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FFSHORE DREAM
2007美洲杯冠军 出生，成长，受训于下诺曼底

OR NOIR DE SOMOZA
当选2006年度优秀马 Renaud du Vivier 大赛冠军

出生，成长于下诺曼底

FLIPPER D’ELLE HN
国际赛拉·法兰西马冠军，法国障碍赛马队队员

出生，成长，受训于下诺曼底

 骏马之乡
——法国下诺曼底

英吉利海峡

从诺曼底地区出发3小时内可到达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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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百万到3百万居民

3百万到1千万居民

超过1千万居民

从诺曼底地区出发
3小时内可到达的城市

从诺曼底地区出发
一天内可到达的城市

� 64%的法国人口/消费者

47%的法国人口/消费者

诺曼底圣洛

阿朗松

法
国
下
诺
曼
底



2000家从事马业相关活动的企业
7569个就业机会由马业创造
250个骑术中心每年承办1857场次赛马及相关比赛
497名赛马训练师，31个赛马场
171946公顷农业用地被马业征用

1.集中化的饲养中心:全法五分之一的种母马源于该地区，盛产良种马驹，当
然也包括冠军马。
2.领先的专业技术，丰富的实践经验，高质量的优秀专业人才，不间断的改
革创新。
3.完备的基础设施:法国食品卫生署Dozulé 研究中心，Frank Duncombe 实
验中心，卡昂大学，松木镇国家种马场（Haras du pin），圣洛马术中心 
(complexe hippique de Saint-Lô)，杜维尔专业马匹运送机场，以及为数众
多的配套设施（Graignes骑手学校，杜维尔市马匹交易大厅，跑马场，兽医
院等等）

在马业相关专业人员的呼吁下，以共创美好明
天为宗旨，下诺曼底马业委员会于1997年正式
成立。

下诺曼底马业委员会是由下诺曼底地区马业相
关人事组成的非盈利性组织，也是该地区唯一
的官方团体，是指导马业及其相关项目的最高
权威管理机构。

下诺曼底马业委员会致力于规划、管理并指导
推进马业发展的项目并协调本地区行业间的经
济技术合作与交流。鉴于其联合行业内人事的
创举带来的显著成绩以及考虑到马业经济在地
区经济领域中所占的比重，马业成为了地区
发展计划及下诺曼底马业委员会与法国中央
政府签订的2007-2013发展协议中的一部分。
从那时起，我们的任务转向支持组成马业领域
的各个行业:饲养，赛马，职业培训，装备制
造......我们始终贯彻协调和共商的原则，努
力促进行业间的交流，推动马业领域的整体发
展，并以将本地区的马业产业推向国际化为最
终目标。
法国下诺曼底马业委员会欢迎您来法国下诺曼
底地区进行马业经济的交流与合作，我们将竭
尽所能地为您的项目提供帮助。我们的联系方
式
chevaux.normandie@wanadoo.fr
www.chevaux-normandie.com

下诺曼底马业委员会的成员可以分为五个团体

速度赛马团体:育马者和训练师

France Galop (法国国立赛马协会)
国立机构，全法速度赛马比赛的管理者。
cfreytag@france-galop.com
French Racing and Breeding Committee 
(法国赛马及繁育委员会)
提供法国马赛赛事信息，马种繁育信息及马匹
买卖信息。
www.frbc.net
info@frbc.net
Syndicat des éleveurs de chevaux 
de sang de France(法国纯血马育马者联合会)
拥有完备的行业信息，对个人提供报税、
诉讼及拟定合同的帮助。
info@syndicatdeseleveurs.org
TEL : 33 (0)1 47 61 06 09

研发及培训团体

Normandy Horse Industry Club 
(诺曼底马业产业俱乐部)
以集合产业优势，走向国际化为宗旨。成员有:
从事与马业相关活动的企业，
包括:饲料商，设备商，装备商（马鞍、马具、
装运赛马的箱式卡车，沙质土壤，地面设施建
设，职业服装等等）以及从事马业服务业的人
事（保险、咨询、专业建筑设计等等)。
chevaux.normandie@wanadoo.fr
Agence Française de Sécurité Sanitaire 
des Aliments - site de Dozulé 
(法国食品卫生安全署Dozulé研究实验室)
主要从事流行病学免疫学、寄生虫学和病理解
剖学研究与探索工作。
www.afssa.fr
l.baudet@dozule.afssa.fr
TEL : 33 (0)2 31 39 21 37
Laboratoire Frank Duncombe 
(Frank Duncombe 实验中心)
法国第一个马类生物学的诊断中心。平均每年
提交250 000 份分析报告。尤其在传染病理学
方面的研究与探索更为突出。
ldfd14@cg14.fr
TEL : 33 (0)2 31 21 37
Le CIRALE (CIRALE赛马研究中心)
欧洲唯一一所集诊断、探索和讲授为一体的赛
马研究中心。在超声波关节扫描领域居世界首
位。
cirale@vet-alfort.fr
TEL : 33 (0)2 31 27 85 50
AFASEC Graignes（Graignes骑手学校） 
ech-graignes@afasec.fr
TEL : 33 (0)2 33 56 81 58
Centre National de l’Emploi et de la Formation 
aux Métiers du Cheval 
(法国马业职业信息中心)
TEL : 33 (0)2 33 39 58 57

轻驾车赛马团体

Cheval Français(法国马匹协会)
创立于1864 年，致力于法国轻驾车赛的发展
cellule-internationale@secf.asso.fr
TEL : 33 (0)1 49 77 17 17

马术运动及休闲团体

Fédération Normandie Selle Français 
et autres races 
(诺曼底塞拉·法兰西马及其它马种联盟) 
www.sellefrancais.fr
aleray.ansf@wanadoo.fr
TEL : 33 (0)2 31 78 21 69
Syndicat National des Éleveurs 
et Utilisateurs de chevaux Cob Normand 
(全法诺曼底短腿马育马者及驯马者联合会)  
www.cobnormand.com
cobnormand@cobnormand.com
TEL : 33 (0)2 33 07 79 17
Société hippique percheronne 
(法国佩尔什马协会) 
shbf@wanadoo.fr
TEL : 33 (0)2 37 52 00 43
Organisation Normandie Poney 
(诺曼底小种马协会) 
normandie.poney@wanadoo.fr

马术实践团体: 
马术中心，职业骑手，马商

Comité Régional d’Equitation de Basse
Normandie (诺曼底地区马术委员会)
normandie@ffe.com
TEL : 33 (0)2 31 84 61 87
Chambre Syndicale du Commerce 
de Chevaux de France (法国马商联合会)
创立于1894年，成员由马商及中间代理人组
成，为其成员提供报税、诉讼的咨询服务。
www.csccf.com
csccfinfo@wanadoo.fr
TEL : 33 (0)2 48 63 67 06
Fédération Régionale des Sociétés de Course 
(诺曼底地区赛马团体联合会) 
www.fncf.fr
fede.bassenormandie@fncf.asso.fr
TEL : 33 (0)2 31 68 09 04

为增强科技创新和竞争能力，法国于2005年创建了67个科技竞争园区，以期
为法国经济增添活力。科技竞争园区是指在一个特定的地域范围内，汇集了
共同项目领域进行创新性研究工作的企业、培训中心、研究单位等机构，以
此形成能够获得国际竞争力和知名度的必要规模。不仅法国中央政府为园区
提供30%的资金支持，地方政府也提供基础设施以及土地方面的支持。

下诺曼底地区于2005年七月十二日获得“马业科技竞争园区”称号，应广大
行业内人事要求，下诺曼底马业委员会成为园区负责人并对园区发展进行规
划和管理。

 下诺曼底马业委员会简介  下诺曼底的马业概况

 下诺曼底的马业优势可以总结为三点 

 下诺曼底马业委员会—马业科技竞争园区的负责人  

有着144万人口的下诺曼底大区位于法国西北
部，北临英吉利海峡，与英国隔海相望。这里
坐落着圣米歇尔山，杜维尔，翁弗勒尔，海滨
小镇巴约，二战登陆海滩等世界著名旅游景
点。
 
法国下诺曼底大区宜人的气候，丰富的物产，
多彩的文化生活以及众多的科技竞争园区构成
了她优质的生活水平，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有
志之士在这里安家落户。

领先的科技和不间断的改革创新是法国下诺曼
底大区的特色。首屈一指的当属这里尖端的电
子工业和塑料成型加工业以及专业化的汽车制
造业和食品加工业。

值得一提的是，下诺曼底大区政府已将申办
2014年世界马术锦标赛列为大区最重要发展项
目之一。
大区政府联系方式 : 
Région Basse-Normandie Abbaye aux Dames 
Place Reine Mathilde 
BP 523 14035 CAEN cedex France   
courrier@crbn.fr

 法国下诺曼底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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