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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浪琴表北京国际马术大师赛 – 团体冠军赛（120-125CM）报名表 

领队信息 

领队姓名  联系电话  

证件号码  微信号（获取最新信息推送）  

俱乐部名称  俱乐部地址  

俱乐部奖金接收户名  

开户行  接收账号  

运马车车号  

私家车车号 （注 11 日限号 3 和 8,12 日限号 4 和 9,13 日限号 5 和 0） 

马工餐 □ 普通餐            □ 清真餐 

骑手 1 信息 

证件号码  FEI ID 或中国马协 ID  

姓名  出生日期  

性别  联系电话  

紧急联系人  联系电话  

奖金接收户名  

开户行  接收账号  

团体冠军赛马匹（非大奖赛马匹，国一级骑手需骑年轻马：2011 年及以内出生） 

马名  性别  芯片号  

出生年月日  FEI 或中国马协 ID  毛色  

是否已报名参加      □ 宝马精英赛（130-135CM）           □ 多美挑战赛（100-11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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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手 2 信息 

证件号码  FEI ID 或中国马协 ID  

姓名  出生日期  

性别  联系电话  

紧急联系人  联系电话  

奖金接收户名  

开户行  接收账号  

团体冠军赛马匹（非大奖赛马匹，国一级骑手需骑年轻马：2011 年及以内出生） 

马名  性别  芯片号  

出生年月日  FEI或中国马协 ID  毛色  

是否已报名参加      □ 宝马精英赛（130-135CM）          □ 多美挑战赛（100-110CM）   

骑手 3 信息 

证件号码  FEI ID 或中国马协 ID  

姓名  出生日期  

性别  联系电话  

紧急联系人  联系电话  

奖金接收户名  

开户行  接收账号  

团体冠军赛马匹（非大奖赛马匹，国一级骑手需骑年轻马：2011 年及以内出生） 

马名  性别  芯片号  

出生年月日  FEI或中国马协 ID  毛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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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已报名参加     □ 宝马精英赛（130-135CM）           □ 多美挑战赛（100-110CM）   

注意事项： 

a) 每名骑手最多参加两个级别的比赛；b) 每名骑手最多可携带两匹马；c) 每名骑手不可骑乘同一匹马参加不同级别比赛；d) 每名骑手携带的两匹马不能参

加同一级别的比赛；e) 大奖赛马匹不得参加其他级别比赛；f) 外地骑手与俱乐部优先报名 

马主 1 姓名  联系电话  

证件号码  微信号  

马主 2 姓名  联系电话  

证件号码  微信号  

马主 3 姓名  联系电话  

证件号码  微信号  

马工 1 姓名  联系电话  

证件号码  微信号  

马工 2 姓名  联系电话  

证件号码  微信号  

马工 3 姓名  联系电话  

证件号码  微信号  

教练 1 姓名  联系电话  

证件号码  微信号  

教练 2 姓名  联系电话  

证件号码  微信号  

教练 3 姓名  联系电话  

证件号码  微信号  

参赛骑手可在比赛现场 8 号采访区自费购买比赛照片及视频 

（优先服务预约参赛骑手） 

□ 需要         □ 不需要 

是否参加鲁德格•比尔鲍姆训练营 10 月 9 日-11 日（付费项目） □ 需要         □ 不需要 

 以上填写的所有人员均需要电子版无 PS 正面清晰证件照（2 寸免冠照）、宣传照（格式为 jpg）及个人参赛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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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和报名表一起发送，照片名称为名字+俱乐部／代表队名称+报名日期；马匹请发送护照照片（格式为 jpg），电子

版照片名字为马匹名称+俱乐部／代表队名称+报名日期。 

 马主人数请按马匹数量填写。 

 所外地骑手进京时需准备马匹的进京检疫合格证明、健康免疫证明到北京市动物卫生监督检查站进行盖章确保马匹 

的正常进京。（因受十九大会议召开的影响，外地骑手马匹可提前进京，详情咨询 010-59786012） 

※ 北京动物卫生监督检查站目录见附表:  

 

 

序号 公路站简称 位置 联系方式 

1 白鹿 京哈高速白鹿收费站旁 85300186 

2 红煤厂 房山区佛子庄派出所东侧 60365300 

3 长沟 房山区长沟镇沿村（房易路） 61365700 

4 窦店 京石高速窦店服务区东区 80318710 

5 琉璃河 房山区琉璃河镇 107 国道 89381876 

6 南召 房山区琉璃河镇东南召村 80399320 

7 窑上 房山区琉璃河镇五间房村南 80313144 

8 北务 顺义区北务镇木燕辅路 61424175 

9 白河堡 延庆县香营乡 60152011 

10 康庄高速 延庆县康庄 61164318 

11 康庄 延庆县康庄镇南 61163865 

12 张山营 延庆县张山营镇西侧 69111689 

13 凤河营 大兴区采育镇凤河营村 80202744 

14 礼贤 大兴区礼贤镇李各庄村 89276638 

15 榆垡 大兴区榆垡镇十里堡村 89212271 

16 汤河口 怀柔区汤河口镇 89671086 

17 芹峪口 门头沟区燕翅镇芹峪口 69842425 

18 马坊 平谷区密三路 60999883 

19 上堡子 平谷区平蓟路 60982099 

20 白庙北 通州区宋庄镇白庙村 102 国道 69598045 

21 白庙南 通州区宋庄镇白庙村 69598045 

22 觅子店 通州区觅子店前尖平村 80561149 

23 西集 通州区通香公路 61513397 

24 应寺 通州区京津塘高速出京 31 公里处 80525318 

25 番子牌 密云县冯家峪镇番子牌村 69017081 

26 古北口 密云县古北口镇北甸子村 81052890 

备注：朝阳区大羊坊站外迁至应寺，与通州区永乐店站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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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费用 

1. 报名费用：团体冠军赛：5100 元／人马  

2. 报名费用包括：马厩费、第一垫垫料、欢迎派对名额 1 个、官方纪念服装 1 件、帽子 2 顶、马鞍垫 2 块、骑手包 1

个，大师赛纪念背包 1 个，餐券 8 张，百岁山水券 12 张、美乐家咖啡券 8 张、看台票 9 张、尊享 VIP 票务购买 8.5

折优惠（限购 2 张/轮）、证件、车证、现场其它赠券等； 

3. 转账汇款： 

汇款账户： 北京多美马术文化有限公司 

汇款账号： 0200 2027 1920 0076 831 

开户银行： 工商银行北京海运仓支行 

备    注： 收到报名表 3 个工作日内收到报名费视为报名成功，3 个工作日后未收到报名费，将视作自动放弃。 

4. 退款时间及方式： 

a) 09 月 26 日 18：00 报名截止，10 月 20 日统一启动退费工作； 

b) 通过俱乐部领队报名的，会退回报名时填写的奖金账号；个人报名退回个人奖金账号； 

c) 报名成功后，3 天犹豫期内申请退赛，报名费全额退款；3 天犹豫期过后到 09 月 26 日报名截止申请退赛，扣

除报名费 50%；09 月 26 日 18：00 后申请退赛，概不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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