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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KU 犬展审查员管理规定

（2022 年 7 月版）

目的

为规范 CKU 犬展审查员职业标准，保证 CKU 犬展的公平、公正、公开性，共同树立 CKU

犬展审查员的优秀国际化形象，特制定本规定、规范。

适用范围

适用人：CKU 在册审查员、CKU 在培审查员。

适用场合：

正式场合——国内/外执裁工作、培训与考试、重大会议、交流聚会等；

职业场合——培训课程、考试、会议等；

休闲场合——审查工作前后、聚会等。

一、CKU 审查员 FCI 成员组织受邀

1. CKU 审查员参与 FCI 成员组织执裁工作由 CKU 官方派遣、FCI 成员组织邀请。CKU 审查

员接到 FCI 成员组织执裁工作邀请，需由邀请方 FCI 成员组织发出正式邀请函到 CKU

官方邮箱，经国际部核实邀请方 FCI 成员身份、培训部核准 CKU 审查员资质、秘书长审

批后，由国际部发出派遣回函，CKU 审查员方可正常进行执裁工作；

2. CKU 审查员执行 FCI 成员组织执裁工作条件：在接到邀请的前一自然年度内，完成过至

少 2 场国内执裁工作无争议，CKU 审查员无任何违法违规现象，CKU 审查员资质有效（参

考本规定“三、CKU 审查员资格年审”内容）；

3. CKU 审查员执裁工作过程中，需严格遵守 FCI 审查员相关规定及邀请方国家协会的各项

规定；

4. CKU 全犬种审查员工资依据 FCI 国际审查员工资标准执行，工作日 50 欧元/天、旅行工

作日 35 欧元/天。酒店、用车及用餐依据邀请方协会标准执行。

二、CKU 审查员行为规范及活动着装规范

1. CKU 审查员犬展行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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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言谈举止应友好、大方、得体；

(2) 不可以在犬展过程中迟到或早退；

(3) 审查员不可以评判其他审查员的工作；

(4) 审查员在犬展开始前和犬展的过程中都不可以查看比赛秩序册；

(5) 在犬展中，审查员必须做到公平公正地审查所有参赛犬及参赛人员，不得接受任何形式

的贿赂；

(6) 不可以在赛圈内吸烟、喝酒，不可以在评审过程中使用手机，在审查过程中不得与参赛

人员、场外相关人员进行交流，如遇特殊情况，需与工作人员报备或由工作人员代为传达；

(7) 在自己参与执裁审查的犬展当日，审查员不可以为自己的犬报名参加比赛；

(8) 在自己参与执裁审查的整个犬展活动中，审查员不可以牵犬只参加比赛；

(9) 在犬展上，审查员不允许执裁自己的犬，包括：由审查员的合作者，审查员的直系家庭

成员以及居住在审查员家中之人所养育，拥有和共同拥有的犬；也包括但不限于，与审查员

占股、参股或拥有的公司存在赞助等商业活动的犬，以及经本会判断有其他可能影响公正的

情况的犬；

(10) 审查员不可以对犬展前半年内自己训练，饲养和出售的犬只进行审查。包括：由审

查员的合作者，审查员的直系家庭成员以及居住在审查员家中之人所养育，拥有和共同拥有

犬；

(11) 审查员可牵引过户至本人名下已超过半年时间，且本人为第一犬主的犬只参赛；

(12) 执裁工作日前一周及后一周以及犬展的期间，审查员不可以与参赛人员来往应酬，

包含社交平台；

(13) 审查员应忠实于 CKU 并有义务传导协会相关正能量，在社交平台发表言论需严谨且

正向；

(14) 审查员工作期间（抵达工作地点直至返程）不可参与任何娱乐场所聚会活动。

(15) CKU 审查员应处理好个人经济纠纷、恩怨等，不得因个人问题影响到犬展活动，因

此造成的不良后果审查员须承担相应责任。

(16) CKU 审查员应认同 FCI 及 CKU 的理念、规则，在国内外参加宠物相关活动时刻代表

CKU 形象，严格律己、遵守规则，树立专业、公平、公正的形象，传导协会相关正能量；

(17) CKU 审查员应严格遵守 FCI 规定，不得以任何形式参加非 FCI/CKU 认可的其他犬业

相关组织（包含各类协会、俱乐部以及其他组织机构）及公司举办的任何活动；

(18) 未经 CKU 正式批准，CKU 审查员不得在其他国家及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执裁、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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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工作；

(19) CKU 审查员应严格遵守职业道德准则、规范职业道德行为，规范使用协会相关标志

及资质名称，严禁利用“CKU 审查员”职业身份进行商业宣传。

(20) 自 CKU 学习审查员开始赛场学习之日起，即视为 CKU 审查员身份，则必须严格遵守

FCI/CKU 相关规范及制度。

2. 会议与培训行为规范

(1) 准时到场，主动签到，未签到者视为未到场；

(2) 不可迟到或早退，特殊原因需向培训部请假；

(3) 会议或培训期间，将手机或其他通讯设备置于振动模式或关闭，确实需要接听电话时，

应走出会场接听；

(4) 不可频繁出入会场/教室；

(5) 休息期间到公共场所指定区域吸烟，并自觉保持公共区域卫生；

(6) 中途休息结束应自觉主动返回会场/教室，并保持场内安静；

(7) 会议/培训结束后，应主动将桌面清理干净，带走随身物品及垃圾；

(8) 会议/培训不得无故缺席，如遇特殊原因需提前向培训部请假。

3. 活动着装规范

(1) CKU 审查员着装规范目的，为规范职业标准，树立职业国际化形象。

(2) 赛事执裁现场应佩戴 CKU 审查员名牌。

(3) CKU 审查员着装规范适用场合：

1) 正式场合：赛场学习与考试、国内/外执裁工作、重大会议、宴会社交等；

2) 职业场合：培训课程、笔试、触摸审查考试、会议等；

3) 休闲场合：执裁工作前后旅行、聚会等。

(4) CKU 审查员仪容仪表要求：

1) 头发：干净整齐，不宜怪异发型及发色，女士执裁时不宜过肩长发；

2) 胡须：修剪整齐，不宜蓄过长胡须；

3) 妆容：女士需淡妆；

4) 其他：指甲保持清洁，香水不宜过分浓重。

(5) CKU 审查员着装要求：

（男士着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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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正式场合商务正装：平整的配套西装，以黑色、灰色、深蓝色为宜，庄重大方无另

类感；衬衫干净整洁；搭配配套色系的皮鞋、皮带、领带/领结；袜子可选黑色或深灰

色，切忌浅色；

2) 职业场合、休闲场合商务便装：外套，长袖/短袖衬衫，有领 T 恤，卡其布面料长

裤，皮鞋/休闲鞋。不宜无袖、无领、紧身、透视等上装，不宜服装上有攻击性语言或

超大型印刷广告；不宜任何形式的拖鞋及露指凉鞋。

（女士着装）

1) 正式场合商务正装：西裙套装：裙子长度不短于膝盖之上 15cm；衬衫与西裤或西

裙相配，并以柔和的颜色或图案搭配为佳；衬衫应平整、清洁，领口、袖口无污迹；鞋

袜与套装相协调，皮鞋不宜过分高跟；选择与衣着相配的饰物；其中项链、耳环、胸针、

手镯等，不宜选择过长、过大或过分夸张；整体保持淡雅得体，不宜过分华丽；

2) 职业场合、休闲场合商务便装：长袖/短袖衬衫、有领 T 恤、便装裤、直筒裙/A 字

裙、连衣裙；不宜穿背心、吊带装、超短裙、拖鞋等。

三、CKU 审查员资格年审

1. CKU审查员资格证书换发针对对象为已取得CKU全犬种审查员资质及CKU犬种组别审查

员资质，但尚未取得 FCI 全犬种审查资质的审查员；

2. CKU 全犬种审查员及 CKU 犬种组别审查员资格证书有效期为 2年；

3. 审查员资格证书换发时间自资格证书有效期到期前 3 个月至证书有效期截止日期，例如

证书有效期截止日期为 2020 年 10 月 1 日，资格审查时间为 2020 年 7 月 1 日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

4. CKU 审查员资格证书过期未更换者，暂停审查员各项学习、工作；

5. CKU 审查员资格证书换发审核内容及标准

(1) CKU全犬种审查员及CKU犬种组别审查员需在证书有效期间区间内持续缴纳CKU会员会

费;

(2) CKU 全犬种审查员需在证书有效期间区间内参与犬展执裁不少于 2次。

四、CKU 审查员活动评定

1. 执裁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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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执裁场次结束后，当日填写钉钉执裁报告并提交。单项评价不足五星，须填写具体原

因进行说明。执裁报告为赛事监督员进行个人评价的基础依据，提交时效及内容列入考评范

围，请务必认真填写。

2. 赛事监督评定：

各场赛事监督员由 CKU 指定。

赛事监督评定内容（2022 版），具体如下：

(1) 服装仪态与出勤 ：1分

(2) 时间节奏掌控与现场氛围掌控：1分

(3) 犬只福利保护与参赛会员反映/赛事主办方评价：1 分

(4) 执裁动作及赛制流程掌握 ：3分

(5) 执裁逻辑与犬种标准掌握： 4分

评定内容共 5 项，满分 10 分。第 1-3 项每次以 0.5 分扣除，第 4-5 项每次以 1 分扣除。

合格分数为 8 分；低于 8 分停审一个月；低于 6 分停审三个月并进行相关课程学习一次。

五、CKU 审查员违规处理及资格丧失

1. 审查员违规处理

(1) 审查员违规处罚方式

对于违反的各项行为，将根据实际情况以及所造成的影响和后果，对违规审查员进行相

应处罚，处罚方式按照严重程度依次分为：

1) 口头警告；

2) 书面警告；

3) 限制资格，即限期暂停审查员培训、考试、执裁及资质申报资格；

4) 取消全部或部分 FCI/CKU 审查员资质，需重新学习；

5) 取消全部 FCI/CKU 审查员资质，并不再接受学习报名；

6) 取消其全部 FCI/CKU 审查员资质并开除会籍，通报 FCI 备案。

(2) 审查员违规处罚办法

1) 违规情节较轻者，给予相应审查员上述“审查员违规处罚方式”第 1/2 项警告处罚，

并视情节轻重确认是否进行公示；

2) 违规审查员给予上述“审查员违规处罚方式”第 3 项处罚，即在一定期限内暂停参



6

加审查员培训及考试资格，暂停在各类犬展中担任组别审查员及单独展审查员的资格，

并且停止各类 CKU 审查员资质的申请工作，处罚时限由 CKU 视情节轻重决定，并视情节

轻重确认是否进行公示；

3) 违规情节严重者，经 CKU 的讨论决定，视情节给予上述“审查员违规处罚方式”第

4/5/6 项处罚，并进行公示；

4) 接受某类处罚次数达到第三次时，直接给予上一级严重程度的处罚。

2. 审查员培训资格的取消

(1) 被 CKU 取消会员资格；

(2) 自动退会；

(3) 未按规定进行 CKU 审查员资格更新登记；

(4) 因违法乱纪的行为而受到相关行政、刑事处罚；

(5) 未经批准，参加非 CKU 认可协会或公司所举办的任何形式的活动。

(6) 拒不不执行 CKU 决议，严重违反 CKU 章程、CKU 审查员相关规则规范以及 CKU 繁殖规则、

CKU 赛事规则等各项规章制度。

CKU 拥有最终解释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