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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客指引—香港赛马会从化马场纯演示性速度马术比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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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授权 
 

1.1 本指引由主办单位香港赛马会、承办单位广州香港马会活动策划

有限公司(下面简称“活动策划公司”)及活动场地单位广州香港

马会赛马训练有限公司 (下面简称“赛马训练公司”)之管理层决

策而定。(香港赛马会、活动策划公司以及赛马训练公司以下统称

为“马会”。) 

1.2 本指引应引用为“香港赛马会从化马场纯演示性速度马术比赛活

动-宾客指引”。 

2. 适用 

 

 

活动日进入场地及使用场地设施时须遵从本指引守则。 

 

3.  释义 

 

在本指引中，下列表达解释为:  

 

              “宾客”为通过接受邀请或出示票证进入活动场地的人。 

 

       “票证”为活动日的入场凭证。 

  

       “活动日”为赛事活动所举办发生的一段时间。 

 

       “活动场地”为活动赛事举办且发生的场地。 

 

       “活动区域”为活动赛事所涉及的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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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区”主要为马会董事、马主、练马师、骑师、赛事干事等宾客的活动区

域。进入该区域须佩戴相应入场凭证。 

 

“B区”主要为通过购买旅游产品入场的宾客及受邀入场的当地宾客的活动

区域。进入该区域须佩戴相应入场凭证。  

 

 “C区”主要为通过购买入场证的宾客及受邀入场当地宾客的活动区域。

进入该区域须佩戴相应入场凭证。  

4. 入场管理规章 

 

4.1 各活动区域的人员承载量须符合公安机关发的《大型群众性活动

安全许可》中规定的场地人员容量。 

4.2 必须持有效的入场凭证，方可进入和停留在活动区域，并须遵守

管理层签发的此指引和其他规章制度。 

4.3 入场凭证一经持有人进入活动场地，不得转让。 

4.4 主办方和承办方保留拒绝相关人员进入活动场地的权利。 

5.    电子设备 

 

5.1 除以下5.2条款规定的情况之外，活动当日于活动现场内，任何人

不得使用具有传输和/或接收音频及视频信息之功能的设备。使用

违反本条规定的设备，如有发现，在管理层授权之人员要求下，

该人员将须离开活动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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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除指定地点外 (包括骑师间、过磅室、马匹亮相圈、配鞍马房及其

它管理人员实时指示的类同区域），场内可使用手提电话。任何

人士如违反本条规定，须应管理人员要求，立即停止使用通信装

置、信息接收器或移动电话(视乎情况而定)，并有可能被逐出活

动场地。 

6.   A区入场管理 

 

每位持A证入场宾客必须遵循本指引第6条的规定。 

 

6.1 每一位进入A区的宾客都必须始终佩戴本人的入场证件并展示在

明显位置，同时有义务配合管理人员对证件进行检查。 

6.2 持A区入场证的宾客必须由A区指定入口进入。 

6.3 持A区入场证的宾客可凭证件进入B区及C区（非官方安排） 

6.4 A区宾客着装要求须遵循香港赛马场出赛马主厢房内的着装礼仪

要求；马匹亮相圈与头马照相区（颁奖区域）的着装要求遵循香

港赛马场相关着装礼仪要求。 

6.5 每一位A区宾客有义务遵循活动当日于现场的所有相关政策规

定。 

6.6 无入场年龄限定。未满18周岁的青少年须由成年监护人在现场全

程陪同参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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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B区及C区入场 

 

       每位持B或C证入场的宾客必须遵循本指引第7条的规定。 

 

7.1 每一位进入B区及C区的宾客都必须始终佩戴本人的入场证件并展

示在明显位置，同时有义务允许管理人员对证件进行检查。 

7.2 持C证的宾客不可凭证件进入A区及B区；持B证的宾客不可凭证

件进入A区及C区。 

7.3 B区及C区宾客着装要求遵循香港赛马场公众区域着装礼仪要求。

不允许半身或全身裸露。 

7.4 每一位B区及C区的宾客有义务遵循活动当日于现场的所有相关政

策规定。 

7.5 不建议身高未满1.2米的儿童进入B区及C区。未满18周岁的青少年

须由成年监护人在现场全程陪同参与活动。 

8.   驱逐出场 

 

经由管理人员判定，任何人若违反本准则指引，或表现出暴力、威胁行

为，破坏现场秩序并导致骚乱，使活动比赛无法正常进行，或并非以观看

赛事、体验活动的目的来到活动场地，将被要求离开活动区域或活动场

地，活动承办方无需给出任何理由。若该人员拒绝离场，活动承办方有权

将其强制驱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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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A区限制区域 

 

经管理方确定，在每一个活动日，A区特定区域的通行应受到限制。依照以

下具体规定，针对特定场合、时间和条款，允许指定人员通行。 

 

 

9.1 赛事中心：董事会人员，所有高管人员、赛事干事等（包括名誉

干事） 

9.2 马匹亮相圈/头马照相区：董事会人员及其宾客、赛事干事（包括

名誉干事）、下一赛事马匹马主及其宾客。宾客数量由董事决

议，并会通过公告栏通知。 

10. 媒体区 

 

10.1 地点 

媒体区设立于活动场内，具体地点由管理层最终决定。2019年纯

演示性速度马术比赛活动中，媒体中心将设立在A区花园的临时帐

篷内。 

 

10.2 通行 

活动日媒体区仅向已登记并获授权的媒体开放。管理层有最终决

定权。 

10.3 宾客 

未经管理层事先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以个人或宾客身份使用媒

体区域。该许可须明确证实该指定宾客已获准进入媒体区并须符

合本指引条款10.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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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访客中心 

 

11.1 地点 

访客中心设立于A区活动场地内。 

11.2 通行 

访客中心于活动日仅向被授权通行A区证件持有人士开放。进出

人士须遵循A区所有准则条款。 

12. 开放时间 

 

2019年纯演示性速度马术比赛活动场地开放时间为活动日当天早上11:00至

晚间18:45分。 

13. 一般行为规范 

 

所有入场宾客须同时遵循以下行为准则 

 

13.1  所有通行管理由管理层及其指定人员最终决定，适用于： 

a. 活动场地包括活动区、停车场、穿梭巴士站点、临建篷房、

帐篷、临建看台、花园； 

b. 通行证件类别包括所有赛事干事证件、工作人员证件、售卖

票证、免费赠送票证等。 

13.2 关于指定区域的准入及收费准则，管理层或其指定人员有权作最

终决定。具体细则公示于活动场地区域内的各指定活动入口信息

处。 

13.3 禁止携带任何食品饮料进入活动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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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禁止乱扔垃圾。 

13.5 按指引如厕，禁止在公共场所随地大小便。 

13.6 禁止随处吐痰。 

13.7 禁止任何滋扰公众行为。 

13.8 禁止抽烟。 

13.9 禁止使用无人机。 

13.10 禁止使用私人设备进行现场录制和直播。 

13.11 不得在活动场地进行任何未经授权的商业活动，包括展示或分发

传单、海报、标牌等。 

13.12 严禁向任何工作人员(包括马会工作人员和签约活动供应商工作人

员)支付小费或酬金。 

13.13 考虑到马匹易受惊的天性，当赛道上正在进行赛马比赛时，观众

必须严格遵守以下要求，以避免惊动马匹，确保比赛正常进行： 

a. 拍照时严禁使用闪光灯。 

b. 禁止大声喧哗、吵闹或尖叫，禁止在赛道周围乱跑玩耍。 

c. 禁止于看台使用拉拉棒或其他任何能发出声响或光亮的介质

物，以免马匹受惊。 

d. 非经授权，禁止进入赛道及马匹亮相圈。 

e. 如遇马匹摔倒或骑师坠马等突发事故，观众须保持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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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头马亮相典礼时注意与胜出马匹保持安全距离，避免任何危

险事故。 

14. 生物安全 

 

以下指引适用于所有活动当日进入赛场指定区域的宾客人员。马会的基本

生物安全守则将派发给前来参加活动的宾客。守则注意事项也将于活动场

地主要入口处进行公示。 

 

14.1 禁止任何外来动物 

a. 活动现场禁止任何外来动物。如有发现，活动承办方须确保

将该动物转移至生物安全区以外区域，并遵守相关生物安全

措施。 

 

b. 进入活动场地的车辆/大巴须经由保安人员检查，禁止任何载

有动物的车辆进入。 

c. 宾客人员在参与活动前24小时内请勿前往任何内地马房、马

场等马属类场地。 

 

14.2 进入活动场地 

观众和车辆/大巴在活动当天进入活动场地，必须根据派发的入场

证通过指定的入口进入指定的落客点、停车场区域和活动区域，

并遵守相关入场管理和规定。 

14.3 香港赛马会从化马场纯演示性速度马术比赛活动生物安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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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活动日当天，任何未被授权的访客不得进入生物安全核心区

域。 

b. 有马匹出入或停留的场地，包括马匹亮相圈、头马照相区和

马匹活动通道，均须强制性服从生物安全程序。 

c. 只有获得受薪董事许可同时经兽医事务部（规管福利及生物

安全政策）批准的授权人员才能进入赛马场，如赛马场草

地、赛马跑道及其他场内区域。 

d. 需要进入媒体中心、赛事管理中心及其周边地区或设施的人

员，均须服从生物安全程序。 

e. 除生物安全核心区、马匹亮相圈、头马照相区、马匹活动通

道、媒体中心、赛事管理中心区域，其他场地活动区域无需

启动生物安全程序，但仍须确保不得有任何宠物或其他动物

进入场地。 

 

14.4 马主及宾客进入头马照相区及马匹亮相圈 

马主及少数宾客经兽医事务部（规管福利及生物安全政策）批准

并符合下列条件，可于比赛结束后，进入头马照相区，与得奖马

匹、练马师及骑师合照: 

a. 所有进出区域的人员必须洗手。 

b. 所有进出区域的人员必须在进出口处实施鞋类消毒。 

c. 须签署声明并并提交给兽医事务部（规管福利及生物安全政

策），声明该名人员遵守“不允许同一日入场”，即在进入

香港赛马会从化马场生物安全核心区前24小时内未曾与内地

的马属动物有过任何接触。 

保安人员将会驻守于头马照相区及马匹亮相圈入口处，以提醒宾

客在进入前实施消毒双手和鞋类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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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媒体记者及摄影人员管理 

所有媒体记者及摄影人员须完成第一等级的生物安全须知培训

（BAT），并签署生物安全声明，声明本人未到访任何内地马属

动物场地。 

14.6 导盲犬或治愈犬管理 

尽量为需要导盲犬或治愈犬同行协助的宾客提供相关安排。 

如遇特殊情况，在获得兽医事务部（规管福利及生物安全政策）

事先批准，并出示现阶段狂犬病疫苗接种的证明后，此类犬可以

进入公众看台或贵宾区陪同。 

不论任何情况，所有犬只不得进入马匹亮相圈、头马照相区或生

物安全核心区。 

15. 特殊情况 

 

15.1 如活动被取消或中途取消后，票务代理将根据双方的协议与购买

了B或C区门票的客户进行协商处理。免费赠票不予退款。 

15.2 或者，入场凭证可留作日后替补活动时使用，具体由管理层根据

情况最终决定。 

16.   活动场地关闭 
 

现场每位宾客人员必须在终场比赛的结果公布后一小时内离场。

如果有宾客人员因任何理由需延迟离场,该人员必须由马会工作人

员陪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