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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个有责任心的爱狗人”百万人签名



前 言
世界犬业联盟（FCI）创建于1911年，是由80余个国家和

地区犬业机构组成的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国际性犬业组织。

2006年4月21日，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犬业协会（CKU）与世

界犬业联盟（FCI）在北京正式签署协议而成为了中国大陆地区

的唯一合作伙伴。中爱联合犬业俱乐部有限公司是CKU纯种犬

事务推展的执行单位，在FCI的授权事务方面与中国光彩事业促

进会犬业协会具有同等效力。

在正式加入FCI的三年多时间里，CKU积极导入FCI的国际

公认标准和赛制，在各地成功举办了数十场全犬种冠军展及单

犬种比赛。三年来，从CKU产生了近两百只中国登录冠军犬，

大力促进了中国纯种犬繁殖的专业化。CKU历届举办的本部

展，更是获得了来自国际国内业界人士的充分理解、大力支持

和广泛好评。

本次活动是2009年度CKU最为重要的年度犬业活动。其

中包含2009年第四届FCI全犬种中国冠军展(CACIB)和2009年

CKU华北全犬种国际冠军展(CACIB)两场赛事，还包含CKU单

独展、CKU家族展、CKU牵犬师大赛、CKU美容师大赛、CKU
犬舍品牌联展和FCI&CKU主题文化展，力争将本次活动打造成

为一场丰富多彩的爱狗人的年度盛会！ 我们力争将本次比赛打

造成为一场充满愉悦、精致服务、专业的赛事！

与此同时，“做一个有责任心的爱狗人”百万人签名活动

自2007年10月在FCI全犬种冠军展(国际)(CACIB)正式启动后历

经两周年，走过20几个省市，在此次将继续这一具有深刻意义

的公益活动，将文明养犬、爱犬的活动再一次推向高潮！

本次活动的特点描述：

2009年第四届FCI全犬种中国冠军展(CACIB)和2009年

CKU华北全犬种国际冠军展(CACIB)两场赛事双重出击，拉开

战幕，气势恢宏的迎接选手们来到京城参与大赛。

CKU犬种单独展、CKU家族展、CKU牵犬师大赛、

CKU美容师大赛等国际专业赛事轮番登场亮相，多重演绎世

界名犬风采。

CKU犬业展览会、CKU犬舍品牌联展、FCI&CKU主题文化

展等项目贯穿全部活动过程，琳琅满目的精彩联展，目不暇接

的展览内容定会带给你与众不同的感受。

“做一个有责任心的爱狗人”百万人签名大型社会公益活

动将在本次活动现场继续举行。

由FCI副主席领衔的裁判阵容空前庞大，集中了世界犬业联

盟FCI 重量级裁判，强大的裁判组资质毋庸置疑，打造国内最

权威的赛事。

犬业展览会为业内商家提供一个物超所值的展示平台，

也期望着能够为爱狗人提供更多、更全面、更实惠的服务和

信息。

北京泰克摩尔国际技术产品展示中心位于北京通州梨园

镇，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交通便利、车位充足、视野开阔，为

本次盛会的成功举办提供了最为理想的赛事环境支持。

2009年第四届FCI全犬种中国冠军展(CACIB) 

2009年CKU华北全犬种国际冠军展(CACIB)
作为国内规模最大犬业赛事，CKU全犬种本部展已连续举

办三届都创下参赛犬的新高数字，CKU的犬赛也是国内犬业精

英最为关注的权威赛事。2009年第四届本部展，CKU全犬种冠

军展是体现纯种犬繁殖人成绩的最佳舞台。可以预见这场赛事

活动将成为更有FCI与CKU中国特色的犬业嘉年华！经过数年的

成长和积淀，CKU将携手中国犬业走向更辉煌的明天！

2009年CKU犬种单独展

本次活动设置松狮、萨摩耶、哈士奇、金毛、拉布拉多、

边境牧羊犬的单独展。CKU犬种单独展设有相对独立的比赛

程序，根据相关规定，犬种单独展设有单犬种全场总冠军（最

佳），单独展中不签发世界冠军挑战证书（CACIB）。

2009年CKU家族展

家族展是FCI犬展中的一项集体组比赛，由一只种公犬或一

只种母犬带领其繁殖出的后代犬只进行的一种集体展示。在这

样的犬展中您可以完全的展示出您的繁殖水平及您繁殖犬的特

征，您会感觉到一种其他类别犬展不能给予的光荣，同时也让

所有犬业爱好者了解您的繁殖特征。

2009年CKU全犬种牵犬师大赛

在一场正规的冠军展上，除了那些引人注目的优秀参赛犬

之外，那些着装规整、举止优雅的牵犬师也通常会成为大家关

注的焦点。一位优秀的牵犬师可以让参赛犬最大程度上展现出

自己最为出色优秀的一面。虽然辉煌的成绩主要取决于参赛犬

的品质，但是，牵犬师无疑也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期待各位

优秀的牵犬师能充分地展现风采。

2009 年FCI&CKU主题文化展

2009年FCI&CKU文化展将展示出CKU在2006年加入FCI
后到2009年举办本部展之间，为中国犬业所创造出的精神与物

质财富的直观展示，同时更突显出CKU与世界犬业间不可分割

的关系。我们搜集了CKU三年多来一切对内与对外的人、事、

物，对CKU开始到今的一次详实记录，CKU是唯一的，我们乐

见CKU的历史由空白而丰富，由一元而多元。

“做一个有责任心的爱狗人”百万签名

为了树立并提升爱狗人的自律意识，为了减少与狗狗相

关的负面社会问题发生，为了促进中国犬业的健康发展，也为

了促进社会的和谐，CKU自07年十月特别设立了以“做一个

有责任心的爱狗人”为主题的大型公益性百万签名活动，两年

时间，历经20几个省市，所到之处都受到了当地犬友的热情支

持。我们衷心希望您也能够在活动现场挥笔签名，积极加入到

“有责任心的爱狗人”的行列里，为了我们和狗狗们共同美好的

明天做出自己的贡献。



卡尔 • 艾辛格 
Karl P • Reisinger

韦恩 • 波顿

Wayne • Burton

欧乐 • 施陶恩斯科耶尔

Ole • Staunskjaer

利利安娜 • 德雷德

Liliane De Ridder • Onghena

裁判组豪华阵容简介：

卡尔•艾辛格   先生

世界犬业联盟FCI副主席    奥地利人

 世界犬业联盟FCI裁判。

 自1965年开始从事犬业活动。

 自己繁殖、训练并参加考试的犬种：德国的拳师狗， 杜宾犬, 德国罗威

纳犬，比格犬，拉布拉多犬、博德更等多个犬种。

 自1970年开始担任犬展的裁判工作，多次在欧洲、澳洲、亚洲和美国担

任世界犬展和欧洲犬展上担任裁判。

 犬只野外测试的裁判。

 1970年任职奥地利杜宾犬俱乐部主席。 
 1975年创建奥地利比格犬俱乐部并担任主席。

 1976年成为世界犬业协会（FCI）会员代表。

 1984年成为世界犬业协会（FCI）理事会成员

 1985年至1999年期间担任奥地利犬业俱乐部主席。

 1995年至今担任世界犬业协会（FCI）副主席。

欧乐•施陶恩斯科耶尔 先生     丹麦人

 丹麦犬业协会全犬种裁判，08年FCI世界冠军展主裁判。

 1956年开始从事大丹犬的裁判工作，1988年成为丹麦全犬种裁判。

 丹麦犬业协会和丹麦大丹犬俱乐部的执委和荣誉会员。

 丹麦犬业协会裁判培训和甄选负责人。

 担任FCI赛事委员会委员26年，曾在60多个国家担任过裁判工作。

韦恩• 波顿  先生     澳大利亚人

 澳大利亚全犬种裁判。

 1968年开始犬业生涯,曾经繁殖过阿富汗猎犬，西施犬，苏格兰梗犬，惠

比特犬，萨路基犬，贵宾犬等。

 1978年获得裁判执照，1991年成为FCI全犬种裁判。

 曾在澳大利亚，美国，新西兰，瑞典，丹麦，挪威，芬兰，日本和瑞士

等国家执裁,并将执裁2010年丹麦FCI世界杯犬展多个犬种以及第三组组别

裁判。

 曾经在澳大利亚执裁多场边境牧羊犬单独展，并且在悉尼举行的澳大利亚工

作犬俱乐部犬展上执裁BIS。在美国、以及日本JKC，AKU的国际犬展上执裁

边境牧羊犬。

 现任澳大利亚视觉猎犬联合会主席，悉尼皇家犬展主席，澳大利亚裁判

培训委员会成员。

利利安娜• 德雷德   女士      比利时人

 比利时全犬种裁判。

 1966年开始裁判生涯，曾经繁殖爱尔兰猎狼犬，格里芬犬，大丹犬等。

 比利时爱尔兰猎狼犬俱乐部创始人，并一直担任主席直到2008年。

 曾担任多年比利时吉娃娃犬俱乐部主席。

 连续15年担任比利时大丹犬俱乐部新闻编辑。

 执裁多次大型犬展，将担任09年FCI世界杯犬展裁判。

美容师资格认证考试暨美容师大赛

裁       判：岛本彩惠   日本JKC美容委员会委员长

助理审查：柯意琛



2009年10月22日，CKU将为中国宠物美容精英倾力

推出第二届CKU美容师资格认证考试暨CKU美容师大赛。

CKU将力邀国际权威美容审查员执裁，采取公平、公正、

公开的考试模式。通过考试的宠物美容行业的佼佼者，将

有资格申领目前国内最具权威性的美容师资格认证证书。

各等级的前三名将获得CKU颁发的美容师大赛的奖杯及奖

品！这将是一场竞技与友谊并存的赛事，更是一场令广大

爱犬者期待已久的盛会。

想证明自己的实力，想获得国际权威的资格认证，

就来参加考试吧！在CKU提供的权威赛场上，参赛者专业

的态度、精湛的美容技艺以及对狗狗无微不至的爱心，将

一一展示在大家面前，谁能通过考试成为09年获CKU资质

认证的美容师？谁将勇夺美容师大赛的冠军奖杯？让我们

拭目以待！

本次考试与CKU本部展同时举行，前来考试还可参与

精彩的比赛！

（时间如有变动恕不另行通知，最终考试信息请关注www.cku.org.cn）

考 试 地 点：北京市通州区泰克摩尔国际技术产品展示中心

考试等级设置：A级、B级、C级  

比赛奖项设置：A级前三名，B级前三名，C级前三名

报考人员： 1. 具备宠物美容培训经历者。

                    2. 具备宠物美容实践经验者。

审 察 员：Ms. Sae Shimamoto  岛本彩惠女士（日本）  

助理审查员：Ms. Ko I-Shen    柯意琛女士（台湾）

报名条件：须具备CKU会员资格（详情见CKU美容师资格认证考试规则）

电话报名 010-65539753 吴东    传真：010-65539738
现场报名 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3号铂宫国际D座302室

报名请携带一寸正面免冠近照两张，电话报名请将电子版照片发至fayesnow@126.com

报名费：300元/人     邮局汇款地址：北京市100026信箱200分箱  邮编：100026  收款人：中爱联合犬业俱乐部有限公司

CKU主办   FCI国际认证   JKC美容委员会委员长执裁
目前国内最权威的宠物美容师资格证书 有实力就来拿吧



CKU美容师资格认证考试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本规则适用于CKU美容师资格认证考试。

第二条：CKU美容师资格认证考试(以下简称为考试）原则上在

CKU总部所在地举办，也可视具体情况在全国各地区举办，CKU
在各地区的授权学校可以申请协办，协办申请书应于举办日四个

月以前递交到CKU本部。

第二章 报考资格

报考C级考试须具备以下条件：

1. 年龄满十八周岁，具有CKU会员资格者。 

2. 热爱宠物美容且具有宠物美容技能培训经历者。

报考B级考试须具备以下条件： 

1. 考取CKU美容师资格认证考试C级证书一年以上者。 

2. 有一年以上在宠物美容培训学校或美容服务机构进行实务操作

的经验。 
报考A级考试须具备以下条件：

1. 考取CKU美容师资格认证考试B级证书三年以上者。 

2. 有三年以上在宠物美容培训学校或美容服务机构进行实务操作

的经验。 
备注：

持有FCI认可的犬业机构所颁发证书的人员，可向CKU申请换发相

同等级的证书。其他非FCI认可的犬业机构所颁发证书不予换发。 

第三章 考试内容

考生根据自己的条件报考相应等级的考试

模特犬必须是出生十个月以上的美容犬种，并且考试日前两个月

以内未做过任何美容。 
● 贵宾(POODLE) 
Ａ级考试  SHOWCLIP赛级妆（根据FCI的标准不可过度使用胶

水，因此不可使用气压式胶水，只可以使用水状的喷胶）

Ｂ级考试  PETCLIP宠物妆

Ｃ级考试  PETCLIP宠物妆(绵羊型剪法)
● 剪毛犬种 ( 贵宾除外 ) 
比熊 (Bichon Frise) 、贝灵顿更(Bedlington Terrier) 、苏格兰更

（Scotish Terrier）、迷你雪纳瑞 (Miniature Schnauzer)
● 猎犬

美国可卡(American Cocker Spaniel)、英国可卡(English Cocker 

Spaniel)

第四章 相关费用（人民币元）

第一条：考试报名费为300元/人。

第二条：考试成绩通过者，将具备申领CKU美容师资格等级证书

的资格，该资格半年内有效，逾期自动注销，成绩作废。CKU美

容师资格等级证书费用如下：

C级： 800元/张      B级： 1400元/张      Ａ级： 2000元/张

第三条：CKU美容师资格等级证书将在申领后一个月内颁发。

第四条：证书有效期三年，到期须通过CKU进行换发。

CKU美容师资格等级证书换发费用：  300元/张

第四条：FCI认可的其他犬业机构所发证书换发CKU证书

费用：300元/张。

第五章　CKU美容师等级资格的取消

第一条：美容师逾期未缴纳CKU会员费用。

第二条：CKU美容师资格等级证书逾期未换发。 

CKU保留对以上规则的最终解释权。

考试犬种： 
模特犬须为出生十个月以上的美容犬种，且考试前两个月内未做过

任何美容，毛长4公分以上。考生需自备模特犬和美容工具（请带

充电式仪器）；

贵宾(POODLE) 
Ａ级考试  赛级造型（SHOWCLIP）（根据FCI的标准不可过度使

用胶水，因此不可使用气压式胶水，只可以使用水状的喷胶）

Ｂ级考试  宠物妆（PETCLIP） （不可做泰迪妆）

Ｃ级考试   宠物妆（PETCLIP）(绵羊型剪法) （不可做泰迪妆）

剪毛犬种 (贵宾除外) 
比熊犬 (Bichon Frise) 、贝灵顿更犬 (Bedlington Terrier) 、苏格兰更

犬(Scottish Terrier)、迷你雪纳瑞犬 (Miniature Schnauzer)（考试前

不可修剪腹部毛，考试中背部不可使用电剪）

猎犬

美国可卡犬(American Cocker Spaniel)、英国可卡犬(English Cocker 

Spaniel) 

裁判介绍
Ms. Sae Shimamoto  岛本彩惠 女士

审查资格：

JKC大师级美容师

JKC美容考试委员会委员

JKC中央美容委员会委员长 
繁殖经历

多年来致力于贵宾犬（玩具、迷你、标准型）的繁殖及比赛，已

培育出多只冠军犬。之后，开始从事阿富汗猎犬，日本博美犬，

英国斯宾格猎犬和吉娃娃等犬种的繁殖和比赛活动。

审查经历

1991年，获得JKC认证的大师级美容师资格。1994年被任命为

JKC美容师考试委员会的委员，多次在日本的美容师大赛中担任

裁判。

还曾执裁于中国和新加坡的美容师大赛。

Ms. Ko I-Shen 柯意琛 女士

审查资格：         

FCI 全犬种审查员

KCT全犬种审查员

KCT师范级美容师

KCT美容审查员

繁殖经历：

1985年毕业于日本COSMOS犬美容学校，此后开始繁殖经历。

1986年在台北市开办“丹莉爱犬美容沙龙”，开始从事玛尔济

斯和西施犬的繁殖和比赛。之后，她还从事了约克夏�犬，博美

犬、玩具贵宾犬、吉娃娃犬、北京犬、迷你雪纳瑞犬和金毛巡

回猎犬的繁殖工作。1988年，她第一次参加犬展，其玛尔济斯

犬就获得了BIS的殊荣。此后，多次在台湾的犬赛中获得BIS，

KING，QUEEN，R-KING，R-QUEEN的荣誉，并多次到日本参

加犬展。

审查经历：

1996年获得全犬种审查员资格，曾多次在台湾举办的FCI犬展

（CACIB）中执裁，并且多次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

亚，泰国，日本，澳大利亚的犬展中担任审查员。



锤炼国内繁殖专家  打造国际犬舍品牌

赛事 划分为华北、华南、东北、东南、西北和西南六大赛区。

◆本部展 参赛人数多，犬只数多，裁判阵容强大，赛事活

动全面，娱乐活动丰富，且云集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量观众，

都已被广大爱犬者所认同和熟悉。同时举办的CKU犬业展览

会，也将聚集众多优秀商家的加盟，展会更加丰富多彩。在

CKU本部展现场我们将为您印制并发放1000张精美海报、为

您在本部展秩序册会刊上刊登广告、在现场陈列巨幅海报。

CKU本部展将是您宣传自我的最佳舞台。

◆地方展 展会现场，我们为您制作并陈列赛场围栏广告或巨

幅犬舍海报，用以现场宣传推广，您的犬舍将跟随CKU的比

赛走遍全国，获得全年、全国范围的宣传效果，在爱犬人中

树立品牌形象。

◆秩序册 您的犬舍广告将出现在我们每场比赛的秩序册上，

持续不断的宣传，就是给您最好的回报。

杂志 《CKU爱狗》杂志为CKU会员专业期刊，在杂志上刊

登广告可以更有效提升您和犬舍的知名度，跻身名人名犬

行列。

网站 CKU网站是国内唯一与FCI链接的网站，更多的国际人

士将会通过CKU网站了解中国纯种犬和中国繁殖人，参与推

广计划将加速犬舍的国际化步伐。CKU网站将为犬舍提供长

达一年的首页位图广告宣传。同时参与CKU犬舍频道建站，

打造CKU的犬舍推广平台，将有机会获得更多优势宣传效果

和超值服务。

立体化推广策略

8000元犬舍年度推广计划
内容 规格 描述 范围及期限 单项价值

本部展

1.海报 4开(420mm×570mm) 1000张

1场本部展

2100元

2.会刊、秩序册 140mm×210mm 内页彩色广告 1200元

3.大幅悬挂海报 0.9×2.2m 彩色喷绘 1200元

地方展

1.赛场围栏或
   悬挂海报

2延米（高度视场地环境）
0.9×2.2m

根据展馆条件由主办方确定
使用围栏还是悬挂海报 5场大区展

（不含本部展）

5000元

2.秩序册广告 140mm×210mm 内页黑白广告 2500元

网   站 cku.org.cn网站首页广告 91×45 pix 首页图片链接 1年 6000元

杂   志 名片广告 88mm×60mm 内页 12期 6000元

2010年CKU犬舍品牌推广计划

宣传周期长 365天

范围广 遍及全国

2010年，CKU将着力

于推广优秀纯种犬繁殖人概

念，打造中国优秀繁殖人群

体，以期使中国犬业向规范

化，国际化方向迈进。为此，

CKU延续犬舍联展项目，全新推出

2010年犬舍品牌推广计划，并重新对所包

含的项目进行了丰富和完善。参与犬舍推广计划，犬

舍将享受贯穿一整年、全方位、全国范围的宣传支持，对犬舍

有效提升品牌知名度、获得国际认可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CKU爱狗》杂志广告位价目清单
位置 规格 价格（元）

封面 210mm×285mm 10000元
封二 210mm×285mm   6000元
封二对页 210mm×285mm   5000元
封三 210mm×285mm   6000元
封三对页 210mm×285mm   5000元
内页整版 210mm×285mm   3000元
内页跨版 420mm×285mm   5500元
1/2版内页 210mm×142mm   1500元
1/4版内页 105mm×71mm     800元
名片索引广告 88mm×60mm     500元
封底 420mm×285mm   8000元
犬舍专访 210mm×285mm×4P   5000元

CKU本部展广告位价目表
内容 规格 位置 价格（元）

标准展位 3m×3m 视场地情况决定 5000元
秩序册内页、彩色 140mm×210mm 内页 1200元
秩序册封二、封三 140mm×210mm 封二、封三 2000元
秩序册封底 140mm×210mm 封底 3000元
场内悬挂广告 视场地具体情况决定 视场地具体情况决定 2000元
围栏广告主赛圈 2延米（高度视场地环境） 主赛圈 1200元
门票广告 门票背面 3500元
拱门广告 赛场外 3000元
大幅悬挂海报 90cm x 220cm 赛场周边 1200元

CKU地方展广告位价目表
内容 规格 位置 价格（元）

标准展位 3m×3m 视场地情况决定 3000元
秩序册 140mm×210mm 内页、黑白   500元
秩序册 140mm×210mm 封二、封三 2000元
秩序册 140mm×210mm 封底彩色 3000元
内场悬挂广告 视场地具体情况决定 视场地具体情况决定 2000元
门票广告 门票背面 3000元
拱门广告 赛场外 3000元
围栏广告 160cm×200cm 主赛圈 1000元
大幅悬挂海报 90cm×220cm 赛场周边 1000元

www.cku.org.cn网站广告价目清单
广告名称 尺寸 格式\大小 广告位置  首页价格 （元）

整站页眉广告                                                                                                  195×75pix jpg<20K 整站页眉 2000元/月 
翻牌广告 195×90pix jpg<20K 右侧 3-4个翻牌    800元/月 
广告横幅 726×68pix jpg<40K 中下 3-4个轮播  1000元/月 
犬舍网站链接 300元/年
CKU犬舍网站创意制作 3000元/年

服务热线

电话：(010) 65539738 13520002558 张金村   

           (010) 65539737 徐   伟   

           (010) 65539753 吴   东

C  2009 CKU. 本项目内容以最终协议为准，如CKU所提供服务与以上陈述内容存在差异，CKU保留最终解释权。

传真：(010) 65539738

电子邮件：zjc@cku.org.cn

主题网：www.cku.org.cn

CKU广告价目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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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场地简介： 

北京泰克摩尔国际技术产品展示中心位于北京市通

州区梨园镇。总占地面积320亩，共18个展示厅，展厅

空间开阔，环境优雅，各种配套设施完善。交通便利、

车位充足、视野开阔，作为国内闻名的通州宠物平台，

地理条件得天独厚，为本次盛会的成功举办提供了最为

理想的赛事环境支持。

特别事项提示：

1、报名截止日期为2009年10月13日17时，逾期报名无效。

2、组委会正常工作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时至下午17:30时）。

3、自觉遵守国家和当地治安管理条例。

4、参赛犬必须具备相应的免疫文件，病犬、发情犬和攻击性强的犬请勿带到活动现场。

5、爱护场地设施，自觉维护场地清洁卫生。

6、请勿携犬或犬笼在道路两侧、路口和人群稠密处停留。

7、请勿在会场内外兜售犬只或散发宣传品。

8、无条件接受并服从裁判的评审结果和意见，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管理。

9、会员必须了解并遵守CKU赛事规则和相关规定，违背者视为自动放弃所有CKU资质。 

举办日期：2009年10月22 - 25日

举办地点：北京市通州区泰克摩尔国际技术产品展示中心

主办单位：中爱联合犬业俱乐部有限公司（CKU）

                   爱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中德泰富牧羊犬俱乐部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中爱联合犬业俱乐部有限公司（CKU）

国际支持： 世界犬业联盟（FCI）

官方网站： www.aigou.com爱狗网          

                   www.cku.org.cn
官方杂志：《CKU爱狗》CKU会员刊

                  《中国狼犬》CSV会员刊

                  《最爱狗》爱狗网电子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