格马、母马
以及周岁马）
	 ▪		秋季拍卖会（训练马、周岁马、小母马以及部分种
马） 
	 ▪	资格马（两岁资格马驹，每年7月和9月）

► Caen马市每年9月以及10月举办周岁马、小母马以及
部分种马的拍卖会  

► Osarus马市每年5月Argentan举办快步马马市

巡回马市

► 快步马国际部组织的私人定制马市

赛事期间购马

所谓赛事期间购马，即当日比赛日程中参赛马匹被标注最低
价位。购买者本人标注自认为的购买价格，所标注价位最高
者获得购买权。马主也可以标注该参赛马匹不参与投标。诺
曼底大区每日的赛马比赛中大多数马匹均采用该方式竞购。

其他服务项目：检疫、运输、保险
各项服务可向快步马国际部申请。

何时以及如何购买快步马？

友谊马市

为了让购买更加理想化，诺曼底马术指导委员会也可以为您
推荐马匹经纪人全程专业陪伴提供购马指导。



Ourasi
86场比赛，58次冠军：

►  1986年到1990年4次美洲杯冠军
►  1986年到1988年3次法国冠军
►  1986年到1989年4次太平洋地区冠军
►  1986年和1988年2次欧洲大满贯冠军

Général du Pommeau
106场比赛，43次冠军:

► 2000年美洲杯冠军
►  2002年巴黎杯冠军
►  1999年和2000年2次René Ballière杯冠军 
►  1997年Capucine杯冠军

Jag de Bellouet
115场比赛, 39次冠军:

►  2005年美洲杯冠军
►  2004年到2006年3次Cornulier杯冠军
►  2004年到2006年3次太平洋地区冠军
►  2004年和 2005年2次René Ballière杯冠军

Ready Cash
70 场比赛，40次冠军:

►  2011年和2012年2次美洲杯冠军
►  2011年和2013年2次法国冠军
►  2013年巴黎杯冠军
►  2012年Wallonie大奖赛冠军

Bold Eagle
44 场比赛, 37 次冠军:

►  2016年和2017年2次美洲杯冠军
►  2016年和2017年2次法国冠军
►  2016年和2017年2次René Ballière杯冠军 
►  2017年太平洋地区冠军

冠军简介



 诺曼底大区在速度赛马项目中始终保持领军优势。诺曼底大区是纯种马第一繁殖地
区：每两匹纯种马中其中一匹就出生于此。大区对于优秀赛马的培育给予最大的支持。

大区盛名已久的速度马培育并非空穴来风。其得天独厚的气候，肥沃的土地及优质的基础
设施，都成就了马术运动的发展。本地速度马以良好的体能以及敏捷的思维成为诺曼底大

区的明信片。

每年在Deauville举办的周岁马的马市上吸引来自全世界众多投资人士。速度马迅速成为诺
曼底大区的只要风向标，冠军层出不穷。

例如：Le Havre、 Goldikova、Cirrus des Aigles、Trêve、Wings of  Eagles… 通过巴黎这扇大
门，诺曼底称为国际化速度马的参照。

您想投资速度马吗？
诺曼底马术指导委员会为您提供专业的陪同与解答。

如何购买速度赛马？

► 从饲养角度上考虑可选择受孕或未受孕的母马，购买后需
支付饲养费。
► 幼马（不到一周岁），通常比周岁马价格便宜。需要支付
至少9个月的饲养费（从购买日算起）
►  周岁马，购买后初步训练，后与教练开始正式训练。
► 两岁马，需支付训练费并可快速参加比赛。
►  训练马，可立刻参加比赛。

多种购买渠道:

拍卖马会

ARQANA每年组织10次马市，地点Deauville、Paris。

	 ▪ 混合马马市（2月）
	 ▪		Breeze	up（5月）
	 ▪ 夏季马市（7月） 
	 ▪		周岁马市（8月）  
	 ▪		纯阿拉伯马（9月）
	 ▪		Arc马马市（9月最后一周）
	 ▪		周岁马（10月）
	 ▪		秋季马市（11月）
	 ▪		饲养养马马市（12月）

友谊马市

为了让购买更加理想化，诺曼底马术指导委员会也可以为您
推荐马匹经纪人全程专业陪伴提供购马指导。

赛事期间购马

所谓赛事期间购马，即当日比赛日程中参赛马匹被标注最低
价位。购买者本人标注自认为的购买价格，所标注价位最高
者获得购买权。马主也可以标注该参赛马匹不参与投标。诺
曼底大区每日的赛马比赛中大多数马匹均采用该方式竞购

何时以及如何购买速度马？

速度马



Le Havre
► 2009年Chantilly俱乐部冠军
► 2009年Djebel	de	Maison-Laffite冠军
► 2008年 Nino de Saint-Cloud冠军

Goldikova
27场比赛, 17次冠军 :

►  2008年到2011年4次Rothschild大奖赛冠军
►  2008年到2010年3次Breeder杯冠军
►  2010年和2011年2次Ispahan大奖赛冠军

Cirrus des Aigles
67场比赛, 22次冠军 :

►  2012年, 2014年和2015年3次Granay大
奖赛冠军
►  2012年Dubaï Sheema大奖赛冠军
►  2011年Deauville大满贯冠军

Trêve
13 场比赛, 9 次冠军:

►  2013年和2014年2次凯旋门大奖赛冠军
►  2013年 Diane大奖赛冠军
►  2013年和2015年2次Vermeille大奖赛冠军

Wings of  Eagles

► 2017年Derby	d’Epsom冠军赛冠军
► 2017年Chester冠军赛亚军

冠军简介



诺曼底大区是法国骑用马的发源地，主要其中在Saint-Lô（芒什），如今成为法国培养运
动赛马的第一产地。有大约2000户运动马马场，并接纳优秀的骑用马饲养员。

这些财富归根于各个领域之间的精良合作。教练员与骑手拥有世界级水平。在该领域专业
的技能是的运动赛马赛场上的表现蒸蒸日上。

诺曼底大区同时承办重大运动赛马赛事，包括在Saint-Lô（芒什）举行的法国骑用公马锦
标赛。

以下诺曼底赛马在障碍赛以及三项赛的比赛中均有出色表现：
Quito de Baussy, Rochet M, Baloubet de Rouet, Diamant de Semilly, Opgun Louvo, Orient Express, 
Piaf  de B’Neville, Mytille Paulois, Jubilée d’Ouilly, Zirocco Blue(ex Quamikase des Forêts), Ideo du 

Thot, 及其他。

大区享有资源设施优势，当地大型场地每年也组织对于幼年马培训和国际的培训。

您想投资运动马吗？
诺曼底马术指导委员会为您提供专业的陪同与解答。

选择何种运动马？ 

请参考以下原则：

► 可以选择已怀孕或未受孕的母马。
► 已断奶的6个月以上的小母马 ，3年后可以参加比赛。
► 幼马（2到3岁），拍马会上拍得为来年备战的年轻马匹。
► 幼马（4到7岁），可以参加年轻马比赛。
► 幼马（8岁及以上），已经参加不同级别的业余及专业比
赛。

多种购买渠道:

三岁马拍卖会

每年有NASH公司于10月末组织数十天的三岁马拍卖会。地点
Pôle Hippique, Saint-Lô。每年大约有100匹马在拍卖会中交易。
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知名骑手、马主、饲养员以及赛事马圈
汇聚诺曼底甄选高品质马匹。NASH的服务宗旨是对品质的追
求以及得到您的信任。 

友谊马市

若购马运动马请与诺曼底马术指导委员会联系。我们诚挚为
您提供最专业的咨询服务。我们拥有强大的商业马和幼马的
专业资源，可为您提供一站式服务，包括选马、运输以及回
国手续等。您只需与我们联系，我们将为您开启便捷购马第
一步！

何时以及如何购买运动马？

Astier Nicolas & Silvana

运动马



Baloubet du Rouet
►  1998年Helsinki世界杯冠军
►  1999年Göteberg 世界杯冠军
►  2000 年Las Vegas 世界杯冠军 
►  2004年雅典奥运会金牌

Diamant de Semilly
► 1999年和2002年2次法国冠军
► 2002年世界杯团体冠军
► 2003年欧洲杯团体亚军

Opgun Louvo
► 2014年诺曼底世界马术锦标赛双金牌
► 2014年CCE	世界杯冠军
► 2012年伦敦奥运会双金牌

Orient Express
► 2016年Corogne CSI四星大满贯冠军
► 2014年诺曼底世界马术锦标赛团体赛亚
军，个人赛亚军
► 2014年Rotterdam	CSIO五星大奖赛冠军

Piaf  de B’Neville
►  2016里约奥运会团体赛金牌
►  2016里约奥运会个人赛银牌
► 2016年Chatsworth en Angleterre CIC三星大奖赛冠军
► 2015年Pau CCI四星大奖赛冠军

冠军简介



基于多年来多于60场不同领域的马术培训成就了诺曼底大区的丰富马术经验。大区拥有
优秀的马术学校与培训中心。其中，Graignes赛马学校培养出优秀的jockeys和drivers国际赛

马。Harcouët的Saint-Hilaire学校市马蹄铁匠的专业学校。

如今，Le Haras du Pin举办多种培训活动。比如：马房饲养技巧，上鞍技术，繁育技术以
及专业骑手培训和套马技术。

诺曼底大区因其优异的教学模式及制定不同级别的教学适应方法使得来自世界各地的实习
人员达到培训目标。

诺曼底大区仍致力于发展其国际化培训方向。国际马术学院的成立，将培训推向国际化。
与此同时，我们还组织来自国家兽医学院（Maison-Alfort）进行兽医培训。

培训种类
诺曼底开放性的60场培训多方位向世界展示其专业性。

欢迎您来诺曼底参加培训，
我们将为您搭建与最佳培训机构的桥梁。

培训



马术培训 Lad-jockey

骑手助理培训 马蹄培训

繁育技巧培训 马具培训

研发培训兽医培训

拥有670所马场场地，诺曼底为您提供专业的马术训练
技巧。Le	 COREN(诺曼底马术大区中心)发挥其资源优势
为您提供马术活动、运动马术完善及旅游马术活动

在诺曼底大区，Haras du Pin 和	la	MFR	de	Balleroy在骑手
助理方面进行全方面的培训。另外，我们也提供日常用
具护理培训。

诺曼底大区天然的繁育环境最大程度上保证了其马匹培
养优势。例如：Le Haras du Pin, 以其优质的品种发展。

马具制造技术也是诺曼底大区的特色之一。以往的培训
学员表现优异，Le Haras du Pin是上马具培训的有力培
训基地。

圣米歇尔山海滩中心的Saint-Hilaire-du-Harcouët农业学
校，拥有完善的专业队伍。确保诺曼底大区的专业马蹄
培训。

马匹的健康是马术领域的首要任务。因此，兽医培训
不可或缺。来自诺曼底的法国国家兽医学院（Maison-
Alfort）是行业的引导者。未来不久，诺曼底大区将组
织多项来自国家兽医学院的专业人士授课。

诺曼底是马术研发的第一大区。它拥有由5支国际研发
团队组成的首家欧洲马术研发技术中心。

在快步马领域，Hippiques de Graignes学校培养未来Lad-
drives,	 Lad-jockey,	 drivers,	 jockeys。该学校培养出杰出
的选手包括：Jean-Michel	 Bazire,	 Franck	Nivard,	Mathieu	
Abrivard et Yohann Lebourgeois。

培训



产业公司及服务公司

鉴于其优秀的马匹，我们鼓励拥有配备专业实力的产业公司入驻诺曼底大区。随着时间以
及该产业与马匹技术研发团队的合作，这些企业推出适合马匹市场的专业产品及服务。

作为马术产业领域的触媒，Hippolia产业园简化了信息的传播，促进了合作，配合了集体
活动并为您提供相关项目咨询。

Hippolia产业园，马术第三产业领域的积极对话者。

Hippolia产业园诞生于2005年，它将各公司技能集中化。这里汇集了马术领域多家具有世
界竞争力的企业公司、研发公司及培训中心。

由法国政府挂牌，坐落于诺曼底大区卡昂市（Calvados）。其附属200个产业资源由大型
集团发展到法国其他地区。在该产业园的先驱企业的蓬勃发展下，Hippolia推动了Horse’N	
Tech的诞生及马术在环保领域的发展。

 
基于著名的R&D中心，诺曼底吸引了很多创新企业的到来。未来产品及服务目的主要致力

于改善马匹，完善骑手以及在以下框架达到改善： 健康与和谐, 安全, 表现, 
盈利, 环保。



马场建设、马具定制、方案制定，我们根据不同领域特色为您提供整套全方
位产品以及服务：

► 马匹培育与健康产品及设施
► 食品类及专业奶制品
► 骑手或马匹个人用具

► 设施建设、马圈设备或场地设施
► 运输服务
► 沟通工具与联系设备服务

以下是园区著名企业名称：

A	CHEVAL	–	AGENCE	PHI	–	AGRIAL	-	ARMISTOL	SAPO	–	EQUIORTIE	–	EQUIKRYOS	–	CREDIT	AGRICOLE	NORMANDIE	–	DJOOKA	
–	DOLLAR	INT	SARL	–	EARL	DES	POMMERAIES	–ECOLIT	–	ECOVALGUE	–	EQUI		HUB	–	EQUI	RES	–	EQUICARE	–	EQUICER	–	
EQUIDECLIC	–	EQUIMONDO	–	EQUIP’HORSE	–	EQUITHALASSO	–	EQUIWAYS	–	ETHONOVA	–	FASTNETT	–	FULL	FIELD	AGENCY	
–	GROUPE	FRANCE	ELEVAGE	–	HAPPY	CRACKERS	–	HIPPOCENTER	INT	–	HORSECOM	–	IMV	TECHNOLOGIES	–	NORMANDIE		
DRAINAGE	–	NORMANDY	BIOTECH	–	NOWKEY	–	OB’DO	CONTACT	AGILE	–	OPHTIMALIA	–	PROXIMAL	–	REPONA	–	SAFER	
NORMANDIE	–	SEAVER	–	SEVERINE	D’HAENE	–	TECHNIBELT	–	UNION	DES	COOPÉRATIVES	DE	DÉSHYDRATATION	DU	VEXIN	

–	VAEVI	–	VANS	THEAULT	–	WERTHEIMER	ET	FRÈRE	–	WETOD	–	WOODED	HORSE,	etc.

您对大区企业的信任，也就是我们对技术革新或质量的追求
专业-创新-高品质                 

产业公司及服务公司



►第一养育大区

诺曼底大区马匹

►第一经济大区

►第一马匹研发大区►第一马术大区

诺曼底马匹的领域坐拥
► 每年13 000亿的销售额
► 18 000个岗位
► 6 500所企业
► 5 000所饲马场
► 每年12 000新生马

► 43 000参赛证持有者
► 670所马术单位
► 37家马术领域培训中心，
58名专业培训师
► 2所国家级种马场

从经济发展角度上说，在马匹饲养、马术运动与马匹研发领域，诺曼底大区在法国的
地位屈指可数。

马匹领域更是诺曼底大区的具有代表性和吸引力的领域。马匹项目活跃在当地的建筑风景及社会结构
与日常人文生活中。

欢迎选择诺曼底做为您公司创始与发展的地点。
 

由经济发展部门、专业农业部门以及有竞争实力和创新能力的产业园区将全程陪伴您，并
为您提供一系列详细的服务。

诺曼底指导委员会在专业领域是您最佳的对话者。通过全方位服务，对于您项目的发展及
寻找解决方案，我们将全程陪伴。我们并负责为您建立关于出关、审查及发展策略各方向

的对话平台。

大区魅力



研发与创新

 若您的项目涉及到研发与创新，在这里您可以找到专家进行对话。在马匹研发与创新领域，诺曼底
大区处于领先位置，尤其以马匹健康作为我们的工作中心。

 大区支持欧洲第一马匹研发中心，其中包括5只国际化研发团队：

►ANSES

►CIRALE

►Le Pin National Stud farm brood 
mares section

►Biotargen

►LABEO Frank Duncombe

(Goustranville,	Calvados)
马匹病理学实验室

(Saint-Contest,	Calvados)
欧洲第一马匹分析研究中心

(Saint-Contest,	Calvados)
法国诺曼底-卡昂大学人类健康与马匹健康转
移研究中心

(Goustranville,	Calvados)
马匹自发病影像与研究中心

(Haras	du	Pin,	Orne)
基因养殖繁育技术培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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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经之处

若您来到诺曼底，途中必将造访以下独具一格的马场。

▲

▲

▲

▲ ▲

▲ ▲

他们分别是：

Deauville racecourses and 
Deauville International Horse Hub

▲
▲

Saint-Lô Pôle Hippique

Le Pin National Stud Farm

▲ Caen racecourse

▲
▲

Cabourg racecourse

Dragey Training Centre

1

1

2

2

3

3

4

4

5

5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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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诺曼底成功举办各项赛事以保持其在马匹市场的绝对优势。

●	Haras	de	Fresnay	le	Buffard	Jacques	Le	Maroi大奖
赛，3岁马，1600m（Deauville, 8月）
●	Rothschild大奖赛, 3岁以以上母马，1600m 
(Deauville,	7月末-8月初) 
●	Darley	Morny大奖赛，2岁马，1200m	(Deauville,	8
月)
●	Poule	d'Essai	des	Pouliches大奖赛 (Deauville,	2016-
2017)

●	Argentan速度选拔赛	(4月) 
●	卡昂Ducs de Normandie et Saint Léger des 
Trotteurs大奖赛	(5月) 
●	Bernay绿色大奖赛	(5月) et Alençon大奖赛	(6月)
●	Cabourg赛马节	(7月-8月) 
●	Jullouville沙滩赛	(夏季)
●	Lisieux国家快步全运会	(9月)	et	Mauquenchy国家
快步全运会 (11月) 

●	L'arc	Maurice	de	Gheest大奖赛，3岁马，1300m 
(Deauville,	8月初)
●	Darley	Jean	Romanet大奖赛，4岁及以上母
马，2000m(Deauville,	8月中旬)

 作为饲养大区, 我们同时举办饲养经验交流会 (快步马、跑步马、运动马)。

►速度马 ►快步马

●	CAI三星国际锦标赛	(Lisieux,	3月)
●	CPEDI三星国际舞步锦标赛	(Deauville,	3月)
●	CEI三星国际耐力赛	(Argentan,	7月)
●	CSI三星国际障碍赛	(Deauville国际赛马中心, 8月)
●	CCI三星三项赛	(Haras	du	Pin,	8月)
●	CSI三星国际障碍赛	(Saint-Lô诺曼底马术展会, 8月)

●	CAI三星国际锦标赛	(Haras	du	Pin,	8月)
●	CSI三星国际障碍赛	(Happy	Jump	de	Canteleu	
(Rouen),	9月)
●	CSI三星国际障碍赛	(Saint-Lô秋季展会, 10月)
●	CSI三星国际障碍赛	(Equi	Seine	à	Rouen,	11月)
●	CSI三星国际障碍赛	(Deauville国际赛马中心, 12月)

●	快步公马交流会	(Saint-Lô马术产业园
区，2月)
●	运动公马交流会	(Saint-Lô马术产业园
区，2月)
●	Deauville跑步马展会	(10月)

►运动马

►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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