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A 马主注册
拥有竞赛马匹并交给持有 JRA 执照的调教师进行管
理，最后达到让自己的赛马参加比赛，首先必须进
行 JRA 的马主注册。

此处将进行马主注册时所必须的条件及手续进行了
汇总，敬请正在考虑进行马主注册的人士参考。此
外，居住在日本国内的人士所需提交的申请文件及注
册条件均不同。请参照日语网站内《居住在日本国内
的人员》部分。
此外，申请时所必须提交的资料种类繁多，这会给各
位申请人带来诸多不便。但这是为了进行严格公正的
审查所必须的事项，敬请各位申请人给予理解。
JRA 所实施的赛马有着多种特殊的规则，与国外赛马
不同的地方很多，在申请之际敬请参照《马主注册申请方法》、《中央赛马的马主活动》等文件。
此外，在进行个人马主注册申请之际还必须设置 1 名居住在日本国内的联系人，由该联系人汇总相
关申请文件送至 JRA 本部。而本会有关申请方面的联络原则上均通过该联系人进行。这一点敬请
理解。
马主注册的申请方法
"马主注册申请指南" (PDF)

(截止到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有关境外居住马主联系人相关规定的通知" (PDF)

(截止到 2012 年 11 月 16 日)

马主注册的审查标准
"从确保赛马公正的角度考虑，被认为不适合作马主的标准" (PDF)

(截止到 2014 年 6 月 25 日)

"JRA 竞马施行章程" (PDF 英语)
中央赛马的马主活动
"中央赛马 Q&A"
※ 本会将向正在考虑进行马主注册申请的人士邮寄马主注册申请及联系人批准申请用的必要文件
(本会格式)，请预计从事联系人业务的预备联系人直接与 JRA 马主登录课联系。本课亦受理有关马
主注册的相关查询。
JRA 马主登录课 电邮: jraowner@jra.go.jp (日本语, 英语)

中央赛马 Q&A
PDF [334KB]
(截止到 2014 年 7 月 14 日)

有关日本的轻种马生产、日本产马匹的购买

Q. 日本的竞赛马匹生产数量及主要生产地在哪里?

Q. 如何购买日本的竞赛马?

Q. 育成马的托管费用及育成内容如何?

有关血统登记、马名注册、竞赛马注册

Q. 如何进行血统登记?

Q. 如何进行马名注册?
Q. 进行竞赛马注册需要办理那些手续?

Q. 和别人共同拥有 1 匹竞赛马需要办理那些手续?

Q. 将自己所拥有的竞赛马卖(转让)给其他马主时需要办理哪些手续?

Q. 将自己所注册的马主名义借给他人参加赛事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

Q. 能否借别人的竞赛马匹参加赛事?

有关训练中心的入厩系统

Q. 日本的竞赛马匹的一生是怎样的?

Q. 是否必须让自己所拥有的已完成竞赛马匹注册的马进入 JRA 所管理的训练中心的马厩?

Q. 怎样进入美浦・栗东两训练中心的厩舍， 需要办理哪些手续?

Q. 可以请ＪＲＡ帮助介绍调教师吗?

Q. 马主对自己所拥有的马匹必须作到哪些? 这些业务可以委托调教师等人完成吗?

Q. 如果和调教师发生矛盾，JRA 可以负责调解吗?
Q. 竞赛马入厩后都需要哪些费用?

Q. 从入厩检疫到参加比赛为止必须入厩多长时间?
Q. 调教师能够接受托管的马匹数目有无限制?
Q. 调教师所管理的厩舍都有哪些人，他们各自的职责是什么?

Q. 如果马匹在赛事中或调教中受伤将如何处理?
Q. 赛马医院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Q. 赛马事故慰问金是什么?

有关赛马节目、赛事举办日程

Q. ＪＲＡ的赛事日程及举办概况如何?
Q. 赛马的一般事项指什么?
Q. 赛马节目什么时候发表?
Q. 赛事的种类及比赛条件?

Q. 什么是所获奖金?

Q. 什么是一般赛事、特别赛事、重奖赛事?

Q. 重奖赛事的等级制度是什么?

Q. 什么是另行规定赛、让磅赛?

Q. 根据赛绩是否有不能参加的比赛?

Q. 参赛马匹的马号(闸门顺序)是如何决定的?

Q. 在ＪＲＡ注册的马匹可以参加地方赛事吗?

Q. 如何参加地方赛马的指定交流赛事?

有关参赛报名等

Q. 在参赛之前是否会对调教状况进行检查?

Q. 如何进行参赛报名?

Q. 什么是特别登记费?

Q. 如何取消比赛?

有关奖金

Q. 马主可以接受的奖金都有哪些?

Q. 本奖是什么?

Q. 什么是根据距离发放的参赛奖励金?

Q. 什么是国产马拥有奖励金?

Q. 参赛奖励金是什么?

Q. 什么是特别参赛补贴?

Q. 什么是基础母马所有者奖?
Q. 什么是呈送金?
Q. 赛马奖金等是以什么样的方法支付的?
Q. 赛马奖金的汇款用银行帐户可以是海外帐户吗?

Q. 有关奖金的税务制度有哪些?

Q. 参加地方赛马时的奖金如何计算?

Q. 什么是马主奖品?
Q. 奖品也要征税吗?

有关取消比赛资格、降名次、制裁等

Q.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被取消比赛资格?

Q.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被降名次?

Q. 什么是违禁药品?

Q. 什么是对取消比赛资格或降名次裁决的异议申诉?

Q. 什么是名次确定后的丧失比赛资格(事后丧失比赛资格)?

Q. 什么是不服申诉（表明）制度?

Q. 什么是超时?

Q. 什么是病马的参赛限制?

有关竞赛马匹的退役

Q. 竞赛马注册注销后马匹有什么样的出路?

Q. 如何让自己的马匹加入地方赛马的赛籍参加地方赛事?
Q. 现役马匹成为繁殖马需要哪些手续?

有关赛马举办日等的注意事项

Q. 在举办赛事的赛马场可以进入的地点有哪些
Q. 联系人可以自由出入赛马场吗?

Q. 如何和优胜马匹拍摄记念照?

Q. 有关特别赛事的表彰?

其他

Q. 马主名可否使用实名以外的姓名?

Q. 中央赛马会的信息可以通过网络查到吗?

Q. 中央赛马会共有多少名马主?

有关日本的轻种马生产、日本产马匹的购买

Q. 日本的竞赛马匹生产数量及主要生产地在哪里?
A.

日本中央赛马会成立之初(1954 年)日本的竞赛马年生产数量只有 3000 匹。随
后生产数量不断增加， 1993 年达到 12591 匹。但是，随后阿拉伯马赛逐渐衰
退,地方赛马的规模也不断缩小，2013 年度的竞赛马匹生产数量减至 6804 匹，
其中纯血马 6797 匹、阿拉伯马 7 匹。
在日本，竞赛马的产地分布在北至北海道南达九州的广泛地区。传统的生产地
有北海道的十胜•日高•胆振地区、青森县、岩手县、宫城县、福岛县、枥木县、千
叶县、宫崎县、鹿儿岛县等。其中最大的生产地在北海道的日高地区，生产数量
占全国生产总数的 80%。

Q. 如何购买日本的竞赛马?
A.

购买日本的竞赛马匹有很多方法。最主要的方法有市场交易即到日本官方设置
的拍卖市场购买和私下交易即由卖方(生产者)和买方(马主)直接交涉决定价格
的两种方法。

拍卖市场每年从 5 月上旬到 10 月左右在北海道、青森、千叶、九州举办。详细
日程请向下列单位垂询。

(公社)日本轻种马协会

〒105-0004

东京都港区新桥 4～5～4
日本中央赛马会新桥分馆 3 楼
TEL：03-5473-7091

(社)日本竞赛马协会

〒106-0041

东京都港区麻布台 2～2～1
麻布台大厦
TEL：03-3505-3445

Q. 育成马的托管费用及育成内容如何?
A.

育成马的托管费用根据马匹的育成内容以及所委托的育成牧场的设施充实程
度、育成技术人员的熟练程度等各不相同。
育成内容也分为放马、饲养管理、配戴衔铁、配戴鞍具等初期驯致和骑乘运动
等。

有关血统登记、马名注册、竞赛马注册

Q. 如何进行血统登记?
A.

血统登记由赛马国际交流与轻种马登录协会进行。申请登记时提交母马的繁殖
登记证明与配种证明等文件，经在产地进行的实马特征比对检查后即可登记，
并发放血统登记证明书。
给进口马匹登记时，需要提交马匹出生国或出口国血统登记机构发行的血统登
记证明或出口证明，在登陆 90 天以内进行登记申请。
详细情况可通过联系人向下列单位进行查询。

（公益法人）赛马国际交流与轻种马登录协会
〒105-0004

东京都港区新桥 4～5～4
日本中央赛马会新桥分馆
TEL：03-3434-5315

Q. 如何进行马名注册?
A.

马名的审查和登记也是由赛马国际交流与轻种马登录协会进行的。申请登记时
需要提交血统登记证明书的复印件•马名登记申请书。
马名登记分别用拉丁文字母 (按照国际公约的规定，文字不得超过 18 字)和日
语片假名 (不得超过 9 个字等)进行。因此出口时已经有名字的外国产马匹或者
一开始就是以拉丁文字母命名的马匹，就必须根据音译重新配以片假名。这一
点需要留意。
此外，马名变更如果是在作为竞赛马匹参加 JRA 或地方赛马的赛马注册之前
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出口时已经有马名的外国产马匹，必须经过出生国登记机
关的认可)。当接受了 JRA 的赛马注册之后，无论是中央赛事还是地方赛事亦
或国外赛事，只有在未参加过赛事的情况下，可以变更马名，但仅限一次。此时
需要交纳马名变更注册费 5000 日元。
马名登记须在马匹初次进入 JRA 的训练中心之前完成。马名注册结束之后，
《马名注册通知书》将被送达申请人手中。该通知书在进行竞赛马注册时必须提
交，因此请妥善保管。
有关马名注册的详细信息请参照赛马国际交流与轻种马登录协会发行的《马名
注册手续指南》。(只有日语版。请联系人向马主进行说明)

Q. 进行竞赛马注册需要办理那些手续?

A.

参加 JRA 的赛事之前马匹需要先进行竞赛马匹注册。
不能进行竞赛马匹注册的有以下情况：已经用作种用的马匹、作为竞赛以外的
用途进口并未向海关交纳关税的马匹、单眼或双眼失明的马匹等。
竞赛马注册由托管的调教师通过美浦或栗东训练中心提交。提交时除申请书外
还需附上 5000 日元的注册费。此外，申请时除了需要提供赛马国际交流与轻种
马登录协会发放的马名注册通知书外，为了确认马匹的所有权，还必须提交马
匹所有权备忘录(加盖马主本人及联系人的注册印鉴)、联系人的印鉴注册证明
书、马匹买卖合同副本、血统登记证明书。

Q. 和别人共同拥有 1 匹竞赛马需要办理那些手续?
A.

目前 JRA 尚不许可居住在日本境外的马主与他人共同拥有竞赛马匹注册马。
因此在进行竞赛马匹注册时该马必须是申请人拥有 100%所有权的马匹。

Q. 将自己所拥有的竞赛马卖(转让)给其他马主时需要办理哪些手续?
A.

对于已经进入训练中心厩舍管理的马匹，当进行所有权转移时，如果属于出售
给他人时需要提交马匹买卖合同书的附件，如果属于转让则需提供转让证明
书，交由托管调教师经美浦或栗东训练中心申报备案。此时，需要同时提交马
匹新所有者的马匹所有权备忘录·印鉴注册证明书。
此外，如将已完成竞赛马注册的马匹出售(转让)给中央赛马以外的马主时，该
马匹将不能参加中央赛马的赛事，这种情况持续 60 天以上时，马主的注册将被
注销。

Q. 将自己所注册的马主名义借给他人参加赛事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

A.

根据《赛马法》的规定,只有进行了中央赛马马主注册的人才能让其所拥有的赛
马参加中央赛马的赛事。
因此，注册马主将自己的马主名义借与他人，让该人的马匹冒充自己的马匹进
行竞赛马注册并参加比赛的属于“出借名义”行为。同时，与没有马主注册的人
共同拥有马匹亦属于“出借名义”行为。
上述行为是被严厉禁止的。参与上述行为的马主、调教师将受到取消马主注
册、吊销调教师执照等严厉处分。
此外，个人注册的马主将自身所经营(或出资的，包括亲属经营等)的法人所拥
有的马匹以自己个人的所有马的名义进行竞赛马注册并参加比赛的，或将个人
所拥有的马匹的相关开支进行法人财务处理的亦被视为“出借名义”行为，敬请
注意。

Q. 能否借别人的竞赛马匹参加赛事?
A.

能够进行竞赛马匹注册的马匹仅限于马主已经取得所有权的马匹。给基于租借
或租赁合同而一时拥有的马匹进行竞赛马匹注册并参加比赛的被视为向拥有
所有权的人进行名义出借，是严厉惩罚的对象。这一点也敬请注意。

有关训练中心的入厩系统

Q. 日本的竞赛马匹的一生是怎样的?
A.

每年冬季到春季纯血马诞生。被马主购买之后，小马将在牧场经过育成调教后
进入接受委托的调教师的厩舍。2 岁 6 个月的时候从新马赛起开始正式的赛马

生涯，然后退役。退役后的竞赛马匹在一般情况下，根据赛绩及血统等因素，有
的成为繁殖用马，有的则会转而成为地方赛事的赛马或成为骑乘用马。

Q. 是否必须让自己所拥有的已完成竞赛马匹注册的马进入 JRA 所管理的训练中心的马厩?
A.

为了让自己所拥有的马匹参加比赛，必须与持有 JRA 执照的调教师缔结托管
合同。
此外，参加比赛时，没有 JRA 赛事经验的马匹须提前 15 天、曾将参加过比赛的
马匹须提前 10 天进入 JRA 所管理的厩舍。

Q. 怎样进入美浦・栗东两训练中心的厩舍， 需要办理哪些手续?
A.

马主和调教师缔结了托管合同之后就可以让自己的马匹进入调教师从 JRA 租
借的厩舍了。入厩的时期根据每匹马的调教进度而不同。

Q. 可以请ＪＲＡ帮助介绍调教师吗?
A.

JRA 不能帮助介绍调教师。通常通过所购买马匹的牧场介绍调教师的情况比较
多。每个调教师的成绩等可以通过 JRA 的网站进行确认。
◎ ＪＲＡ网站网址（日文版） http://jra.jp
◎ ＪＲＡ网站网址（英文版） http://japanracing.jp/

Q. 马主对自己所拥有的马匹必须作到哪些? 这些业务可以委托调教师等人完成吗?
A.

为了让自己所拥有的马匹参加 JRA 的赛事，必须与持有 JRA 执照的调教师签
署托管合同，作好竞赛马注册。
通常马主将参赛报名、特别登记、诊疗等 3 大业务委托给调教师办理。

Q. 如果和调教师发生矛盾，JRA 可以负责调解吗?

A.

如果和自己马匹所托管的调教师之间发生矛盾，原则上由当事人之间自行解
决。

Q. 竞赛马入厩后都需要哪些费用?
A.

支付给调教师的托管费中主要包括马匹的粮草费、马厩相关人员的人工费、特
别注册费等。每月每匹平均为 60 万日元。 此外，可能发生的费用还有马匹的
治疗费、转移到 JRA 设施之外放牧时的运输费用等。
但是，治疗费用的一部分由中央赛马马主互助会补助。此外，为了参加比赛，从
美浦或栗东两个训练中心到赛马场之间的运输费不用马主负担。

Q. 从入厩检疫到参加比赛为止必须入厩多长时间?
A.

从 JRA 所管理的设施之外进入设施内时必须接受入厩检疫。此外，参加比赛
时，没有参加过比赛的马匹需要连续在训练中心内的马厩住够 15 天、曾经参加
过比赛的马匹需要连续住够 10 天。

Q. 调教师能够接受托管的马匹数目有无限制?
A.

目前 JRA 租给调教师的厩舍(马房)在美浦、栗东两个训练中心合计 4200 间马
房。JRA 的厩舍出借审查委员会每年决定租给各个调教师的马房数。
根据上述马房数决定每个调教师所能接受的托管马匹数目。每个调教师所接受
的托管马匹数目不得超过 JRA 决定组分给其的马房数。

Q. 调教师所管理的厩舍都有哪些人，他们各自的职责是什么?

A.

厩舍中有对竞赛马匹进行饲养管理、调教、驯致、护理等厩舍业务及办理与竞
赛马匹相关的各项手续的调教师、在调教师领导下的调教助手、厩务员、除参
赛之外也参加日常调教的骑师等相关人员。

Q. 如果马匹在赛事中或调教中受伤将如何处理?
A.

这要因马匹伤病的轻重而异。在美浦和栗东两个训练中心以及赛马场都有赛马
医院，对马匹进行妥当的诊疗。此外，如果发生高危疾病，在取得调教师同意的
情况下，有时会采取安乐死的措施。
此外，对于发生在 JRA 设施内的竞赛马意外事故，根据规定，将支付竞赛马事
故慰问金。

Q. 赛马医院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A.

除美浦和栗东两个训练中心之外每个赛马场都设有 JRA 所管理的赛马医院。
凡 JRA 所属的马匹并入住本会的设施内时，发生疾病、受伤或改装蹄铁时都可
以接受诊疗或接受装蹄。该费用按照全国统一标准通过调教师向马主征收。
此外，赛马医院还出于对赛马之根本―公正赛马的要求，从兽医医疗的角度对
参赛马匹进行治疗限制、违禁药品的管理、马体检查等业务。
并且，由于竞赛马匹是处于集体管理状态之下的，因此赛马医院也进行以防止
传染病蔓延为目的的消毒及疫苗接种等防疫业务。其中为了防范病原体的侵
入，入厩检疫是最为重要的业务。进入 JRA 设施的所有马匹，无论是新马初次
进入，还是老马再次入厩，都必须接受该检查。
此外，除了本会的赛马医院以外，美浦和栗东两个训练中心均有个人开业的兽
医师从事诊疗业务。

Q. 赛马事故慰问金是什么?
A.

凡接受中央赛马的竞赛马匹注册的马匹，当在 JRA 的设施之内发生意外事故
时所接受支付的款项称之为赛马事故慰问金。支付慰问金的事故种类以及支付
金额各不相同，从赛事中的事故导致死亡到因疾病在一定时期之内不能参加比
赛都是支付对象，由中央赛马会马主互助会根据规定给予支付。
中央赛马会马主互助会也从事诊疗费及装蹄费的补助等事业。
有关详细内容请通过联系人向下列单位垂询。

中央赛马会马主互助会

〒105-0004

东京都港区新桥 4～7～2 楼
6 东洋海事大厦 3 楼
TEL：03-5472-2680

美浦支部

〒300-0493

茨城县稻敷郡美浦村大字美驹 2500～2
美浦训练中心内
TEL：029-885-2111（训练中心总机）

栗东支部

〒520-3085

滋贺县栗东市御园 1028
栗东训练中心内
TEL：077-558-0101（训练中心总机）

有关赛马节目、赛事举办日程

Q. ＪＲＡ的赛事日程及举办概况如何?
A.

根据农林水产省令，JRA 的赛事每年举办 36 次，每次举办赛事不得超过 12 天
(1 天的比赛在 12 组以内)，每年举办赛事的天数最多不得超过 288 天，原则上

在周六、周日或日本的国民休假日举办。
2013 年度的举办实际业绩是 36 次、288 天、3454 组比赛。

Q. 赛马的一般事项指什么?
A.

有关赛马举办的相关事项，在《赛马法》、《赛马法施行令》、《赛马法施行规则》、
《赛马施行规程》等中都有规定。其中对于赛事举办的事项作出更为细致规定的
是中央赛马会会报另册《赛马节目》中的一般事项的内容。根据该一般事项，对
于马匹的参赛资格、可参赛马匹数量、各种奖金等都作了具体规定。
因为一般事项是随时变更的，所以请联系人仔细阅读《赛马节目》，并向马主进
行说明。

Q. 赛马节目什么时候发表?
A.

根据赛马实施规程，举办赛事的赛马场、举办日期、各赛事的种类、条件等是由
赛马节目来规定、通过 JRA 所发行的会报进行公示。有关公示的时间，重奖赛
事在上一年的 10 月下旬，春季赛马节目(１～５月举办的 15 次赛事部分)在上一
年的 11 月上旬、夏季赛马节目(6～9 月举办的 10 次赛事部分)在 4 月中旬、秋
季赛马节目(9～12 月举办的 11 次赛事部分)在 8 月上旬进行发表。

Q. 赛事的种类及比赛条件?
A.

目前 JRA 所举办的赛事有纯血系平地赛和纯血系障碍赛 2 种(轻架车没有实
施)。同时，为了将能力相同的马匹集中在一起一决雌雄，作为衡量马匹能力的
指标，按照马匹的所获奖金额将马匹分成不同班次。以纯血系平地赛为例，采
用的是春季分为 3 岁马和 4 岁以上马，夏季以后分为 2 岁马和 3 岁以上马，班

次按照新马·未胜利马→500 万日元以下→1,000 万日元以下→1,600 万日元以下
→公开赛的所获奖金的顺序，逐渐升级的方法。

Q. 什么是所获奖金?
A.

竞赛马匹在获得第 1 名(重奖赛时包括第 2 名)时，根据不同的参赛条件所制定
的不同奖金额为该马匹的所获奖金额。每匹马的参赛条件以所获奖金为基础决
定。

Q. 什么是一般赛事、特别赛事、重奖赛事?
A.

一般赛事是指特别赛事以外的赛事。
特别赛事是指需要进行特别注册的赛事。在注册时需要缴纳赛马节目中所规定
的特别注册费。
重奖赛事在特别赛事中无论奖金额还是参赛马匹均属于高规格的赛事，是重奖
赛事一览表中所列出的赛事。根据赛事的重要程度，纯血系平地赛分为ＧＩ、ＧＩ
Ｉ、ＧＩＩＩ赛事,纯血系障碍赛分为ＧＩ、ＧＩＩ、ＧＩＩＩ赛事。

Q. 重奖赛事的等级制度是什么?
A.

为了更加明确不同赛事的不同重要性，根据奖金、负担重量、历史与传统、赛事
内容等对平地赛和障碍赛分别规定了不同的等级。在平地赛事中，由日本赛事
评定管理委员会制定了ＧＩ、ＧＩＩ、ＧＩＩＩ、新设重奖赛或重奖赛。障碍赛事分别制定
为Ｊ・ＧＩ、Ｊ・ＧＩＩ、Ｊ・ＧＩＩＩ赛事。
ＧＩ赛事(含 J·ＧＩ赛事)原则上是选择各个不同距离体系中最优秀马匹的顶级赛
事，作为生产指标来说也具有最为重要的意义。ＧＩＩ赛事(含 J·ＧＩＩ赛事)是仅次于
ＧＩ赛事的赛事，其内容对ＧＩ赛事中的优胜马匹来说是比较容易参加的赛事。ＧＩＩ

Ｉ赛事(含 J·ＧＩＩＩ)原则上是通往ＧＩ、ＧＩＩ赛事的必由阶段赛事，在 3(4)岁马龄组以
上的赛事中参赛资格、负担重量、距离等都充满了多样性。

Q. 什么是另行规定赛、让磅赛?
A.

赛事中的负担重量分为马龄重量、另行规定重量、让磅重量等 3 种。
马龄重量顾名思义就是根据马匹的年龄所规定的负担重量。另行规定重量是赛
马节目中除了马的年龄之外，根据马匹的性别、所获奖金、得胜次数等所决定
的负担重量。让磅是指根据马匹的能力，人为地对各匹马的负担重量进行增
减，从而使获胜的机会均等的赛事。
ＧＩ（Ｊ･ＧＩ）赛事均根据马龄或规定负重(在另行规定中仅根据年龄和性别制定的
内容)进行。此外,让磅赛事被编入 1000 万日元条件的特别赛事～ＧＩＩ赛事中。

Q. 根据赛绩是否有不能参加的比赛?
A.

未参加过比赛以及未取得过胜利的马匹不能参加 1600 万日元以上条件的赛事
和大部分公开赛事。
此外，纯血马 3 岁未出赛马及未胜利马不能参加 2014 年的第 5 届东京赛马、第
4 届中山赛马、第 5 届京都赛马及第 5 届阪神赛马的平地赛。纯血 4 岁以上未
出赛马及未胜利马以及 6 岁以上所获奖金在 200 万日元以下的马匹不能参加
东京赛马、中山赛马、京都赛马及阪神赛马及第 3 次新潟赛马的平地赛。

Q. 参赛马匹的马号(闸门顺序)是如何决定的?
A.

每场赛事中的马号，除部分ＧＩ赛事是通过公开抽签决定的之外均通过计算机随
机抽取决定。同时，当报名参加比赛的马匹数量超过可参加比赛的马匹数量时

决定能否参加比赛的也是通过计算机随机抽签决定。
起跑时所站马闸的闸号顺序与上述马号是相同的，由赛道内侧向外依次为１、
２、３、･･････。
此外，JRA 没有候补出场制度，参赛马匹确定之后即使有取消赛事的马匹出
现，也不会将落选的马匹提上来参加比赛。

Q. 在ＪＲＡ注册的马匹可以参加地方赛事吗?
A.

在 JRA 注册的马匹可以参加地方赛马的赛事，但仅限交流赛事。2013 年度 13
个举办单位共举办了 208 场交流赛事，其中沙道重奖交流赛事 40 组，条件交流
赛事 168 组。

Q. 如何参加地方赛马的指定交流赛事?
A.

通常地方赛马的指定交流赛事的报名是在该赛事举办的前一周周日(重奖赛通
常在 2 周前的周日)进行的。报名和通常赛事的报名一样，由委托托管的调教师
进行。在报名时，如果希望参赛的马匹数量超过了该赛事可参赛的马匹数量
时，有不能参加比赛的可能。

有关参赛报名等

Q. 在参赛之前是否会对调教状况进行检查?
A.

进入厩舍的马匹将在调教师的管理之下进行调教。
初次参加中央赛马的马匹要提前 15 天以上进入本会设施内进行调教，且必须
通过调教状况审查才能参加比赛。该审查是针对调教的整体内容进行的，尤其
对起跑的审查要求甚为严格。此外，初次参加障碍赛的马匹要接受被称之为障

碍考试的障碍调教审查。除此之外，根据实际的赛事内容，裁判员令其重新接
受审查的马匹，只有在通过重新审查之后才能重新参加比赛。

Q. 如何进行参赛报名?
A.

接受马主委托对竞赛马匹进行托管的调教师作为马主的代理人对马匹的资质、
调教状况等进行判断，决定应该参加的比赛及策骑的骑师后进行参赛报名(出
马投票) 。因此，原则上不需要马主直接进行报名。
参赛报名通常在赛事举办周的周四正午～15 时之间在美浦、栗东两个训练中心
进行。夏季时除上述 2 个训练中心外，札幌·函馆 2 个赛马场(只限赛事举办期
间。2013 年仅为函馆赛马场)也接受报名。
此外，欲参加特别赛事时与上述手续不同，通常须在 1 周前(ＧＩ赛事在 2 周前)
的周日进行特别注册。

Q. 什么是特别登记费?
A.

马主希望参加特别赛事的马匹需要在进行特别注册时交纳赛马节目中所规定
的特别登记费。特别登记费旨在筛选与赛事规格相符合的参赛马匹而设，具体
金额根据纯血 3 岁马的 5 大特别赛事、重奖赛事、特别赛事等各自不同的规格
而定。通过特别登记而征收的登记费将作为附加奖按照７：２：１的比例分别发放
给每场赛事获得的 1 至 3 名的马匹的马主。

Q. 如何取消比赛?

A.

在 JRA 的赛马中，一旦参赛名单(出马表)确定之后，除非马匹出现疾病等原因，
是不能退赛的。这一点敬请注意。
※天气或赛场状态等不能成为退赛的理由。

有关奖金

Q. 马主可以接受的奖金都有哪些?
A.

奖金中除赛马节目中所标明的本奖之外，还有因距离而异的参赛奖励金、国产
马匹奖励金、参赛奖励金及附加奖。此外，作为各种补贴之一还向参赛马匹的
马主支付特别参赛补贴。

Q. 本奖是什么?
A.

本奖是指向头马至第 5 名马匹的马主发放的赛马节目本奖栏内所列奖金。此时
所有的赛事的奖金分配比例均为 100：40：25：15：10。

Q. 什么是根据距离发放的参赛奖励金?
A.

该奖金是指向 1600 万日元以下及 1000 万日元以下的特别赛事中，距离在 2000
米以上的草道平地赛事中取得第 1 名至第 8 名的马匹的马主发放的奖金。
表1
(单位：万日元)
第 1 名第 2 名第 3 名第 4 名第 5 名第 6 名第 7 名第 8 名
100

40

25

15

Q. 什么是国产马拥有奖励金?

10

7

6

5

A.

国产马拥有奖励金分为国产马奖励金和国产母马奖励金。国产马奖励金指以参
加平地赛中的新马赛及未胜利马赛事中的纯血国产马中第 1 至第 5 名马匹的
马主为对象，根据所参加赛事的分类所发放的奖金。
表2
(单位：万日元)
赛 事

第1名 第2名 第3名 第4名 第5名

新马赛事

120

48

30

18

12

未胜利马赛事

90

36

23

14

9

新马赛事

90

36

23

14

9

春季

70

28

18

11

7

夏季

40

16

10

6

4

秋季

20

8

5

3

2

２岁

３岁
未胜利马赛事

国产母马奖励金是指以参加母马限定赛之外的平地新马赛及未胜利赛(3 岁未
胜利赛时仅限春季赛马所举行的赛事)中取得第 1 名(2 岁马赛事为第 3 名为止)
的国产母马的马主为对象发放表 2 所列的奖金。
表３
(单位：万日元)
赛 事

第1名

第2名

第3名

新马赛事

120

48

30

未胜利马赛事

70

28

18

３岁

新马赛事

60

-

-

（仅限春季赛马）

未胜利马赛事

30

-

-

２岁

Q. 参赛奖励金是什么?
A
.

以参赛马匹中取得第 6 名至第 8 名的马匹的马主为对象，发放按照表 4 所规定
的不同于该赛事头马本奖的比例计算出的数额的奖金。但是，当对象马匹到达
终点的时间与头马之间的时间差超过表 5 所列时间等时不发放。
表4
赛 事

第６名 第７名 第８名

特别赛事

取得过１胜以上的赛事

７％

６％

５％

７％

６％

５％

６％

５％

４％

５％

４％

３％

新马·未胜利赛事
一般赛事 （不含第 3 次新潟赛马·第 4 次阪神赛马的 3 岁未胜利赛事）
第 3 届新潟赛马·第 4 届阪神赛马的
3 岁未胜利赛事

表５
右栏所列赛事之外的赛事

平地新马及未胜利马赛事

距离
在草道进行的赛事 在沙道进行的赛事 在草道进行的赛事 在沙道进行的赛事

平地赛事
（不含公开赛事）

1,400m 以下
1,400m 以上
2,000m 以下
2,000m 以上

障碍赛事（不含特别赛事）

Q. 什么是特别参赛补贴?

３秒

４秒

４秒

５秒

５秒

６秒

８秒

１０秒

３秒

４秒

４秒

５秒

A
.

指按照表 6 向参赛马匹的马主发放的根据赛事分类及举办情况而不同的补贴。
但向属于表 7 马匹的马主所发放的为减少后的金额。对属于表 8 马匹的马主不
发放。
表６
(单位：万日元)
第 2 届福岛赛马
东京赛马・中山赛马
第 2 届新潟赛马
赛 事

京都赛马・阪神赛马

其他赛事的参赛马
第 3 届中京赛马

及第 3 届新潟赛马的参赛马
匹

匹

及第 2 届小仓赛马的参赛马
匹

重奖赛事

427,000 日元

412,000 日元

405,000 日元

重奖赛事以外的特别赛事

418,000 日元

403,000 日元

396,000 日元

１胜以上的赛事

414,000 日元

399,000 日元

392,000 日元

399,000 日元

384,000 日元

377,000 日元

一般赛
新马·未胜利马赛

事

事

表７（减额）
[减少 25,000 日元]
・

在平地公开赛、障碍特别赛及赛马节目特别规定以外的赛事中取得第 8 名以后名次的
马匹。

[减少 120,000 日元]
・

参加赛马节目所特别规定的赛事以外的平地赛的 6 岁以上、所获将金额在 500 万日元
一下的马匹(不含所获将金额不足 200 日元的中央赛马的马匹)
競馬番組で特に定めた競走以外の平地競走に出走した６歳以上の収得賞金

[减半］

・

・

属于地方赛马的马匹
参加平地赛事的 4 岁及 5 岁、所获将近额不足 200 万日元的马匹
（不含４岁马在春季赛马中所参加的赛事）

・

参加第 3 次新潟赛马及第 4 次阪神赛马的平地赛的未胜利赛的 3 岁马及未参赛马匹
及未胜利马匹

・

・

参加第 4 次东京赛马及第 4 次京都赛马平地赛的 3 岁未参赛马及未胜利马

在赛马节目所特别规定的赛事以外的赛事中，取得第 8 名以后名次的马匹中，到达终
点的时间与第 1 名所需时间之间的差距超出表(与 Q54 的表相同)中所规定时间的马
匹。

表８（不发放）
・

・

・

・

外国调教马
参加平地赛事的 4 岁以上未参赛马或未胜利马
参加平地赛事的 6 岁以上、所获奖金不满 200 万日元的马匹(不含属于地方赛马的马匹)
参加第 3 次福岛赛马、第 4 次福岛赛马及第 4 次中京赛马的平地赛的 3 岁未参赛马或
未胜利马

Q. 什么是基础母马所有者奖?
A.

为了确保优良的赛马资源，以鼓励继续拥有或更新优秀繁殖母马为目的，面向
国内生产牧场或目前已在 JRA 进行注册的马主发放的奖金。
当纯血马参加平地赛事或障碍赛事并取得第 1 名至第 5 名(平地的一般赛事到
第 3 名为止)，且在赛马国际交流及轻种马登录协会的繁殖登记底帐中作为该
马出生时其母亲马的所有人登记在案、且目前仍拥有以生产饲养为目的的设施

并从事繁殖用母马的饲养管理、从事轻种马生产的生产牧场或接受日本中央赛
马会马主注册的人可接受此奖金。但是，如果该马外国产马匹则不发放该奖
金。
Q. 什么是呈送金?
A.

呈送金是指当马主的托管马匹参赛并取得奖金时，马主向管理的调教师、策骑
骑师、马厩相关人员所支付的类似成功报酬的金钱。
什么样的奖金被视为需支付呈送金以及支付的比例，由马主组织(日本马主协
会联合会)和日本调教师会之间决定，所有的马主都要按照该决定支付呈送金。
在本奖、不同距离参赛奖、国产马匹拥有奖、参赛奖励奖及附加奖中的支付比
例为，调教师为 10%(附加奖无需支付)、骑师 5%(障碍赛为 7%)、厩务员·负责策骑
的调教助手 5%。
此外，扣除呈送金以后的金额被作为马主奖金汇入马主的帐户。

Q. 赛马奖金等是以什么样的方法支付的?
A.

赛马奖金等所有款项均以日元形式汇入马主所指定的日本国内的银行帐户。汇
款业务通常在赛马结束后的星期五之前进行，同时也会向国内联系人寄送汇款
通知。汇款时将先扣除呈送金，然后将余额汇入马主的帐户。
另外，汇款银行的帐户必须是马主本人名义的帐户。如果汇款地址有变化等请
及时与 JRA 马主注册课联络并垂询。

Q. 赛马奖金的汇款用银行帐户可以是海外帐户吗?
A.

汇款用银行帐户仅限于马主本人名义的日本国内的银行帐户。(外国银行的日
本支行亦可)。让自己所拥有的外国调教马匹参加国际交流赛事时亦作同样要
求。

此外，在日本开设银行帐户时一般需要本人亲自出面并当面署名(三菱东京
UFJ 银行、三井住友银行等)

Q. 有关奖金的税务制度有哪些?
A.

有关境外马主在日本国内的赛马奖金的相关纳税制度适用日本的税法。具体来
讲，是根据是否有牧场、办公场所、代理人等，根据在日本国内的马主活动内容
情况决定是否为国内纳税的对象。此外，还有可能因该马主的居住国与日本之
间的租税条款而不同。详细情况请通过联系人向所管辖的税务署进行确认。纳
税对方为：如果日本国内设有办公地点时为该办公地点所属税务署，除此之外
为东京都千代田区麹町税务署。)

Q. 参加地方赛马时的奖金如何计算?
A.

中央赛马所属马匹参加地方赛马的指定交流赛事时， 如主办单位所支付的奖
金少于中央赛马所实施的同等条件赛事中 JRA 所规定的支付标准额时，JRA
将在日后向马主支付差额部分。
但是，重奖赛不在支付之列。

Q. 什么是马主奖品?
A.

所有特别赛事及平地赛事中的新马·未胜利马赛事中头马的马主都会得到奖品。
并且所有赛事的头马马主都会得到录有赛事记录的 DVD。
当马主本人不能亲自到场时，这些奖品将直接交给(或邮寄给)该马主的国内联
系人。

Q. 奖品也要征税吗?

A.

根据日本的税法，有关日本国内的赛马奖金等为课税对象。居住在境外的马
主，其在日本国内所获得的奖品也和奖金一样，为国内的课税对象。
课税的评价额虽因奖品而异，但通常该奖品购入价格的 40％～60％为课税评
价额。另外，JRA 每年 1 月份会将上一年度的奖品评价额一览表交付给国内联
系人。

有关取消比赛资格、降名次、制裁等

Q.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被取消比赛资格?
A.

当裁判员认为属于下列情况时将根据施行规程判定该马匹失去比赛资格：因极
端恶劣的行为而给其他骑师或马匹带来严重危险从而严重影响赛事的正常进
行、因使用药物临时提升或降低马匹竞赛能力、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阻碍
马匹发挥全部能力、赛后称重时所测得的重量比赛前重量减少 1 公斤以上(不
含裁判员认为属于不可避免时)等。失去比赛资格时不能领取奖金。

Q.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被降名次?
A.

在入围马匹中，当裁判员认为“如果没有该行进妨碍行为，受害马匹的名次将前
于加害马匹”时，加害马匹的名次将被降至受害马匹之后。
降名次制度是学习外国的作法于 1991 年 1 月 1 日引进的。自 2013 年 1 月 1 日
起降名次的判断标准进行了上述变更。由此本制度成为一部更为尊重竞赛马匹
在赛事中的表现以及名次的制度。

Q. 什么是违禁药品?

A.

赛马具有体育运动与博彩两个侧面，因此确保公正是举办赛马的大前提。在比
赛过程中所有参赛马匹都必须将其本来所拥有的全部能力发挥出来，这是必要
条件，为此设定了各种规定。其中包括不允许借助药物的力量暂时提高或降低
马匹的竞赛能力。对于这些影响马匹生理功能的药物，赛马施行规则中将其定
位为违禁药品。当赛后对马匹进行检查的结果发现使用了违禁药品时，该马匹
将被取消比赛资格，并将根据赛马法受到处罚或被禁止或停止参加赛马活动。
奖金等也不能领取。
另外，为了防止药物混入事故于未然，在本会的设施之内马匹所食用的配合饲
料以及营养品等添加物，只允许使用经竞赛马理化学研究所检查后证明不含违
禁药品的东西。

Q. 什么是对取消比赛资格或降名次裁决的异议申诉?
A.

当该马匹的马主、调教师或骑师认为在比赛过程中遭到了妨碍，认为“如果没有
该行进妨碍行为，受害马匹的名次将前于加害马匹”时，仅限名次尚未确定时，
可以向裁判员提出要求对方马匹失去比赛资格或降低名次的裁决。提出要求裁
决时需书面提出并付上 3 万日元。裁决的结果将通知申请人。另外，对驳回失
去资格或降低名次申诉的裁决，从裁决之日起 2 天之内可以提出异议表明。但
是，一旦申诉被驳回保证金将被没收。
另外，境外马主的联系人不能提出失去资格或降低名次的申诉。

Q. 什么是名次确定后的丧失比赛资格(事后丧失比赛资格)?
A.

自赛事举办次日起 5 年以内，发现①使用了违禁药品、②马匹没有发挥全部能
力 4 存在不法协定时，该马匹将被判为失去比赛资格的制度。

事后丧失比赛资格的裁定由裁定委员会进行，出现赛后失去比赛资格的情况
时，名次在赛后失去资格马匹之后的马匹将依次提升名次，同时要对奖金进行
重新结算及发放。根据情况所获奖金额也有可能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事
后失去资格马匹的马主如不能在指定日期之内归还奖金，则其所拥有的所有马
匹均不能参加比赛。
对于事后失去比赛资格的裁定，可在作出裁定的次日起 30 天内向理事长提出
不服申诉。居住在境外的马主可通过联系人进行该申诉。但中奖马券不会因为
上述事由而发生变更。

Q. 什么是不服申诉（表明）制度?
A.

不服申诉(表明)制度是指在名次确定之后，可以对①失去比赛资格·降低名次的
裁决以及相关的制度、②对驳回要求进行失去比赛资格•降低名次裁决的裁决、
③对事后失去比赛资格的裁决提出不服申诉的制度。
能够提出申诉的有属于①及③情况马匹的马主·调教师·骑师，②为提出要求对
方马匹失去比赛资格及降低名次申诉的马主、调教师、骑师。境外居住者的联
系人不能提出失去比赛资格或降低名次的申诉。
申诉的期限为：①及②为作出裁决的次日起 2 天内、③为进行裁定次日起 30 天
内。提出时须向裁定委员会书面提交并附上 10 万日元(②为 7 万日元)的保证
金。但是，当申诉被驳回时保证金将被没收。
当该申诉被认可时将进行失去资格或降低名次的取消或新的失去资格·降低名
次的认定，名次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奖金等将被重新计算和交付，头马(重奖赛

事包括第 2 名的马匹)的名次发生变更时所获奖金也将发生变更。但中奖马券
不会因为上述事由而发生变更。

Q. 什么是超时?
A.

指马匹超过头马跑完全程的一定时间之后到达终点的情况。参加重奖赛事、国
际邀请赛事及其他赛马节目中所规定的赛事以外的平地赛时，到达终点的时间
超过表 9 所规定的时间达下终点的马匹，自该赛事举办次日起至表 10 所规定
的时间止不得参加平地赛事。但裁判员认为属不可避免之情况时不在此限。
表９
第 3 届新潟赛马
右 2 栏所列之外赛事

新 马 赛 事

第 4 届阪神赛马
的 3 岁未胜利马赛事

距离

在草道上进 在沙道上进 在草道上进 在沙道上进 在沙道上进 在沙道上进

1,400m 以下
1,400m 以上
2,000m 以下
2,000m 以上

行的赛事

行的赛事

行的赛事

行的赛事

３秒

４秒

４秒

５秒

４秒

５秒

５秒

６秒

５秒

６秒

６秒

７秒

表 10
第 1 次超时时为 1 个月、第 2 次时为 2 个月、
未 胜 利 马
第 3 次以上时为 3 个月
其他马匹

１个月

Q. 什么是病马的参赛限制?

行的赛事

行的赛事

３秒

４秒

４秒

５秒

A.

单眼或双眼失明的马匹不能参加比赛。但是，在 JRA 进行竞赛马注册之后单目
失明的马匹仅限平地赛事可以参加。此外，在接受本会竞赛马匹注册期间，在
比赛中出现鼻出血(不含外伤性鼻出血)的马匹，自赛事次日起第一次发病 1 个
月、第 2 次发病 2 个月、第 3 次以上发病 3 个月不能参加比赛。

有关竞赛马匹的退役

Q. 竞赛马注册注销后马匹有什么样的出路?
A.

注销竞赛马注册后的马匹必须离开 JRA 的设施。注销注册后的马匹的出路由
马主和调教师协商决定。除了转入地方赛马之外还可以转为繁殖用马或骑乘用
马。
此外，日本也和法国等国一样有食用马肉的文化。部分退役后的竞赛马匹有可
能会成为加工食品的原料。在日本拥有竞赛马之际对这一点也请事先了解。

Q. 如何让自己的马匹加入地方赛马的赛籍参加地方赛事?。
A.

JRA 与地方赛马属于完全不同的 2 个组织，马主·竞赛马注册、调教师、骑师的
执照发放都是分别进行的。因此拥有地方赛马的马匹时必须进行地方马主的注
册。
但是目前地方赛马的注册机构地方赛马全国协会(NAR)尚未接受境外居住人员
的马主注册申请，因此境外人员尚不能让自己的马匹进行地方赛马的竞赛马注
册。

Q. 现役马匹成为繁殖马需要哪些手续?

A.

在日本不允许一匹马同时用于竞赛和繁殖 2 个方面。因此要进行繁殖用马的注
册就必须注销中央赛马的竞赛马注册或地方赛马的马匹注册。成为基础母马时
可在赛马国际交流协会及轻种马登录协会进行繁殖登记，成为种公马时除了与
基础母马相同的手续之外还必须接受都道府县所进行的种畜检查。详细内容请
向下列单位垂询。

（公财）赛马国际交流与轻种马登录协会
〒105-0004

东京都港区新桥 4～5～4
日本中央赛马会新桥分馆内
TEL：03-3434-5315

有关赛马举办日等的注意事项

Q. 在举办赛事的赛马场可以进入的地点有哪些?
A.

只要配戴马主徽章就可以免费进入赛马场，并可在马主停车场停车。
一般区域之外马主可以出入的地方有赛马场办公区及厩舍区域。只有当自己的
马匹参加该场比赛时才可以进入亮相圈。但无论属于哪种情况都必须配戴马主
徽章。
此外，希望进出赛马场的马主及联系人请服从场内整理员的指示。

Q. 联系人可以自由出入赛马场吗?
A.

马主能够通行的区域联系人也可以出入。但不能在马主停车场停车。

Q. 如何和优胜马匹拍摄纪念照?

A.

所拥有的马匹取得胜利时可以进行纪念摄影。摄影通常在颁奖圈(部分在赛场
内)进行，由马主及其同伴与调教师·厩务员等相关人员一起牵着优胜马匹的缰
绳进行。特别赛事时纪念摄影之后举行表彰仪式。
此外，纪念摄影及表彰仪式可以由联系人代理参加。

Q. 有关特别赛事的表彰
A.

通常在颁奖圈(雨天时也有可能在看台内)进行。马主将和调教师·骑师·厩务员一
起接受表彰。
此外，GⅠ赛事·Ｊ・ＧＩ及各赛马场的代表性重奖赛事将在赛场内举行表彰仪式。
此外，在“Breeder”(育马者)的台上接受表彰的不是繁殖母马的拥有者，而是生
产牧场的人。
此外，表彰仪式上不会要求马主讲话或接受采访。

其他

Q. 马主名可否使用实名以外的姓名?
A.

原则上马主名只能用实名。赛事日程表、成绩表上也都是用实名进行登载。但
是演艺界人士、作家或在日本从事事业的人员等也可以使用普遍被认知的艺名
或笔名。
使用实名以外的名字时须通过托管的调教师向美浦或栗东训练中心进行申请，
并须交纳 5000 日元假定名称使用费。

Q. 中央赛马会的信息可以通过网络查到吗?

A.

在 JRA 的网站中除了参赛表、竞赛成绩、兑奖金额等赛事日信息之外，还有中
央赛马的设施指南、Q&A、各种数据夹等观看中央赛马的丰富有用的信息。想要
垂询的人员可以访问下列网站。
此外，有关参赛马匹、赔率、马体重等赛事数据也可以通过 JRA-VAN 的收费信
息服务获取。
◎ ＪＲＡ网站地址（日文版）

http://jra.jp

◎ ＪＲＡ网站地址（英文版）

http://japanracing.jp/

◎ ＪＲＡ-ＶＡＮ网站地址※收费 http://jra-van.jp

Q. 中央赛马会共有多少名马主?
A.

截止到 2014 年 1 月 1 日马主的注册人数为 2296 名，其中个人马主为 1951 名。

【参考】日本中央赛马会相关机构地址一览表

名称

本部

地址
〒105-0003 东京都港区西新桥 1～1～19

电话
03-35915251

〃 （六本木办公
〒106-8401 东京都港区六本木 6～11～1

〃

处）

关西广报室

〒530-0013 大阪市北区堂岛浜町 1-4-16 阿库阿堂岛 NBF 06-7636塔楼 19Ｆ

马事公苑

〒158-8523 东京都世田谷区上用贺 2～1～1

赛马学校

〒270-1431 千叶县白井市根 835～1

竞赛马综合研究所 〒320-0856 枥木县宇都宫市砥上町 321～4

日高育成牧场

〒057-0171 北海道浦河郡浦河町字西舍 535～13

宫崎育成牧场

〒880-0036 宮崎县宮崎市花之岛町大原 2347

2860
03-34295101
047-4910333
028-6470650
0146-281211
0985-253448

栗东训练中心

〒520-3085 滋贺县栗东市御园 1028

美浦训练中心

〒300-0493 茨城县稻敷郡美浦村大字美驹 2500～2

札幌赛马场

〒060-0016 札幌市中央区北 16 条西 16～1～1

函馆赛马场

〒042-8585 北海道函馆市驹场町 12～2

福岛赛马场

〒960-8114 福岛县福岛市松浪町 9～23

新潟赛马场

〒950-3301 新潟市北区笹山 3490

中山赛马场

〒273-0037 千叶县船桥市古作 1～1～1

东京赛马场

〒183-0024 东京都府中市日吉町 1～1

中京赛马场

〒470-1132 爱知县丰明市间米町敷田 1225

京都赛马场

〒612-8265 京都市伏见区葭岛渡场岛町 32

阪神赛马场

〒665-0053 兵库县宝冢市驹之町 1～1

小仓赛马场

〒802-0841 北九州市小仓南区北方 4～5～1

077-5580101
029-8852111
011-7260461
0138-531021
024-5342121
025-2593141
047-3342222
042-3633141
052-6232001
075-6313131
0798-517151
093-96232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