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个名字的选择:	

第二个名字的选择:

第三个名字的选择:

o	如果上述名称选项已被使用或不能接受，您又不希望花马协会替您选择名字，请在这个方框中划勾

性别:	 o 公马	 o 母马	 o 是否骟马								骟马日期（月/日/年）:	_____________ /	_______ /	 __________

产驹日期（月/日/年）:							 ______________/	_______ /	___________	 出生所在国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繁殖方法:	 o 新鲜精液	 o 冷冻精液	 o 胚胎移植		 	
	 o 人工授精	 o 直接授精

颜色:		 o 白色	 o 黑色	 o 棕红色	 o 棕色		 o 栗色	 o 酢浆草色	 o 红软皮色		
	 o 蓝软皮色	 o 棕红软皮色	 o 帕洛米诺	 o 克雷梅洛	 o 佩利诺	 o 烟熏奶油	 	
	 o 红褐色	 o 红黑色 o 兰灰色	 o 灰色	 o 琥珀香槟色	 	 	
	 o 经典香槟色	o 金香槟色

鬃毛颜色:	___________________尾巴颜色:	 ______________

类型:		o 托比亚诺			o 奥维柔		o 托维柔		o 一色的
备注：列出其他不寻常的识别标记或颜色（包括疤痕或印记）。	
列出印记的位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这匹马有蓝眼睛吗?	 		o 没有

	

 o 右眼是蓝色的	 o 左眼是蓝色的
	 o  右眼偏蓝色		 o	左眼偏蓝色

注册申请表	

如果没有附加照片或交费的话，注册申请表将被视为无效，
并且可能会未经处理而退回。

Office use only
Type:  ____________   Reg No: ____________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需要登记的马
•		请至少提供三个名字的选项。请勿使用标点符号或数

字。名称不得超过21个字母和空格。即使拼写不同，也

不要使用听起来与现有名称相似的名称

•		申请表必须附有至少四（4）张清晰的马匹近照。这些

照片必须包括马的左侧、右侧以及正面和背面的照片。

请不要在照片上修剪或做标记。如果马匹是被打上烙印

的，则必须在申请表上附上烙印的照片。

•	如果马匹的白色很少，则必须提交该区域的更多照片。

•		如果提交的照片无法确定有常规注册的资格，则该马匹

将被注册到全色花马品种。参见规则RG-050.B4.

•		包括所有申请费用。有关费用或照片的更多信息，请致

电客服热线转分机778或访问apha.com。

通过在aphaonline.org在线注册您的马，可以节省费用。

需要登记的马
•		对马匹信息或日期的任何更改将使该匹马的证书失效。
如果马的父亲或母亲的信息打印不正确，请填写新的申
请表。

•		在注册任何小马驹之前，小马驹的父亲的信息必须符合
注册要求。

•		可以更正马主的姓名和地址。
•	必须填写小马驹的父亲及母亲的信息
•		拥有夸特马或纯血马父母的小马驹必须拥有夸特马或
纯血马注册证书的副本（正反两面）。

•		如果这是夸特马或纯血马母马的第一个花马协会的小
马驹，则需要包括25美金的夸特马	 /	 纯血马母马注册
费。

•		母马马主在小马驹出生时可以采用位于种公马马主签
名下方的育种者证书的编号，在apha.com上进行在线
注册。

注册清单-请包括：
o 小马驹的申请资料，需要填写完整
o 公马/母马所有者的签名
o 母马所有者在转让区签名（如果适用）
o 小马驹的彩色照片
o  母马和/或小马驹的美国夸特马协会	/	纯血马协会证	书
副本（如果适用）

o 支付费用

签名要求
•	签名必须是个人签名。
•		如果马匹是几个马主共同拥有的，则可以接受任何一个
马主的个人签名。

•		如果签名的是授权代理商，则要求该代理商必须在花马
协会有可以签名的授权纪录。表格可应要求提供或访问
apha.com/forms

•		如果任何一位共有马主无权签名，或者需要多个马主
签名，则必须要在花马协会有签名授权表存档。信息可
应要求提供

•		马主在注册马匹时如果名字与以前的马主名字不符，则
必须填写转让信息。

父亲信息
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册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颜色/类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马主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马主注册会员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母马信息
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册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颜色/类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马主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马主注册会员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作为公马的马主，我保证据我所知上述
信息是正确的。通过签署本文件，我承认
我有责任为上述种马提交适用的育种报
告，清单和DNA基因测试以及缴纳相关费
用。我授权花马协会有权向任何企业或协
会调取有关该马的DNA基因检测结果。	

注册马主或代理签名：

X		____________________

作为注册过的母马的马主或授权代理人，我保证本注册申
请书上的所有信息都是正确的，并同意花马协会有权更正
和/或根据其规则取消注册证书。我授权花马协会有权向任
何企业或协会调取关于该马的所有DNA基因检测结果。	

马驹出生时登记的母马马主或授权代理人的签名:

X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花马协会注册会员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邮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上面申报注册的马的繁育开始/结束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merican Paint Horse Association
122 E. Exchange Ave., Suite 420 • Fort Worth, Texas 76164
(817) 834-APHA (2742) • Fax: (817) 834-3152
apha.com • askapha@aph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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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马转让
•		如果现在小马驹的马主与生小马驹的母马的马主不同，
则必须完整填写此部分表格。

•		需支付25美金的转让费。
•	如有任何更改，需要重新填写转让表格
•	花马协会一定坚持做好马主转让手续
•	 可以通过apha.com/cn/forms上的表格来更改所有
权。
•	需要提供卖方签名转让才会有效。
•		转让小马驹时，马主的名字必须和注册花马协会会员时
的名字完全一样，才能获得优惠的会员费。	（请参阅《	
APHA规则》中的费用表。）

花马协会育种者信托计划
•		育种者信托是一项针对参加花马协会认可的赛事马匹
的奖励计划。

•		育种者信托基金奖励参与小马驹育种成功的每一个
人。

基因检测	
•		请注意，如果小马驹是通过运输的精液冷冻的精液，胚
胎移植，卵母细胞移植或玻璃化胚胎进行繁殖的，则需
要进行DNA验证。您也可以要求DNA检测来进行亲子
鉴定，比赛或育种。

•		如果您拥有经过基因测试的夸特马或纯血马的种马或
母马，它们都曾在花马协会承认的官方实验室有备案，
花马协会将承认这些结果。

•		为了验证亲子关系，必须同时测试母马和小马驹。如果
尚未对母马进行基因测试，则需要订购两个测试盒。

收费表
美国花马协会将会收取必要的费用以确保完成注册
•		费用基于申请的邮戳日期和提交时小马的年龄。不接受
邮政计量表。如果注册不完整，可能会产生额外费用。

•		马匹的年龄是从该年份的1月1日开始计算的。
•		根据所提交的时间，平均注册完成时间为两到六周。如
果您希望尽快完成注册，可以提供加急服务。加急需要
以下内容：
		1.标有“RUSH”的信封
		2.白天联系电话号码
		3.认证资金或信用卡付款
•	加急费将不予退还。
•	急件注册的最短处理时间为自收到之日起10个工作日。
•	费用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	所有未完成的注册工作将收取办公室处理费。

会员资格	
•		要想以优惠的会员价注册小马驹，必须在母马生小马驹
时就有注册成为花马协会的会员。

•	会员资格从申请表通过的当月生效。

会员等级
成人	 初中（18岁或以下）

o	一年——65美元	 o	一年——	25美元	
o	三年——150美元	 o	三年——55美元	
o	五年——250美元	 o	青少年期——125美元	
o	终身——1,100美元	 出生年月日:	____________
从2021年1月1日起，成年人国际会员的福利增加了花马杂志电子版的订阅。
终身会员的福利增加了7年花马杂志电子版的订阅
＊从1/1/2021	加入的会员开始

应付总金额
	 注册费用:	 $	_________________

	 夸特马/	纯血马母马注册费:	 $	_________________

	 转让费:	 $	_________________

	 育种者信托:	 $	_________________

	 DNA试剂盒:	 $	_________________

	 加急费:	 $	_________________

	 在线访问服务:	 $	_________________

	 会员费:	 $	_________________

	 总计	 $	_________________

o	万事达卡					o	维萨卡				o	美国运通卡

请完成以下步骤

卡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效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CVV＃三位数密码：：	________

持卡人名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花马协会会员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		 ________________ 	国家:	___________ 邮政编码:		____________

电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邮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册费	 只收美金	

(常规注册表和全色繁育)	
o		生产后0-90天或6月30日以前出生的，以最晚的
时间为准	——40美元

o	7月1日-9月30日之间出生的——50美元
o	10月1日至12月31日出生的——65	美元
o	一岁——115美元
o	2岁——115美元
o	3岁及以上——115美元
o	加急注册需要额外的——50美元

夸特马／纯血马血统的小花马注册费		会员
o		出生0-90天后或6月30日之前出生，以较
晚的日期为准——85美元

o	7月1日–年9月30日出生——95美元
o	10月1日至12月31日出生——110美元
o	一岁——165美元
o	2年——165美元
o	3岁及以上——165美元
o	加急注册需要额外的——50美元

其他费用	 				 		会员
o	转让费——25美元
o	夸特马/	纯血马母马注册费——25美元
o	DNA	基因测试盒：小马驹——60美元
o	DNA	基因测试盒：母马——60美元

小马驹出生的年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父亲（姓名必须拼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母亲（名字必须拼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买方名称:	
（不得超过30个字符，包括字母和空格。）

买方的花马协会会员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邮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买方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国家:		_____________ 邮政编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我们（小马驹母亲的拥有者）特此授权花马协会在注册买方后将本申请表中所述的小马驹转让给买方。

卖方签名:	X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销售日期（月/日/年）：	______	/	______	/	______

DNA基因类型－每套60美元
用于：亲子鉴定（包括通过运输/冷冻的精液或胚胎移植诞生的小马驹）
*如果需要对小马驹进行亲子鉴定，则生小马驹的母马的DNA遗传类型也必须有在档案中存档-如果需要，请在下面订购母马的测
试盒。
花马图案基因和颜色模版——$	125
用于：RG－070.E（常规注册管理机构考虑）和带花斑的夸特马（需要注册）
基因健康模版——125美元（HYPP，HERDA，GBED，OLWS，MH和PSSM1的测试）
用于：确定小马驹是否患有上述任何健康问题。

o	请将测试盒邮寄至: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国家:		__________________邮政编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小马驹提名
选择相应的填写方框（付款必须是美元）只有指定种马的小马驹才有资格参加。

o	12月31日之前出生的小马——$	125	 o	12月31日前的一岁马——$	400						o	3岁及三岁以上的马——$	1300
o	12个月大的马*	——$	200	 o	12月31日前的2岁马——$	800	
		*必须以出生日期为准。

提名小马驹的人的名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提名人的美国社会安全号或联邦税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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