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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拍卖会上线: 2020年3月16日 / 拍卖会结拍: 2020年3月29日

本场拍卖会包括: 10羽KBDB全国鸽王

14羽全国前10位赛鸽 / 70羽全国前100位赛鸽

2019年 利蒙治全国赛13569羽冠军 6项全国长距离赛前100名

"纳布莉娜"
(Nabrina)   BE15-3115471

"新将军"
(New General)   BE17-3117649

普拉图~比利时 
       主宰比利时长距离赛的全能鸽舍

科特 &拉夫

因特维尔德街 18号 9910 克涅瑟拉尔（比利时）
电话: (+32) 9374 3887  电邮: sales@pipa.be

www.pipa.be

* 中文服务专线:
中囯: 微信ID: gsmd6955 昵称: 歲月入禪
刘建明: 18631917485（微信）
台灣: 0919 947 612 / 0920 356 927
Line ID: maggiehsiao618 及 chris77927

* 中囯/台灣總代理: 卢娜
中囯: 136 0041 4206 微信 ID: Luna2669
台灣: 0963 388 519 Line ID: Luna8519
* 中囯代理: 项骥翔 133 1680 9999
微信ID: 13316809999



 帕斯卡.阿伦 (PEC和阿伦战队) 

需要特别感谢的是
我的赛鸽-是他们让我成为了真正的赢家

真诚祝愿所有的买家
我们希望这些了不起的赛鸽能使您像我一样享受如此之多的成功喜悦，
并相信普拉图血统会给您带来好运。

有时候你需要将自己的鸽系销售到全世界，才能够让世界鸽友认识你。
我们坚信这些优秀赛鸽能在未来几年为世界各地鸽友带来成功。他们是
两支优秀血统100%自然完美结合的产物，并给我们带来最大的成功。

特别感谢:
 • 我的父母和家人、珍妮、鸽舍经理安德烈、
  罗兰德&塞西尔和欣迪
 • 罗尼.克劳斯&斯塔夫的信任
 • 菲利普.布兰特姆& 安德烈
 • 自行车和赛鸽好友卢克&希尔德，一直以来我们相互支持，
  希望我们会赢得全国冠军！
 • 帕斯卡.阿伦每周深度交流赛鸽理念
 • 成功离不开维尔福雷德.范德玛勒、盖比.凡德纳比、
  艾瑞克.佛曼德、吉拉德.劳勃、马顿.米歇尔、
  倚天.迪沃斯、西佛.托伊、亚文.萨恩
 • 赛鸽摄影师多米尼克.维勒赫
 • 我的饭友吉尔特.德克拉克 &伯特.范登伯格（伯特叔叔）
 • 科尔特马克赛鸽俱乐部
 • 范罗贝鸽粮&普拉图系列产品
 • 我所有的竞争对手
 • 我所有的朋友
 • 所有支持我的人
 • 年度最佳销售团队PIPA 

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科特.普拉图

欢迎来到科特&拉夫.
普拉图家族

"主宰" (来自拉丁语 "dominus") 是指在某行业或事件中拥有最重要的
地位, 权力和影响力, 也有遥遥领先的, "精通" 或 "统领" 的意思。这个词
不仅表明了拥有领导地位, 而且表明了绝对的权威!

"颠覆" (源自拉丁语revolutiono, "彻底转变") 或称革命, 是指在相对较
短的时间内发生的权力或组织结构的根本性变化。在人类历史上, 革命是
以不同的方式、持续时间和动机发生的!

帕斯卡.阿伦:
"品质从来不是偶然的, 它始终是高度的专注、不懈的努
力、睿智的导向和娴熟的执行所共同缔造的结果。是英明
抉择的体现"。这也完全适用于描述科特。5年前, 也是我
和科特建立深厚友谊的初期, 我曾建议他找一个绝佳的地
理位置来能获取赢得全国赛鸽王的机会。他拒绝了我的
提议并坚信高品质的赛鸽应该能克服所有不利客观条件并
仍然可以在比赛中取胜, ……后来他用实力证明了他是对
的……最好的赛鸽在哪里, 哪里就是最好的地理位置……"

主宰和颠覆当今鸽坛的实力赛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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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神话一般……
对于行事执着的科特来说, 普拉图食人族血系的发现如同一段神话。
他坚信并证明了优秀赛鸽能够胜任任何比赛, 坚持寻找并引进最优质
短距离赛鸽的行动给他带来了巨大成功。他并没有专注于那些 
‘名血名家’,而是去了比利时小鸽舍罗尼.克劳斯家。经过被他描述
为 "点金" 的精到汰选后，科特创造了一支超凡鸽系，他们肯定还将
在未来带来成功。

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帕斯卡.阿伦 (PEC和阿伦战队) 

需要特别感谢的是
我的赛鸽-是他们让我成为了真正的赢家

真诚祝愿所有的买家
我们希望这些了不起的赛鸽能使您像我一样享受如此之多的成功喜悦，
并相信普拉图血统会给您带来好运。

有时候你需要将自己的鸽系销售到全世界，才能够让世界鸽友认识你。
我们坚信这些优秀赛鸽能在未来几年为世界各地鸽友带来成功。他们是
两支优秀血统100%自然完美结合的产物，并给我们带来最大的成功。

特别感谢:
 • 我的父母和家人、珍妮、鸽舍经理安德烈、
  罗兰德&塞西尔和欣迪
 • 罗尼.克劳斯&斯塔夫的信任
 • 菲利普.布兰特姆& 安德烈
 • 自行车和赛鸽好友卢克&希尔德，一直以来我们相互支持，
  希望我们会赢得全国冠军！
 • 帕斯卡.阿伦每周深度交流赛鸽理念
 • 成功离不开维尔福雷德.范德玛勒、盖比.凡德纳比、
  艾瑞克.佛曼德、吉拉德.劳勃、马顿.米歇尔、
  倚天.迪沃斯、西佛.托伊、亚文.萨恩
 • 赛鸽摄影师多米尼克.维勒赫
 • 我的饭友吉尔特.德克拉克 &伯特.范登伯格（伯特叔叔）
 • 科尔特马克赛鸽俱乐部
 • 范罗贝鸽粮&普拉图系列产品
 • 我所有的竞争对手
 • 我所有的朋友
 • 所有支持我的人
 • 年度最佳销售团队PIPA 

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科特.普拉图

欢迎来到科特&拉夫.
普拉图家族

"主宰" (来自拉丁语 "dominus") 是指在某行业或事件中拥有最重要的
地位, 权力和影响力, 也有遥遥领先的, "精通" 或 "统领" 的意思。这个词
不仅表明了拥有领导地位, 而且表明了绝对的权威!

"颠覆" (源自拉丁语revolutiono, "彻底转变") 或称革命, 是指在相对较
短的时间内发生的权力或组织结构的根本性变化。在人类历史上, 革命是
以不同的方式、持续时间和动机发生的!

帕斯卡.阿伦:
"品质从来不是偶然的, 它始终是高度的专注、不懈的努
力、睿智的导向和娴熟的执行所共同缔造的结果。是英明
抉择的体现"。这也完全适用于描述科特。5年前, 也是我
和科特建立深厚友谊的初期, 我曾建议他找一个绝佳的地
理位置来能获取赢得全国赛鸽王的机会。他拒绝了我的
提议并坚信高品质的赛鸽应该能克服所有不利客观条件并
仍然可以在比赛中取胜, ……后来他用实力证明了他是对
的……最好的赛鸽在哪里, 哪里就是最好的地理位置……"

主宰和颠覆当今鸽坛的实力赛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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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周 2019赛季 成鸽 一岁鸽

1 12/05 – 布洛瓦全省: 全省成鸽 3,583 羽冠军 全省一岁鸽1,400羽冠军

2 18/05 – 威尔森: 全省成鸽3,085 羽冠军 – 全国4位

3 25/05 – 波治: 全省成鸽3,344 羽11位 全省一岁鸽 2,228羽7位

4 01/06 利蒙治: 全国成鸽13,569 羽1., 2., 11.,… 

5 08/06 休息一周 私训200公里

6 15/06 休息一周 私训200公里

7 22/06 亚精顿: 全国一岁鸽22,826羽30位

8 05/07 利蒙治: 全国成鸽9,661 羽29位 全国一岁鸽10,783羽3., 9.,… 

9 13/07 欧瑞拉克: 全国成鸽3,886 羽21., 22.,… 全国一岁鸽3,584羽1, 21., 21.,… 

10 20/07 休息一周 私训200公里

11 29/07 苏雅克 全国成鸽3,737 羽8位 全国4一岁鸽,056羽1., 4.,… 

12 03/08 图勒 全国成鸽6,206 羽8., 10., 11., 12.,… 全国一岁鸽7,155羽7.,…

主宰比利时鸽坛的鸽舍和颠覆传统的养鸽方法

成鸽:

8场全国赛: 3场中距离赛和5场长距离赛

5场长距离赛，我们取得1项全国冠军，
3场比赛进入前10位

一岁鸽:

7场全国赛:3场中距离赛和4场长距离赛

4场长距离赛我们取得2项全国冠军,
4场比赛进入前10位

50%冠军率,100%进入前10位

  9场全国长距离赛:3场全国冠军和7场进入前10位  
  9周内:7项全省冠军  

  连续2年获得全国长距离赛冠军和亚军(2019年利蒙治,2018年图勒)  

 这是比利时长距离赛统治性成绩 
2



2010年至今取得的全国赛冠军
2016年查特路全国29591羽冠军
2010年盖雷全国13885羽冠军
2019年利蒙治全国16569羽冠军
2018年图勒全国5323羽冠军
2012年亚精顿全国4782羽冠军
2019年苏雅克全国4056羽冠军
2019年欧瑞拉克全国3586羽冠军

2010年至今取得的KBDB全国鸽王
2017年KBDB全国短距离一岁鸽组鸽王冠军 p. 9
2018年KBDB全国全能鸽王亚军 p. 59
2019年KBDB全国长距离一岁鸽组鸽王季军 p. 83
2019年KBDB全国全能鸽王季军 p. 83
2018年KBDB全国全能鸽王季军 p. 48
2018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第4位 p. 88
2018年KBDB全国长距离成鸽组鸽王5位 p. 88
2018年KBDB全国全能鸽王5位 p. 43
2012年KBDB全国中距离成鸽组鸽王5位
2019年KBDB全国全能鸽王6位
2018年KBDB全国全能鸽王6位 p. 56
2018年KBDB全国全能鸽王7位 p. 79
2018年KBDB全国全能鸽王8位 p. 91
2013年KBDB全国长距离一岁鸽组鸽王8位
2018年KBDB全国长距离成鸽组鸽王9位 p. 23
2018年KBDB全国全能鸽王9位
2017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12位 p. 43
2019年KBDB全国全能鸽王12位 p. 37
2019年KBDB全国全能鸽王13位
2018年KBDB全国全能鸽王13位 p. 33
2018年KBDB全国全能鸽王14位 p. 12
2013年KBDB全国中距离鸽王14位

创记录鸽舍
2019年3项全国赛冠军
2018和2019年13项KBDB全国鸽王
2018年124项全国赛前100位
2019年87项全国赛前1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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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2016年至今 32项全国前10位

科特&拉夫.普拉图参赛空距 

2016年查特路全国 29591羽冠军
2019年利蒙治全国 13569羽冠军
2018年图勒全国 5323羽冠军
2019年苏雅克全国 4056羽冠军
2019年欧瑞拉克全国 3586羽冠军
2018年波治全国 20284羽亚军
2019年利蒙治全国 13569羽亚军
2018年图勒全国 5323羽亚军
2018年安格拉姆全国 4525羽亚军
2019年利蒙治全国 10783羽季军 
2109年威尔森全国 20956羽4位

2019年苏雅克全国 4056羽4位 
2016年查特路全国 29591羽5位
2018年亚精盾全国 19859羽5位
2018年盖雷全国 5331羽5位
2018年贾纳克全国 4940羽5位 
2017年布瑞福全国 9132羽6位
2018年盖雷全国 8517羽6位
2018年布瑞福全国 4384羽6位
2018年利蒙治全国 7236羽6位
2019年图勒全国 7155羽7位
2018年贾纳克全国 4940羽7位 

2019年图勒全国 6206羽8位
2018年安格拉姆全国 4525羽8位
2019年苏雅克全国 3737羽8位
2019年利蒙治全国 10783羽9位 
2018年利蒙治全国 7236羽9位 
2018年查特路全国 8634羽10位
2018年利蒙治全国 7236羽10位 
2019年图勒全国 6206羽10位
2019年图勒全国 6206羽10位
2018年盖雷 全国5331羽10位 

安格拉姆 638 公里
亚精顿 497 公里
亚拉斯 77 公里
欧瑞拉克 670 公里
巴塞罗那 1061 公里
布洛瓦 395 公里
波治  430 公里
布瑞福 651 公里
卡奥尔 725 公里

查特路               470 公里
克莱蒙               181 公里
冯特内               306 公里
盖雷  539 公里
伊苏丹               450 公里
贾纳克                627 公里
拉索特年 536 公里
莱邦纳               712 公里
利蒙治               619 公里

蒙托邦               778 公里
蒙特利玛 720 公里
蒙吕松               511 公里
拿邦  865 公里
波品纳               925 公里
苏雅克               682 公里
圣维仙               873 公里
杜尔斯               433 公里
图勒  607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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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人族家族 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查特路全国29591羽冠军 伊曼努勒
安格拉姆全国4525羽亚军  可爱高蒂娃
利蒙治 全国10783羽季军  食人族之星
威尔森全国20956羽4位  可爱高蒂娃
苏雅克全国4056羽4位  新食人族
盖雷全国5331羽5位  海洋冲浪者
盖雷全国8517羽6位  鸽王新瓦伦尼
布瑞福全国4384羽6位  德波莫将军
利蒙治 全国7236羽7位 女将军
图勒全国6206羽8位 食人族兄弟
安格拉姆全国4525羽8位 莫比
利蒙治全国10783羽9位 曼诺洛之星
利蒙治 全国7236羽9位 欧佐女郎
图勒6206羽全国10位 欧佐女郎
贾纳克全国5117羽14位 海洋冲浪者
查特路全国27081羽15位 比利湾
盖雷全国5331羽15位 莫比
贾纳克全国4940羽15位 新将军
苏雅克4056羽全国20位 曼诺洛之星
欧瑞拉克 3886羽全国21位 山脉直女
图勒全国5323羽24位 将军直女
图勒全国4169羽24位 莫比
欧瑞拉克全国3586羽24位 曼诺洛之星
盖雷全国8517羽25位  杜尔斯湾
苏雅克全国3737羽29位  海洋冲浪者
亚精顿全国2282羽30位 金姆B
图勒全国5323羽31位 马哈巴
布瑞福全国4384羽31位 海鸟
图勒全国5323羽32位 莫比特诺尔
图勒全国4169羽34位 食人族姐妹
图勒全国6206羽35位 女将军
苏雅克全国4056羽35位 莱姆克食人族
图勒全国7155羽36位 新食人族
图勒全国4169羽36位 海洋之星
欧瑞拉克全国3886羽36位 新将军
苏雅克全国4056羽37位 金姆B
欧瑞拉克全国3584羽38位 莱姆克食人族
图勒全国5323羽39位 海鸟
利蒙治全国9661羽41位 山脉直女
波治全国7253羽41位 莫比特诺尔
盖雷全国5331羽41位 山脉
苏雅克全国4056羽42位 乔瑟芬
利蒙治全国13569羽43位 探戈双胞胎

盖雷全国8517羽43位 山脉直女
图勒全国5323羽43位 特诺尔姐妹
安格拉姆全国5030羽43位 莫比特诺尔
图勒全国6206羽44位 赫特兄弟
查特路全国27081羽45位 杜尔斯湾
波治全国20759羽46位 赫特
亚精顿全国19859羽47位 比利湾
安格拉姆全国5030羽48位 新将军
苏雅克全国4056羽48位 海湾饼干
贾纳克全国4940羽51位  欧佐女郎
图勒全国4169羽51位 山脉
图勒全国6206羽53位  将军直女
图勒全国4169羽53位  海洋冲浪者
图勒全国6206羽55位 新将军
盖雷全国8517羽59位  将军的最爱
盖雷全国5331羽60位  食人族兄弟
苏雅克全国3737羽60位 山脉直女
图勒全国5323羽61位  新将军
图勒全国6206羽62位  海洋冲浪者
布瑞福全国9278羽63位 莫比
利蒙治全国10554羽64位  海洋冲浪者
欧瑞拉克全国3586羽65位 伊莎贝拉
利蒙治全国7236羽66位  新将军
图勒全国7155羽66位  曼诺洛之星姐妹
威尔森全国11574羽67位  新食人族
威尔森全国11574羽68位 小可爱
波治全国20284羽69位  山脉
利蒙治全国13569羽74位  山脉
安格拉姆全国5030羽80位  将军直女
查特路全国1879羽81位  海洋冲浪者姐妹
阿让全国5335羽84位 第二号405
利蒙治全国10783羽85位  伊莎贝拉
图勒全国6206羽85位  可爱高蒂娃
图勒全国4169羽89位 奥拉西小子
贾纳克全国4940羽90位 鸡尾酒喷射
波治全国23155羽91位  海洋冲浪者兄弟
波治全国19133羽91位 比利湾
亚精顿全国15235羽96位 将军直女
图勒全国7155羽97位  食人族之星
亚精顿全国5782羽97位 可爱高蒂娃
布瑞福全国4384羽97位  欧佐女郎
图勒全国7155羽98位  莱姆克食人族
欧瑞拉克全国3886羽98位  探戈双胞胎

"食人族"
(Cannibal)   BE16-3046631

自2016年以来食人族家族赛绩总览

2017年KBDB全
国短距离鸽王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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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号或二号的子代

= 第一号或二号的孙代

= 第一号或二号的曾孙代

   "教父" (Godfather)  BE06-3190741                         "教母" (Godmother)  BE06-3008084

* = 不在本场拍卖会

"第一号"
 BE09-3038968

"第一号女孩"
 BE09-3038953

"可爱高蒂娃"
 BE16-3116411

KBDB 全国全能鸽王14位
4次全国前100 位

"鸽王叔叔" *
 BE17-3117082

KBDB 全省长距离鸽王10位

"食人族叔叔814"  
 BE13-3021814

"波罗托"
 BE11-3026504
4项杜尔斯冠军

"波罗托直女415" 
 BE17-3117415

盖雷全国8517羽162位
查特路全国 27081羽181位

"波罗托直女454"
 BE10-30892428

盖雷全国8517羽172位
亚精顿全国5030羽201位

"食人族之母"
 BE14-3064405

"小可爱"  *
 BE18-3118084

威尔森全国11574位68位

"压缩饼干" 
 BE12-3044650

查特顿全省3601羽冠军
5项冠军

"新瓦雷讷鸽王"
 BE17-3117274

盖雷全国8517羽6位
KBDB全省长距离鸽王7位

"海鸟" 
 BE17-3117227

布瑞福全国 4384羽31位
图勒全国 5323羽39位

"新瓦雷讷"  
 BE17-3117273

布瑞福全国 4384羽119位
图勒全国 5323羽231位

"瓦雷讷" *
 BE15-3075538

查特顿全省2115羽冠军
查特顿全省 2040羽冠军

"金姆 B" * 
 BE18-3101830

布洛瓦联省1892羽冠军
亚精顿全国22826羽30

"新食人族" *
 BE18-3118001

KBDB 全国全能鸽王6位
3次全国前70位

"食人族兄弟"  
 BE15-3115959

图勒全国 6206羽8位
盖雷全国 5331羽60位

"曼诺洛之星同窝姐妹" *
 BE18-3118069

图勒全国 7155羽66位

"艾姆海湾鸽王" 
 BE17-3117201

KBDB全省长距离鸽王8位

"海湾饼干"
 BE18-3118128

苏雅克全国 4056羽48位
利蒙治全国 10783羽126位

"将军明星"
 BE14-3064434

"海洋之星" *
 BE16-3140961

图勒全国 4169羽36位
利蒙治全国 7274羽142位

"食人族"
 BE16-3046631

KBDB全国短距离鸽王冠军

"伊曼努勒"  *
 BE15-3115969

查特路全国 29591羽冠军

"曼诺洛之星" *
 BE18-3118070
3次全国前25位

杜尔斯湾 *
 BE17-3117313

盖雷全国8517羽25位
查特路全国27081羽45位

"伊曼努勒姐妹" 
 BE13-3021842

"鸡尾酒喷射" *
 BE17-3117427

贾纳克全国4940羽90位

"伊曼努勒之母" 
 BE12-3044635

"将军女孩"
 BE17-3117657

盖雷全国 8517羽59位

"赫特同窝兄弟" 
 BE16-3116402

图勒全国 6206羽44位
苏雅克全国 3737羽109位

  // 食人族家族血统图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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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父" (Godfather)  BE06-3190741                         "教母" (Godmother)  BE06-3008084

"食人族"
 BE16-3046631

KBDB全国短距离鸽王冠军

"马哈巴" 
 BE17-3117074

图勒全国 5323羽31位
盖雷全国8517羽131位

"探戈双胞胎"
 BE16-3116419

PIPA 5场比赛全国鸽王7位
3次全国前105位

"赛雌食人族" 
 BE16-3046656

赛雌食人族

"食人族兄弟"
 BE15-3115959

图勒全国6206羽8位
盖雷全国 5331羽60位

"将军"
 BE13-3021839

"新将军" 
 BE17-3117649

KBDB全国全能鸽王12位
6次全国前70位

"赫特" 
 BE16-3116401

波治全国 20701羽46位
波治全国 20284羽167位

"将军直女"
 BE17-3117658
4次全国前100位

"奥拉西兄弟064" *
 BE10-3146064

"405 第二号" 
 BE16-3116405

亚精顿全国 5335羽84位
盖雷全国5331羽261位

"特诺尔巴尼
同窝兄弟" 
 BE11-3026488 

"玛哈拉贾兄弟"
 BE15-3115975

"奥拉西" *
 BE14-3064414

查特顿全省 1273冠军

"第二号" 
 BE08-3096887

"奥拉西同窝姐妹" 
 BE14-3064415

"第二号女孩" 
 BE08-3096883

"特诺尔姐妹"
 BE17-3117643

图勒全国5323羽43位
盖雷全国 8517羽123位

"特诺尔巴尼"
 BE11-3026487

3次 冠军

"莫比特诺尔"
 BE17-3117224
3 次全国前50位

"女将军"
 BE17-3117650

KBDB 全国全能鸽王冠军
2次全国前35位

"德波莫将军" * 
 BE17-3117648

布瑞福全国 4384羽6位

"奥拉西小子" * 
 BE16-3140990

图勒全国 4169羽89位
贾纳克全国 5371羽166位

"食人族奥拉西" 
 BE15-3115950

查特路全国 20036羽167位

"莫比" *
 BE16-3116427

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9位
4次全国前70位

"海洋冲浪者之母"
 BE13-3021828

"海洋冲浪者"
 BE16-3116410

KBDB全国全能鸽王5位
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12位

"海洋冲浪者姐妹"
 BE16-3140968

查特路全国18799羽81位

"海洋冲浪者兄弟"
 BE15-3075558

波治全国 23155羽91位

"食人族明星" *
 BE18-3118176

利蒙治全国 10783羽季军
图勒全国7155羽97位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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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食人族家族

"食人族之母"
(Mother Cannibal)   BE14-3064405

"这些赛鸽可以赢得所有
比赛-从50到900公里"

"第-号" 
(Number 1)  BE09-3038968

子代: 可爱高蒂娃, 
压缩饼干, 阿伯沃罗,…

父亲: 

"第-号女孩" 
(Number 1 Girl)  BE09-3038953

教父和教母直女

母亲: 

优秀子代：
-新食人族, BE18-3118001
2019年KBDB全国全能鸽王6位
苏雅克全国4056羽4位
图勒全国7155羽36位
威尔森全国11547羽67位

-食人族兄弟, BE15-3115959
图勒全国6206羽8位
盖雷全国5331羽60位

优秀孙代：
-金姆 B（未来之星）
布洛瓦全省1892羽冠军 
布洛瓦全省4845羽季军
亚精顿全国22826羽30位
苏雅克全国4056羽37位

子代食人族获得,
2017年KBDB全国短距离鸽王冠军

独一无二的雌鸽，子代获得2项不同类别KBDB全国鸽王：短距离和全能

科特:  "鸽舍众多冠军鸽都始于这羽雌鸽"
8



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食人族家族

2017年KBDB全国短距离鸽王冠军

克莱蒙567羽冠军 
克莱蒙337羽冠军
克莱蒙282羽冠军
克莱蒙1063羽亚军
克莱蒙738羽亚军
亚拉斯694羽季军
克莱蒙636羽季军
克莱蒙1816羽6位
克莱蒙1337羽6位
克莱蒙953羽6位
亚拉斯1230羽7位

"食人族"
 (Cannibal)  BE16-3046631

"奥拉西" 
(Ourasi)  BE14-3064414

第二号基础配对超级直子

"食人族之母" 
(Mother Cannibal)
  BE14-3064405

第一号基础配对超级育种直女

父亲: 母亲: 

历史首次-西法兰德省包揽KBDB全国短距离成鸽/一岁鸽组鸽王冠军

科特:  "他以一场我将永远铭记的胜利结束比赛生涯…超级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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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食人族家族-兄弟姐妹

"天降神迹"
(Leap of Faith) 
 BE17-3117493

食人族半兄弟

班福德 X 食人族之母

"食人族兄弟"
(Brother Cannibal)
 BE15-3115959 

KBDB全国短距离鸽王冠军
食人族全兄弟， 

图勒6206羽全国8位
盖雷5331羽全国60位
利蒙治5331羽全国107位
布瑞福9106羽全国138位

"食人族姐妹"
(Sister Cannibal)
 BE17-3020727

KBDB全国短距离鸽王冠军
食人族全姐妹 

"零钱"
(Loose Change) 
 BE17-3117477

食人族半姐妹

班福德 X 食人族之母

10



// 食人族家族-食人族祖父母

"第-号"
(Number 1)  BE09-3038968

第一号基础育种配对雄鸽

KBDB全国鸽王食人族祖父

第-号作育优
秀子代：

第-号后代获得：

可爱高蒂娃, BE16-3116411
威尔森全省4232羽冠军
安格拉姆全国4564羽亚军
威尔森全国20956羽4位
查特路全省5904羽8位
图勒全国6206羽85位
亚精顿全国5782羽97位
苏雅克全国3737羽145位
盖雷全国5331羽154位
查特路全国8634羽163位

压缩饼干, BE12-3044650
查特顿全省3601羽冠军
5项冠军

阿伯沃罗
杜尔斯全省2964羽冠军和
9364羽最高分速

7项全省冠军
24项全国前100位
21项冠军

"第-号之父" 
(Father Number 1)
  BE08-3096875

父亲: 

"第-号之母"
(Mother Number 1)
 BE08-3111171

母亲: 

科特:  “你再也无法找到这样的鸽子，作育新超级鸽的革命性种鸽"

"跨越短距离到长
距离赛的超级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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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食人族家族-可爱高蒂娃

2018年KBDB全国全能鸽王14位
威尔森全省4232羽冠军
威尔森全国20956羽4位
安格拉姆全国4564羽亚军 
–冠军为乔尔.佛斯豪特的 "阿曼多" 
查特路全省5904羽8位
图勒全国6206羽85位
亚精顿全国5782羽97位
苏雅克全国3737羽145位
盖雷全国5331羽154位
查特路全国8634羽163位

"可爱高蒂娃"
(Lovely Godiva)   BE16-3116411

  作育

父亲: 母亲: 

科特:  "这羽雌鸽本来可以赢得全国冠军，但沉迷于在屋顶调情"

7项全国前200位

"第-号" 
(Number 1)  BE09-3038968

子代: 可爱高蒂娃, 
压缩饼干, 阿伯沃罗,…

"第-号女孩" 
(Number 1 Girl)  BE09-3038953

教父和教母直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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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美好玫瑰" 
(Lovely Rose)  BE17-3117505 

可爱高蒂娃直子

"美好百合"
(Lovely Lily)  BE17-3117506 

可爱高蒂娃直女

"可爱高蒂娃"
(Lovely Godiva)  BE16-3116411

 
"独立号" 

(Stand Alone)  BE16-3116018
库伯雌直子

父亲: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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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食人族家族-压缩饼干

"压缩饼干"
 (Sea Biscuit)  BE12-3044650

  作育

查特顿全省3601羽冠军
冯特内176羽冠军
亚拉斯164羽冠军
冯特内122羽冠军

压缩饼干作育子代：
瓦伦尼
查特顿全省2115羽冠军
查特顿全省2040羽冠军

海鸟
布瑞福全国4384羽31位
图勒全国5323羽39位

鸽王新瓦伦尼
盖雷全国8517羽6位
2018年KBDB全省鸽王7位

新瓦伦尼
布瑞福全国4384羽119位
图勒全国5323羽231位

梦幻赛鸽&种鸽

父亲: 母亲: 

科特:  "拥有如此顶级的品质鸽，赛鸽运动会变得很简单"

"第-号" 
(Number 1)  BE09-3038968

后代获得: 7项全省冠军,
24项全国前100位

"第-号女孩" 
(Number 1 Girl)  BE09-3038953

教父和教母直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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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压缩饼干直子

布瑞福全国4384羽31位
图勒全国5323羽39位

压缩饼干直子

盖雷全国8517羽6位
2018年KBDB全省长距离鸽王7位

压缩饼干直子

布瑞福全国4384羽119位
图勒全国5323羽231位

子代新饼干获得
2018年KBDB全省长距离鸽王3位

"海鸟"
(Sea Bird)  BE17-3117227

"鸽王新瓦伦尼" 
(Ace New Varenne)  BE17-3117274

"新瓦伦尼"
(New Varenne)  BE17-311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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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罗托
直女415"
(Daughter Poroto 415) 
  BE17-3117415

盖雷8517羽全国162位
查特路27081羽全国181位

"波罗托
直女454"
(Daughter Poroto 454)
  BE17-3117454

盖雷全国8517羽172位
安格拉姆全国5030羽201位

全兄姐: 可爱高蒂娃，压缩饼干，阿伯沃罗，...

获得4项冠军

后代获得:
PIPA排行榜4场比赛全国鸽王11位
图勒全国4169羽36位
苏雅克全国4056羽42位
苏雅克全国4056羽35位
欧瑞拉克全国3584羽38位
图勒全国7155羽98位

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食人族家族-1号配对

"波罗托" (Poroto)  BE11-3026504

  作育

  作育

第-号配对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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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食人族
叔叔814"

(Uncle Cannibal 814)
 BE13-3021814

第一号配对直子

查特路 401羽3位
冯特内1096羽12位

子代鸽王叔叔获得，
KBDB全省鸽王10位

"松鼠"
(Squirrel)
 BE16-3140971

第一号配对直子

后代获得：
7项全省冠军，
24项全国前100位，
22项冠军

全兄姐：可爱高蒂娃、
压缩饼干、阿伯沃罗、…

"博-把"
(Take a Gamble)
 BE16-3140972

第一号配对直女

后代获得：
7项全省冠军，
24项全国前100位，
22项冠军

全兄姐：可爱高蒂娃、
压缩饼干、阿伯沃罗、…

"森林战士"
(Epic)
 BE17-3117645

第一号配对直子

全兄姐：可爱高蒂娃、
压缩饼干、阿伯沃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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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KBDB全国短距离鸽王冠军  食人族
2018年KBDB全国全能鸽王5位  海洋冲浪者
2018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9位  莫比
2017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12位  海洋冲浪者

利蒙治全国  10783羽季军  食人族之星
盖雷 5331羽全国5位 海洋冲浪者
布瑞福  4384羽全国6位 德波莫将军
利蒙治  7236羽全国7位  女将军
图勒  6206羽全国8位  食人族兄弟
安格拉姆  4525羽全国8位 莫比
贾纳克  5117羽全国14位  海洋冲浪者
盖雷 5331羽全国15位  莫比
贾纳克 4940羽全国15位  新将军
图勒 323羽全国24位  将军直女
图勒  4169羽全国24位 莫比
苏雅克     3737羽全国29位  海洋冲浪者
亚精顿  2282羽全国30位 金姆B

第二号配对后代获得:
 •  KBDB 全国短距离鸽王
 •  3项KBDB全国鸽王前10位
 •  4项PIPA排行榜全国鸽王前10位 
 •  49项全国前100位
 •  6项全省冠军
 •  22项冠军

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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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号"
(Number 2)  BE08-3096887  

"第二号女孩"
(Number 2 Girl)  BE08-3096883

KBDB短距离全国鸽王冠军食人族祖父， 

第二号基础配对雄鸽

KBDB全国短距离鸽王冠军食人族祖母

第二号基础配对雌鸽

"教父"
(Godfather)  BE06-3190741

第一号雄&第二号女孩的父亲

"第二号父亲" 
(Father Number 2) 
 BE03-3008093

"教母" 
(Godmother)  BE03-3008084

第一号雄&第二号女孩的母亲

"第二号母亲" 
(Mother Number 2) 
 BE02-3058427

x
父亲: 母亲: 父亲: 母亲: 

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食人族家族-第二号配对

科特: "这对配对简直来自外星，再也找不到更好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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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食人族家族-第二号配对

"第二号"
(Number 2)  BE08-3096887

"第二号女孩"
(Number 2 Girl)  BE08-3096883

"奥拉西同窝姐妹"
 (Nestsister Ourasi)  BE14-3064415

  作育

奥拉西是KBDB全国鸽王冠军食人族的父亲， 

子代包括：
食人族之星
利蒙治全国10783羽季军
图勒全国7155羽97位 

奥拉西小子
图勒全国4169羽89位
贾纳克全国5371羽166位

优秀孙代包括：
"雷姆科食人族"-未来之星
PIPA排行榜4场比赛全国鸽王11位
苏雅克全国4056羽35位
欧瑞拉克全国3584羽38位
图勒全国7155羽98位

父亲: 母亲: 

顶级种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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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食人族之母全兄弟X奥拉西同窝姐妹 食人族之母全兄弟X奥拉西同窝姐妹

"内秀"
(Spirit Within)  BE16-3116433

"诺克斯"
(Equinox)  BE17-3117678

食人族之母全兄弟X奥拉西同窝姐妹

查特路全国20036羽167位

优秀孙代：
"雷姆科食人族"-未来之星

PIPA排行榜4场比赛全国鸽王11位
苏雅克全国4056羽35位
欧瑞拉克全国3584羽38位
图勒全国7155羽98位

"食人族奥拉西950" 
(950 Cannibal Ourasi)  BE15-3115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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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食人族家族-莫比

"特诺尔巴尼"
 (Tenor de Baune)  BE11-3026487

克莱蒙1054羽冠军
克莱蒙231羽冠军
克莱蒙199羽冠军
查特顿89羽亚军
莱格勒64羽季军
克莱蒙155羽5位
克莱蒙884羽5位
克莱蒙953羽6位
查特顿229羽8位
克莱蒙159羽9位
克莱蒙1364羽10位

子代：
莫比
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9位
安格拉姆全国4525羽8位
盖雷全国5331羽15位
图勒全国4169羽24位
布瑞福全国9278羽63位

莫比特诺尔
图勒全国5323羽32位 
波治全国7253羽41位 
安格拉姆全国5030羽43位

"第二号"
(Number 2)  BE08-3096887

"第二号女孩" 
(Number 2 Girl)  BE08-3096883

  作育

父亲: 母亲: 

KBDB鸽王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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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比"
 (Moby)   BE16-3116427 

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9位
安格拉姆全国4525羽8位 
盖雷全国5331羽15位
图勒全国4169羽24位
布瑞福全国9278羽63位

  作育

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不在此次拍卖内-2019年比赛飞失

"波塞林"
(Porcelain)  BE17-3117612

莫比回血直女

父亲:  "莫比"
(Moby)   BE16-3116427 

母亲:  "温妮"
(Winnie)  BE16-3116426

特诺尔巴尼直女

4项全国赛前70位

科特:  "他可能是第一羽向我证明普拉图食人族家族可以赢得一切的赛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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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食人族家族-莫比

莫比全兄弟

图勒全国5323羽32位
波治全国7253羽41位 
安格拉姆全国5030羽43位
布洛瓦全省5948羽154位

"莫比特诺尔"
(Moby Tenor)   BE17-3117224

3项全国赛前50位

"特诺尔巴尼" 
(Tenor de Baune)  BE11-3026487

"莫比之母" 
(Mother Moby)  BE09-3038959

父亲: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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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诺尔巴尼" 
(Tenor de Baune)  BE11-3026487

"特诺尔巴尼" 
(Tenor de Baune)  BE11-3026487

"莫比之母" 
(Mother Moby)  BE09-3038959

"莫比兄弟"
(Brother Moby)  BE13-3021802  

"无限" 
(Limitless)  BE17-3117429

半兄姐：莫比、莫比特诺尔&海鸟克莱蒙884羽9位 / 蓬图瓦兹 331羽12位
克莱蒙431羽14位 / 亚拉斯149羽第16位

冯特内338羽16位

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海洋云朵" 
(Sea Clouds)  BE16-3055653

海鸟之母

父亲: 母亲: 

父亲: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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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育

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食人族家族-第二号配对

PIPA排行榜5场比赛全国鸽王7位
利蒙治全国13569羽43位 
欧瑞拉克全国3886羽98位
图勒全国6206羽104位
贾纳克全国5117羽172位 

"探戈双胞胎"
 (Tango Twin)   BE16-3116419

"罗尼078" 
(078 Rony)  BE10-3146078

"特诺尔巴尼同窝姐妹"  
(Nestsister Tenor de Baune)

  BE11-3026488

"特诺尔巴尼
同窝姐妹"
(Nestsister Tenor de Baune) 
 BE11-3026488

第二号配对直女

作育曾孙代：
"伊莎贝拉" -未来之星
KBDB全省鸽王亚军和8位
欧瑞拉克全国3586羽65位
利蒙治全国10783羽85位

父亲: 母亲: 

3项全国前50位

父亲:  "第二号"
(Number 2)   BE08-3096887

母亲:  "第二号女孩"
(Number 2 Girl)  BE08-3096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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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号405"
(405 Number 2)  BE16-3116405  

"赛雌食人族" 
(Vliegduivin Cannibal)  BE16-3046656

KBDB全国鸽王冠军“食人族”比赛雌鸽 阿让全国5335羽84位 / 盖雷全国5331羽261位

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作育

探戈双胞胎全兄弟 探戈双胞胎全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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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诺尔巴尼姐妹"
(Sister Tenor de Baune)  BE17-3117643

"特诺尔巴尼兄弟"
(Brother Tenor de Baune)  BE16-3046667

图勒全国5323羽43位
盖雷全国8517羽123位

亚精顿全国19589羽174位

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食人族家族-第二号配对

第二号配对直女 第二号配对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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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哈巴"
(Mahubah)  BE17-3117074

图勒全国5323羽31位
盖雷全国8517羽131位
贾纳克全国4940羽239位

  作育

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玛哈拉贾
兄弟"
(Brother Maharajah)
 BE15-3115975

全兄弟：
玛哈拉贾
布瑞福全国9106羽150位
布瑞福全国9278羽213位
利蒙治全国9149羽213位
贾纳克全国5134羽285位

第二号配对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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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育

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食人族家族-伊曼努勒， 查特路全国冠军

优秀子代：
伊曼努勒
查特路全国29591羽冠军

杜尔斯湾
盖雷全国8517羽25位
查特路全国27081羽45位

艾姆海湾鸽王
KBDB长距离全省鸽王8位

优秀孙代：
曼诺洛之星
利蒙治全国10783羽9位
苏雅克全国4056羽20位
欧瑞拉克全国3586羽24位

"伊曼努勒之母"
  (Mother Emmanuelle)  BE12-3044635

"伊曼努勒之
母姐妹"
(Sister Mother Emmanuelle) 
 BE11-3026517

"教父"
(Godfather)  BE06-3190741 

第一号雄&第二号女孩的父亲

父亲: 

"教母" 
(Godmother)  BE03-3008084

第一号雄&第二号女孩的母亲

母亲: 

全国冠军的母亲

科特:  "作育多羽冠军子代，
 这些赛鸽只关注如何飞到对手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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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曼努勒"
(Emmanuelle)  BE15-3115969

"伊曼努勒姐妹"
(Sister Emmanuelle)  BE13-3021842

查特路全国29591羽冠军 优秀子代：
鸡尾酒喷射

贾纳克全国4940羽90位

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不在此次拍卖内-2016年已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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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BDB全省长距离鸽王8位

子代: 海湾饼干
苏雅克全国4056羽48位

利蒙治全国10783羽126位

半兄姐：伊曼努勒、食人族之星、
星光、安洁莉娜

寂寞之星全兄弟

"艾姆海湾鸽王"
(Ace Emcove)  BE17-3117201

"寂寞之星" 
(Lonesome Star)  BE17-3117483

"午夜"
(Midnight)  BE17-3117492

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食人族家族-伊曼努勒，查特路全国冠军

父亲: "海湾"
 (Sea Cove‘)  BE12-3044649   

超级种鸽

母亲: "伊曼努勒之母"
(Mother Emmanuelle)  BE12-3044635 

伊曼努勒半姐妹

"星光"
(Starlight)  BE12-3112538
子代获得全国季军, 17位., 97位

"伊曼努勒之母"
(Mother Emmanuelle)

  BE12-3044635 

父亲: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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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食人族家族-第二号配对

第二号配对直孙女

2018年KBDB全国全能鸽王13位
利蒙治全国7236羽7位
图勒全国6206羽35位
欧瑞拉克全国3886羽155位
贾纳克全国4940羽176位
盖雷全国8517羽194位
查特路全国27081羽219位
苏雅克全国3737羽279位

"奥拉西兄弟064" 
(Brother Ourasi 064) 
 BE10-3146064

第二号配对直子

"罗尼847" 
(847 Rony) 

 BE13-3021847

33

"女将军"
  (Lady General)  BE17-3117650

父亲: 母亲: 

科特:  "一代又一代的冠军鸽，还在继续……"

5项全国前20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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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食人族家族-新将军 

"将军之父"
(Father General)  BE11-3026500

第二号配对直孙

"将军之母"
(Mother General)  BE12-3044604 

教父 x 教母直孙女

"将军"
  (General)  BE13-3021839 x

父亲: 母亲: 

超级育种配对
……梦幻配对！

科特:  "我见过的最佳育种配对-他们如此相爱-夜夜共眠-冠军就出自真爱。2017年他们仅作育4羽子代, 全都取得全国赛顶级名次-100%冠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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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X伊娜史考
特子代：

新将军
PIPA排行榜4场KBDB比赛全国鸽王亚军
PIPA排行榜3场KBDB比赛全国鸽王季军
2019年KBDB全国全能鸽王12位
贾纳克全国4940羽15位
欧瑞拉克全国3886羽36位
安格拉姆全国5030羽48位
图勒全国6206羽55位
图勒全国5323羽61位
利蒙治全国7236羽66位
亚精顿全国15235羽117位
利蒙治全国9661羽203位

将军直女
图勒全国5323羽24位
图勒全国6206羽53位
安格拉姆全国5030羽80位
亚精顿全国15235羽96位

德波莫将军
PIPA排行榜全国鸽王9位
布瑞福全国4384羽6位

赫特
波治全国20759羽46位

赫特兄弟
图勒全国6206羽44位

将军的女孩
盖雷全国8517羽59位
贾纳克全国4940羽235位
图勒全国6206羽266位

15项全国前100位x
"伊娜史考特"

 (Ina Scot)   BE13-3021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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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食人族家族-新将军

"将军直女"
 (General’s Daughter)  BE17-3117658

4项全国前100位

新将军姐妹

图勒全国5323羽24位
图勒全国6206羽53位
安格拉姆全国5030羽80位
亚精顿全国15235羽96位
盖雷全国8517羽158位
利蒙治全国13569羽167位
苏雅克全国3737羽245位

"将军"
(General)  BE13-3021839

"伊娜史考特"
(Ina Scot)  BE13-3021726

父亲: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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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
(General)  BE13-3021839

"伊娜史考特"
(Ina Scot)  BE13-3021726

PIPA排行榜全国鸽王亚军

PIPA排行榜4场KBDB比赛全国鸽王亚军
-落后同舍朱莉娅
PIPA排行榜3场KBDB比赛全国鸽王季军
2019年KBDB全国全能鸽王12位
贾纳克全国4940羽15位
欧瑞拉克全国3886羽36位
安格拉姆全国5030羽48位
图勒全国6206羽55位
图勒全国5323羽61位
利蒙治全国7236羽66位
亚精顿全国15235羽117位
利蒙治全国9661羽203位

"新将军"
  (New General)  BE17-3117649

6项全国前70位

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父亲: 母亲: 

科特:  "百万分之一, 我的头号最爱。所有上手过这羽赛鸽的顶级赛手都一致认为他绝非寻常, 绝对是一羽独一无二的冠军鸽，漂亮、肌肉、
 良好的性格, 你很难看到优点集中到一羽赛鸽。我百分之百确定他在2020年仍是鸽舍的冠军—没有一羽赛鸽以这样的姿态回家—像
 一只鹰, 充满活力。我可以写出一整本书来描述他非凡的才能。我有机会能够使翔他, 我会很想念他的, 并祈祷我的赛鸽生涯中能拥有另一羽
 "新将军"。他是未来的标志种鸽, 我从没有比他更有潜力的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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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女孩"
(General’s Girl)  BE17-3117657

布瑞福全国4384羽6位
图勒全国5326羽172位

盖雷全国8517羽59位
贾纳克全国4940羽235位
图勒全国6206羽266位

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食人族家族-新将军

父亲: 母亲: 父亲: 母亲: 

"德波莫将军"
(General de Pommeau)  BE17-3117648

*不在此次拍卖内

新将军姐妹新将军兄弟

"将军"
(General)  BE13-3021839

"将军"
(General)  BE13-3021839

"伊娜史考特"
(Ina Scot)  BE13-3021726

"伊娜史考特"
(Ina Scot)  BE13-3021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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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特"
(Hutt)  BE16-3116401

"赫特兄弟"
(Brother Hutt)  BE16-3116402

波治全国20759羽46位
波治全国20284羽167位

新将军兄弟 / 图勒全国6206羽44位
苏雅克全国3737羽109位 / 波治全国20284羽139位
图勒全国4169羽175位 / 莱邦纳全国3950羽238位

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新将军姐妹

父亲: 母亲: 父亲: 母亲: 

"将军"
(General)  BE13-3021839

"将军"
(General)  BE13-3021839

"伊娜史考特"
(Ina Scot)  BE13-3021726

"伊娜史考特"
(Ina Scot)  BE13-3021726

4项全国前20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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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X伊娜史考特直孙女

盖雷全国5331羽383位
布瑞福全国9278羽682位

新将军兄弟 “将军”X“伊娜史考特”孙代

"将军996" 
(General 996)  BE16-3140996

"将军在上"
(General Top)  BE17-3117673

"将军500"
(General 500)  BE17-3117500

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食人族家族-新将军

父亲: "将军"
(506 General)   BE15-3075506  

将军 x伊娜史考特直子

母亲: "伊曼努勒姐妹"
(Sister Emmanuelle)  BE13-3021842   

查特路29591羽全国冠军姐妹 

父亲:  "将军"
(General) 

   BE13-3021839

母亲:  "伊娜史考特"
(Ina Scot)  

 BE16-3046641  

父亲:  "447"
(De 447)   BE15-3115447 

"恶魔龙" 直子, "红龙" 兄弟X "恶魔直女"

母亲:  "赫特"
(Hutt)  BE16-3116401  

出自“将军”X“伊娜史考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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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克&希尔德.西翁:
"一段成功故事, 基于一个目标-以成绩为目标的不断汰选,
带来一直跻身顶级水平的鸽系, 能够轻松驾驭最高水平的比赛节奏。"

路克&希尔德.西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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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食人族家族-海洋冲浪者

"海洋冲浪者
之母"
 (Mother Sea Surfer)  BE13-3021828

特诺尔巴尼直孙女

  作育

"海洋冲浪者外祖父" 
(Grandfather Sea Surfer)

  BE12-3044611
第二号配对直子特诺尔巴尼直子

"海湾半姐妹"
(Halfsister Sea Cove)

  BE08-3096856

梦幻种鸽

父亲: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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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KBDB全国全能鸽王5位
2017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12位
盖雷全国5331羽5位
贾纳克全国5117羽14位
苏雅克全国3737羽29位
图勒全国4169羽53位
图勒全国6206羽62位
利蒙治全国10554羽64位
波治全国20284羽101位
安格拉姆全国4525羽117位
利蒙治全国15789羽156位
贾纳克全国5371羽238位

"海洋冲浪者"
  (Sea Surfer)  BE16-3116410

7项全国前101位

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海洋冲浪者父亲"
(Father Sea Surfer) 
 BE09-3038961

“海洋冲浪者母亲”
(Mother Sea Surfer)
 BE13-3021828

父亲: 母亲: 

科特:  "我的又一最爱-连续两年获得全国鸽王-胜任各种距离比赛的优秀冠军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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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冲浪者姐妹"
(Sister Sea Surfer)  BE16-3140968

"海洋冲浪者兄弟"
(Brother Sea Surfer)  BE15-3075558

查特路全国18799羽81位 / 威尔森全国20956羽236位
波治全国24055羽247位 / 利蒙治全国15789羽513位

波治全国23155羽91位 / 利蒙治全国9661羽391位
查特路全国20036羽426位 / 波治全国20284羽442位

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食人族家族-海洋冲浪者

父亲: 母亲: 

"海洋冲浪者父亲"
(Father Sea Surfer) 
 BE09-3038961

"海洋冲浪者母亲"
(Mother Sea Surfer)
 BE13-3021828

父亲: 母亲: 

"海洋冲浪者父亲"
(Father Sea Surfer) 
 BE09-3038961

"海洋冲浪者母亲"
(Mother Sea Surfer)
 BE13-302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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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之路"
(Sea Street)  BE17-3117671

"海洋目标"
(Sea Target)  BE16-3046658

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海洋冲浪者姐妹 海洋冲浪者姐妹

父亲: 母亲: 

"海洋冲浪者父亲"
(Father Sea Surfer) 
 BE09-3038961

"海洋冲浪者母亲"
(Mother Sea Surfer)
 BE13-3021828

父亲: 母亲: 

"海洋冲浪者父亲"
(Father Sea Surfer) 
 BE09-3038961

"海洋冲浪者母亲"
(Mother Sea Surfer)
 BE13-302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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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食人族家族-海湾

KBDB全省短距离鸽王冠军
亚拉斯1526羽冠军
克莱蒙1356羽冠军
冯特内1264羽冠军
冯特内174羽冠军
克莱蒙884羽亚军
冯特内844羽6位
克莱蒙953羽8位
克莱蒙1104羽9位
克莱蒙1056羽9位

子代：
比利湾、艾姆海湾鸽王、新食人族……
PIPA排行榜全国鸽王5位
2019年KBDB全国全能鸽王6位
PIPA排行榜全国鸽王9位
PIPA排行榜全国鸽王12位
苏雅克全国4056羽4位
查特路全国27081羽15位
盖雷全国8517羽25位
图勒全国7155羽36位
查特路全国27081羽45位
亚精顿全国19859羽47位
威尔森全国11574羽67位
波治全国19133羽91位

"海湾"
  (Sea Cove)  BE12-3044649

"海湾父亲" 
(Father Sea Cove) 
 BE08-3096552

查特路全国赛冠军伊曼努勒祖父

"海湾母亲"
(Mother Sea Cove) 
 BE05-3078629

查特路全国赛冠军伊曼努勒祖母

难以置信的
赛鸽和种鸽

  作育

父亲: 母亲: 

科特:  "普拉图食人族鸽系的起点，和食人族一起成为我省最佳短
 距离赛鸽。22项全国前100位。超级赛鸽和优秀种鸽。
 新食人族的祖父并作育了很多优秀未来明星鸽，优秀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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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兄姐比利湾获得：
查特路全国27081羽15位 / 亚精顿全国19859羽47位

波治全国19133羽92位 / 图勒全国5326羽235位
安格拉姆全国5030羽285位 / 盖雷全国8517羽422位

全姐妹海洋女孩获得：
克莱蒙 3267羽冠军 / 克莱蒙 3274羽亚军
克莱蒙 377羽亚军 / 克莱蒙 169羽亚军

"海湾" 
(Sea Cove)  BE12-3044649 "海湾" 

(Sea Cove)  BE12-3044649

"海洋女孩母亲"  
(Mother Sea Girl)  BE13-3021801

海洋冲浪者半姐妹
"年轻比利"  

(Young Billy)  BE14-3154826
比利湾母亲, 利蒙治全国冠军纳布莉娜半姐妹, 

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海洋船长"
(Sea Captain)  BE16-3046617

"海湾黑暗"
(Cove Darkness)  BE17-3117084

海湾直子 海湾直女

父亲: 母亲: 
父亲: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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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食人族家族-欧佐女郎

2018年KBDB全国全能鸽王季军
PIPA排行榜3场KBDB比赛全国鸽王12位
利蒙治全国7236羽9位
图勒全国6206羽10位
贾纳克全国4940羽51位
布瑞福全国4384羽97位
盖雷全国8517羽157位
欧瑞拉克全国3886羽168位
亚精顿全国15235羽178位
苏雅克全国3737羽192位
拿邦全国3037羽263位

"欧佐同窝兄弟"
(Nestbrother Ozo) 
 BE16-3046759

教父x 教母直孙

"欧佐女郎母亲" 
(Mother Lady Ozo)
 BE13-3022561

全姐妹小戴特获苏雅克全国冠军
-艾瑞克·丹尼斯

"欧佐女郎"
 (Lady Ozo)  BE17-3117287

4项全国前100位

父亲: 母亲: 

  作育

科特:  "在获得全国鸽王季军后，今年她又取得图勒全国10位-顶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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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佐女郎母亲" 
(Mother Lady Ozo)  BE13-3022561

"欧佐460"
(460 Ozo)  BE14-3064460

"欧佐女郎姐妹" 
(Sister Lady Ozo)  BE17-3117346

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全姐妹小戴特获苏雅克全国冠军-艾瑞克•丹尼斯 欧佐兄弟

父亲:  "迪德里克"
(Diederick)   BE07-3023941

母亲:  "涡轮伯爵夫人"
(As Turbo Countess) 
 BE06-3060172 

涡轮直女, 诺尔.利本斯

父亲:  "欧佐父亲"
(Father Ozo)  

  BE12-3044613

母亲:  "欧佐母亲"
(Mother Ozo) 

 BE12-3044404

父亲:  "欧佐同窝兄弟"
(Nestbrother Ozo)   BE16-3046759 

教父 x 教母直孙

母亲:  "欧佐女郎母亲"
(Mother Lady Ozo) 
 BE13-3022561

全姐妹小戴特获苏雅克全国冠军-艾瑞克·丹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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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代

= 孙代

= 曾孙代

"红龙兄弟" (Brother Red Dragon)  BE08-3004448                        "黑比尔"  (Black Bill)  BE08-3156212

* = 不在本场拍卖会上线

"红雨" *
 BE10-3100520

"奈斯特父亲"
 BE15-3115541

"保罗红雨794"
 BE14-3114794

"莫法"
 BE17-3117438
4次全国前42位

PIPA2场比赛全国鸽王6位

"鸽王保罗柯芬" * 
 BE17-3117030
PIPA全国鸽王8位

图勒全国 5326羽44位

"红柯芬鸽王" * 
 BE17-3117322

KBDB全省长距离鸽王5位
查特路全国18499羽128位

"保罗红雨793" *
 BE14-3114793

"埃格顿"
 BE17-3117368

苏雅克全国3737羽79位
欧瑞拉克全国 3886羽121位

"奈斯特" 
 BE17-3117157

苏雅克全国3737羽8位
图勒全国 6206羽24位

"班福德"  *
 BE11-3011428

"幸运彩票"
 BE16-3116082

"彩票" 
 BE17-3117174

安格拉姆5030羽90位
图勒全国 5323羽253位

"甜蜜彩票" *
 BE18- 3118139

图勒全国7155羽27位
苏雅克全国4056羽90位

"凯西" *
 BE18- 3118140

苏雅克全国 4056羽36位
图勒全国 7155羽44位

"奥蒂乐1号"
 BE15-3115503

图勒全国 6206羽25位
利蒙治全国15789羽51位

"马哈巴"
 BE17-3117074

图勒全国5323羽31位
盖雷全国 8517羽131位

"米尔妮"
 BE15-3115072

KBDB全省中距离鸽王9位
查特路全国29591羽76位

"山脉"
 BE15-3115261

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6位
6次全国前100位

"山脉直女"  
 BE17-3117171

KBDB全省鸽王4位
4次全国前60位

"单眼安洁莉娜" * 
 BE13-3113343

"山德勒威尔斯"
 BE17-3117056
3次全国前60位

"爱黛儿鸽王148" 
 BE16-3116148
5次全国前110位

"爱黛儿163" *
 BE18-3118163

图勒全国 7155羽35位
苏雅克全国 4056羽192位

"比利女郎"
 BE15-3115294

"比利374"
 BE17-3117427

贾纳克全国5371羽48位
波治全国20284羽60位

"比利" * 
 BE11-3011204

"比利006" *
 BE15-3115006

贾纳克全国 3904羽177位

"939"
 BE16-3140939

  // 纳布莉娜家族血统图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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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龙兄弟" (Brother Red Dragon)  BE08-3004448                        "黑比尔"  (Black Bill)  BE08-3156212

"纳布莉娜"
 BE15-3115471

利蒙治全国 13569羽冠军
布瑞福全国 9106羽122位

"爱黛儿143"  
 BE15-3115143

"爱黛儿鸽王038" 
 BE17-3117038

KBDB全国全能鸽王亚军
3次全国前70位

"爱黛儿" *
 BE11-3011390
7次全国前105位

"爱黛儿鸽王038 同窝姐妹" 
 BE17-3117037

布瑞福全国 4384羽177位.

"盖恩斯伯勒" 
 BE17-3117179

PIPA 5场比赛全国鸽王12位
安格拉姆全国 5030羽97位

"新安洁莉娜" *
 BE18-3118145

KBDB全省长距离鸽王6位
亚精顿全国16496羽108位

"麦克奈力"
 BE17-3117169 

布瑞福全国 4384羽136位.

"拂晓安洁莉娜" *
  BE18-3118183

查特顿全省 3129羽8位
欧瑞拉克全国3584羽21位
利蒙治全国10783羽247位

"恶魔岛" *
 BE18-3118174

图勒全国7155羽118位
苏雅克全国4056羽125位

"克里斯普"
 BE16-3140929

安格拉姆全国 4525羽93位
盖雷全国 5331羽148位

"麦克安洁莉娜" *
 BE15-3115623

布瑞福全国9106羽202位

"安吉拉"
 BE17-3117272

苏雅克全国3737羽51位
图勒全国5323羽117位

"新安洁莉娜" *
 BE18-3118145

KBDB全省长距离鸽王6位
亚精顿全国16496羽108位

"安洁莉娜直子 028" 
 BE16-3116028

"安洁莉娜" *
 BE12-3112027
4次全国前40位

"拉姆丝登"
 BE15-3115062

"灰安洁莉娜" *
 BE12-3112028

"天使闪电"
 BE17-3117356

贾纳克全国 4940羽5位
安格拉姆全国 5030羽94位

"迪瓦闪电"
 BE17-3117421

贾纳克全国 4940羽63位

"闪电号小姐"
 BE17-3117422 

盖雷全国8517羽140位
图勒全国5323羽145位

"戈德丽" *
 BE14-3114277

拉索特年全国 6205羽60位

"黑卡维尔"
 BE15-3115522

安格拉姆全国 4525羽16位
图勒全国4169羽38位

"653灰安洁莉娜"
 BE15-3115653

利蒙治全国9661羽52位
威尔森全国 20956羽187位

"托斯卡勒" * 
 BE17-3117078

利蒙治全国7236羽11位
贾纳克全国 4940羽83位

"红朗姆" * 
 BE15- 3115010

莱邦纳全国3176羽60位
利蒙治全国7274羽173位

"天生好动" * 
 BE15-3115486

"天生舞者"
 BE16-3116383

安格拉姆全国  4525羽33位
苏雅克全国 3737羽62位

"龙" *
 BE13-3113480

"戈德丽直子"
 BE15-3115259

伊苏丹全国11984羽22位
布瑞福全国9106羽44位

"席尔维" *
 BE18-3118061

查特顿全省 3129羽冠军
查特顿全省4748羽5位

"064" *
 BE17-3117064

PIPA 5场比赛全国鸽王16位
安格拉姆全国 5030羽119位
利蒙治全国 7236羽124位

 BE17-3117063 
亚精顿全国 19859羽210位

"红安洁莉娜 2" *
 BE12-3112257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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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纳布莉娜家族-利蒙治全国冠军

纳布莉娜全姐妹

苏雅克全国3737羽21位
波治全国20759羽45位
威尔森全国20956羽75位
利蒙治全国15789羽82位
盖雷全国5331羽110位
波治全国20284羽278位

"比利"
(Billy)  BE11-3011204

超级种鸽,出自红龙兄弟 x 黑比尔

"爱黛儿"
(Adele)  BE11-3011390

4年内获得4项鸽王

"鸽王爱黛儿148"
 (Ace 148 Adele)  BE16-3116148

5项全国前110位

  姐妹

父亲: 母亲: 

科特:  "爱黛儿超级血统还在继续—一代接一代取得顶级成绩。
 众多顶级鸽友的最爱。全姐妹纳布瑞娜是获得利蒙治全国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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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
(Billy)  BE11-3011204

超级种鸽,出自红龙兄弟 x 黑比尔

"爱黛儿"
(Adele)  BE11-3011390

超级赛鸽和种鸽

利蒙治全国13569羽冠军
布瑞福全国9106羽122位
贾纳克全国9371羽196位

姐妹：
鸽王爱黛儿148
苏雅克全国3737羽21位
波治全国20759羽45位
威尔森全国20956羽75位
利蒙治全国15789羽82位

"纳布莉娜"
  (Nabrina)  BE15-3115471

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父亲: 母亲: 

科特:  "这羽漂亮赛鸽给我带来最骄傲的胜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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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荣获：
波治全国23155羽429位

子代:
波治全国19133羽107位

"纳布莉娜兄弟" 
(Brother Nabrina)  BE15-3115467

"纳特摩戈"
(Nutmeg)  BE15-3115463

"食人族纳布莉娜" 
(Cannibal Nabrina)  BE17-3117622

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纳布莉娜家族-利蒙治全国冠军

  作育

纳布莉娜姐妹纳布莉娜兄弟

父亲:  "比利"
(Billy)   BE11-3011204 

超级种鸽,出自红龙兄弟 x 黑比尔

母亲:  "爱黛儿"
(Adele)  BE11-3011390

超级赛鸽和种鸽

父亲:  "比利"
(Billy)   BE11-3011204 

超级种鸽,出自红龙兄弟 x 黑比尔

母亲:  "爱黛儿"
(Adele)  BE11-3011390

超级赛鸽和种鸽

父亲:  "KBDB全国鸽王
冠军食人族全兄弟"

(Brother Cannibal, 1. Nat. Ace KBDB)  
  BE15-3115959

母亲:  "纳特摩戈"
(Nutmeg)  BE15-3115463

纳布莉娜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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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育

纳布莉娜半姐妹
山脉姐妹

优秀子代：
比利374
贾纳克全国5371羽48位
波治全国20284羽60位
盖雷全国5331羽126位

"比利女郎"
 (Lady Billy)   BE15-3115294

"比利374"
(374 Billy)  BE16-3116374

贾纳克全国5371羽48位
波治全国20284羽60位
盖雷全国5331羽126位
波治全国7253羽408位
亚精顿全国11503羽444位

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比利" 
(Billy)  BE11-3011204

超级种鸽,出自红龙兄弟 x 黑比尔

"年轻琳达"
(Linda Jr)  BE10-3100523

父亲: 母亲: 

父亲:  "-"
   BE15-3115027 
宝琳兄弟 x安妮塔姐妹

母亲:  "比利女郎"
(Lady Billy)  BE15-3115294

纳布莉娜半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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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布莉娜半姐妹

2018年KBDB全国全能鸽王6位
盖雷全国5331羽41位
图勒全国4169羽51位
波治全国20284羽69位
利蒙治全国13569羽74位
亚精顿全国11223羽80位
利蒙治全国15789羽100位
利蒙治全国9661羽124位
伊苏丹全国11984羽157位
欧瑞拉克全国3886羽170位
安格拉姆全国4525羽244位
亚精顿全国15235羽289位

优秀子代：
山脉直女
欧瑞拉克全国3886羽21位
利蒙治全国9661羽41位
盖雷全国8517羽43位
苏雅克全国3737羽60位
贾纳克全国4940羽274位

"山脉"
 (Mountian)  BE15-3115261

  作育

6项全国前100位
父亲: 母亲: 

科特:  "超级赛鸽也已是优秀种鸽, 我鸽舍经理的最爱。" 

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纳布莉娜家族-山脉

"比利" 
(Billy)  BE11-3011204

超级种鸽,出自红龙兄弟 x 黑比尔

"年轻琳达"
(Linda Jr)  BE10-310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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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瑞拉克全省冠军 / 欧瑞拉克全国3886羽21位
利蒙治全国9661羽41位 / 盖雷全国8517羽43位

苏雅克全国3737羽60位 / 贾纳克全国4940羽274位

"哈里森兄弟" 
(Brother Harrison)  BE15-3115235

黑托伊x 安妮咪直孙

"哈里森兄弟" 
(Brother Harrison)  BE15-3115235

黑托伊x 安妮咪直孙

"山脉"
(Mountian)  BE15-3115261

"山脉"
(Mountian)  BE15-3115261

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山脉直女"
(Daughter Mountian)   BE17-3117171

"山脉直女姐妹"
(Sister Daughter Mountian)

  BE17-3117682

4项全国前60位

父亲: 父亲: 母亲: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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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纳布莉娜家族-鸽王爱黛儿038

纳布莉娜半姐妹
爱黛儿直女

优秀子代：
鸽王爱黛儿038
2018年KBDB全国全能鸽王亚军
布洛瓦全省4845羽冠军
贾纳克全国4940羽7位
图勒全国6206羽12位
苏雅克全国3737羽65位
盖雷全国8517羽122位
拿邦全国3005羽126位
利蒙治全国7236羽192位

萨德 威尔斯
安格拉姆全国5030羽49位
贾纳克全国4940羽53位
苏雅克全国3737羽56位

"钻石405" 
(405 Diamond)  BE11-3011405

魔鬼女兄弟 

"爱黛儿" 
(Adele)  BE11-3011390

超级赛鸽和种鸽

"爱黛儿143"
(143 Adele)   BE15-3115143

父亲: 母亲: 

科特:  "我拥有过最好赛鸽的母亲，非常优秀的种雌鸽，作育众多冠军。
 爱黛儿血统将一直为我带来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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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洁"
(Procter)  BE14-3154863

顶级赛鸽美姬直子

"爱黛儿143"
(143 Adele)  BE15-3115143

爱黛儿直女，纳布莉娜半姐妹

2018年KBDB全国全能鸽王亚军
布洛瓦全省4845羽冠军
贾纳克全国4940羽7位
图勒全国6206羽12位
苏雅克全国3737羽65位
盖雷全国8517羽122位
拿邦全国3005羽126位
利蒙治全国7236羽192位

"鸽王爱黛儿038"
  (Ace 038 Adele)  BE17-3117038

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6项全国前200位

父亲: 母亲: 

科特:  "超级明星: 她在2018年最后一场比赛拿邦
 赛是隔夜赛, 紧接着2019年第一场比赛她以3
 分钟的领先优势取得联省冠军。"

  作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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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鸽王爱黛儿038姐妹"
(Sister Ace 038 Adele)  BE17-3117037

布瑞福全国4384羽117位
利蒙治全国7236羽435位

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纳布莉娜家族-鸽王爱黛儿038

"萨德 威尔斯"
(Sadlers Wells)  BE17-3117056

PIPA排行榜全国鸽王11位 / 安格拉姆全国5030羽49位
贾纳克全国4940羽53位 / 苏雅克全国3737羽56位
布瑞福全国4383羽243位 / 盖雷全国8517羽351位

"比利006"
(006 Billy)  BE15-3115006

出自比利 x布登

父亲: 母亲: 父亲: 母亲: 

3项全国前60位

"宝洁"
(Procter)  BE14-3154863

顶级赛鸽美姬直子

"爱黛儿143"
(143 Adele)  BE15-3115143

爱黛儿直女，纳布莉娜半姐妹

"爱黛儿143"
(143 Adele)  BE15-3115143

爱黛儿直女，纳布莉娜半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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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纳布莉娜家族-利蒙治全国冠军

连续4年获得4项全国鸽王
波提尔全国13813羽季军
蒙吕松全国14230羽7位
查特路全国15902羽22位
盖雷全国7681羽52位
拉索特年全9584羽国94位
波治全国9639羽105位

爱黛儿优秀子代：
利蒙治全国13569羽冠军
KBDB全国全能鸽王亚军
贾纳克全国4940羽7位
图勒全国6206羽12位
苏雅克全国3737羽21位
图勒全国7155羽35位
波治全国20759羽45位
苏雅克全国3737羽65位
威尔森全国20956羽75位
利蒙治全国15789羽82位

"爱黛儿" 
 (Adele)   BE11-3011390

"爱黛儿直女"
(Daughter Adele) 
 BE15-3115242

利蒙治全国冠军纳布莉娜半姐妹， 

爱黛儿143姐妹，
鸽王爱黛儿038母亲

6次全国前
105位

*不在此次拍卖内

父亲:  "钻石405"
(405 Diamond)   BE11-3011405 

魔鬼女兄弟 

母亲:  "爱黛儿"
(Adele)  BE11-3011390

超级赛鸽和种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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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森兄弟"
(Brother Tyson)  BE15-3050614

"保罗红雨794"
(794 Pau Red Rain)  BE14-3114794

莫法父亲

泰森获得：
布瑞福全国5929羽13位 / 拉索特年全国9760羽40位

优秀子代： 鸽王红柯芬
KBDB全省长距离鸽王5位 / 查特路全国18499羽128位 

鸽王保罗柯芬
KBDB全省长距离鸽王6位
图勒全国5323羽44位 
盖雷全国8517羽138位
贾纳克全国4940羽151位
利蒙治全国7236羽193位
亚精顿全国21912羽280位

优秀孙代：新饼干
2018年KBDB全省长距离鸽王季军

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纳布莉娜家族-莫法

"范胡克639"
(Van Hoeck 639)  BE12-3004639

"无压力"
(No Stress)  BE11-3008318

x
  作育

莫法母亲吉诺.
克里克原舍

父亲:  "吉拉德"
(Gerard)   BE06-4334452 

母亲:  "红雨"
(Red Rain)  BE10-3100520

出自红龙兄弟 x 黑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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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森兄弟"
(Brother Tyson)  BE15-3050614

"保罗红雨794"
(794 Pau Red Rain)
  BE14-3114794

PIPA排行榜2场KBDB比赛全国鸽王6位
图勒全国6206羽10位
利蒙治全国13569羽11位
贾纳克全国4940羽11位
盖雷全国8517羽42位
安格拉姆全国5030羽254位
图勒全国5323羽317位

"莫法"
 (Moifaa)  BE17-3117438

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4项全国前50位

父亲: 母亲: 

科特:  "又一羽超级冠军鸽, 同年获得全国长距离赛10
 和11位。她连续两年都取得优异成绩, 她可能是
 我拥有过最好赛鸽之一, 也是一些顶级鸽友的最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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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育

"奈斯特父亲"
(Father Nyquist) 
 BE15-3115541

安洁莉娜半兄弟

"奈斯特"
(Nyquist)  BE17-3117157
PIPA排行榜4场KBDB比赛全国鸽王9位
苏雅克全国3737羽8位
图勒全国6206羽24位
欧瑞拉克全国3886羽100位
盖雷全国8517羽159位
查特路全国27081羽172位
利蒙治全国9661羽254位
贾纳克全国4940羽391位
利蒙治全国7236羽508位

"奈斯特父亲" 
(Father Nyquist) 
 BE15-3115541

"柯芬直女" 
(Daughter Coffin) 
 BE15-3115646

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纳布莉娜家族-安洁莉娜血统

2项全国前25位

父亲: 母亲: 

父亲:  "红龙兄弟"
(Brother Red Dragon)   BE08-3004448 

布莉娜祖父

母亲:  "布伦丹"
(Brenda)  NL10-3026425

快速里欧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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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黑卡维尔"
(Black Caviar)  BE15-3115522

"灰安洁莉娜653"
(653 Blue Angelina)  BE15-3115653

  兄弟

安格拉姆全国4525羽16位
图勒全国4169羽38位
苏雅克全国3737羽128位
布瑞福全国9106羽186位
贾纳克全国5234羽245位

子代：图勒全国9578羽141位

孙代新卡维尔
苏雅克全国4056羽107位
欧瑞拉克全国3584羽177位

利蒙治全国9661羽52位
威尔森全国20956羽187位
波治全国23155羽211位
利蒙治全国9149羽300位

子代托斯卡勒
利蒙治全国7236羽11位
贾纳克全国4940羽83位
图勒全国5323羽189位

2项全国前40位

黑卡维尔兄弟

父亲: 

 "尼古拉斯"
(Nicholas)   BE12-3112045

母亲:  

 "灰安洁莉娜"
(Blue Angelina)

  BE12-3112028
安洁莉娜姐妹

父亲: 

 "尼古拉斯"
(Nicholas)   BE12-3112045

母亲:  

 "灰安洁莉娜"
(Blue Angelina)

  BE12-3112028
安洁莉娜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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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子代有： 天使闪电
贾纳克全国4940羽5位 / 安格拉姆全国5030羽94位
波治全国24055羽234位 / 图勒全国5323羽309位

迪瓦闪电: 贾纳克全国4940羽63位

"尼古拉斯"
(Nicholas)  BE12-3112045

"尼古拉斯"
(Nicholas)  BE12-3112045

"灰安洁莉娜"
(Blue Angelina)  BE12-3112028

安洁莉娜姐妹

"灰安洁莉娜"
(Blue Angelina)  BE12-3112028

安洁莉娜姐妹

"夜间列车"
(Night Train)  BE15-3115654

"拉姆丝登"
(Lumsden)  BE15-3115062

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纳布莉娜家族-安洁莉娜血统

  兄弟

  作育

黑卡维尔兄弟

黑卡维尔姐妹

父亲: 父亲: 母亲: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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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纳克4940羽全国5位 / 安格拉姆5030羽全国94位
波治24055羽全国234位 / 图勒5323羽全国309位

呼唤天使的母亲: KBDB长距离鸽王全省6位 

贾纳克全国4940羽63位
利蒙治全国13569羽412位
安格拉姆全国5030羽419位

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天使闪电"
(Angel Bliksem)  BE17-3117356

"迪瓦闪电"
(Diva Bliksem)  BE17-3117421

  姐妹

"年轻闪电"
(Young Bliksem)  BE10-3100127

闪电号&灰鸽王95的直孙

"拉姆斯登"
(Lumsden)  BE15-3115062

红龙兄弟 x 黑比尔的直孙女

Father 母亲: 

"年轻闪电"
(Young Bliksem)  BE10-3100127

闪电号&灰鸽王95的直孙

"拉姆斯登"
(Lumsden)  BE15-3115062

红龙兄弟 x 黑比尔的直孙女

Father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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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蒙治全国15789羽17位 / 安格拉姆全国4525羽18位
贾纳克全国5117羽47位 / 图勒全国9578羽200位

利蒙治全国7274羽352位盖雷全国8517羽140位
图勒全国5323羽145位

亚精顿全国19859羽344位

"闪电小姐"
(Miss Bliksem)   BE17-3117422

"高昂闪电"
(Gone Bliksem)  BE16-3116326

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纳布莉娜家族-安洁莉娜血统

"哈维母亲"
(Mother Harvey)  BE12-3054075

父亲: 母亲: 

科特:  "最美雌鸽之一，超级明星"

3项全国前50位

"年轻闪电"
(Young Bliksem)  BE10-3100127

闪电号&灰鸽王95的直孙

"年轻闪电"
(Young Bliksem)  BE10-3100127

闪电号&灰鸽王95的直孙"拉姆斯登"
(Lumsden)  BE15-3115062

红龙兄弟 x 黑比尔的直孙女

Father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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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光" 
(Starlight)  BE12-3112538

出自年轻拉比奥x安妮咪

"红安洁莉娜 2号"
(Red Angelina 2)  BE12-3112257

出自红龙兄弟 x 黑比尔

子代还有： 食人族之星
利蒙治全国10783羽3位 / 图勒全国7155羽97位

孙代： 曼诺洛之星-未来之星
KBDB全省长距离鸽王2位

PIPA排行榜4场KBDB比赛全国鸽王亚军 波治全国20759羽17位

半兄姐：食人族之星: 利蒙治全国10783羽3位
图勒全国7155羽97位

红朗姆: 莱邦纳全国3176羽60位
利蒙治全国7274羽173位 / 安格拉姆全国4525羽258位

安格拉姆全国4525羽33位
苏雅克全国3737羽62位
波治全国20284羽155位
图勒全国6206羽223位

"星光"(Starlight)  BE12-3112538

"星光安洁莉娜" 
(Starlight Angelina)  BE16-3116368

"天生舞者" 
(Native Dancer)  BE16-3116383

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父亲: 母亲: 

科特:  "顶级种鸽,
 出自鸽系两羽基础鸽配对"

父亲:  "年轻拉比奥"
(Labiau Junior)   BE02-4425363

母亲:  "安妮咪"
(Annemie)   BE04-3235150

父亲:  "费舍尔半兄弟"
(Halfbrother Fisher)  
  BE15-31154523

母亲:  "天生好动"
(Native Mover)  BE15-3115486

红安洁莉娜 2号直女

  作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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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纳布莉娜家族-安洁莉娜血统

  作育

新安洁莉娜获得: KBDB长距离鸽王全省6位
亚精顿全国16496羽108位 / 苏雅克全国4056羽276位

子代: 安吉拉 苏雅克全国3737羽51位

半兄姐盖恩斯伯勒获得
PIPA排行榜5场KBDB比赛全国鸽王12位

安格拉姆全国5030羽97位
图勒全国5323羽237位 / 苏雅克全国3737羽240位

苏雅克全国3737羽51位
图勒全国5323羽117位

威尔森全国20956羽232位

"安洁莉娜直子028"
(Son Angelina 028)  BE16-3116028

"939号" 
(De 939)  BE16-3140939

"安吉拉" 
(Angela)  BE17-3117272

父亲:  "麦金托什"  
(McInthosh)  BE12-3112015

母亲:  "安洁莉娜" 
(Angelina)  BE12-3112027

4项全国前40位 

父亲: "比利006"   
(006 Billy)  BE15-3115006 

出自比利x 布登

母亲:  "卢克" 
(Luke)  BE15-3115132

美姬直女

父亲: 
"安洁莉娜直子028" 

(Son Angelina 028)  BE16-3116028

母亲:  "断腿" 
(Broken Leg)  BE10-3100506

年轻拉比奥直孙女

x
新安洁莉娜母亲新安洁莉娜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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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龙"
(Dragon)  BE13-3113480

出自红龙兄弟x 魔鬼女

"戈德丽"
(Godley)  BE14-3114277

灰安洁莉娜直女

布洛瓦联省全国4845羽17位 / 图勒全国6206羽25位
利蒙治全国15789羽51位 / 布瑞福全国9106羽93位
苏雅克全国3737羽137位 / 盖雷全国5331羽167位

子代马哈巴获得：
图勒全国5323羽31位 / 盖雷全国8517羽131位

伊苏丹全国11984羽22位
布瑞福全国9106羽44位

子代 "席尔维":
查特顿全省3129羽冠军
查特顿全省4748羽5位

PIPA排行榜5场KBDB比赛全国鸽王16位
安格拉姆全国5030羽119位
利蒙治全国7236羽124位

"奥蒂乐1号" 
(Odile One)  BE15-3115503

"戈德丽直子"
(Son Godley)  BE15-3115259

"064" 
(De 064)  BE17-3117064

父亲: 
"单眼安洁莉娜"  

(One Eye Angelina)  BE13-3113343 
出自红龙兄弟 x 黑比尔

母亲:  "奥蒂乐"  
(Odile)  BE11-3011261

父亲: 母亲: 

3项全国前100位 2项全国前50位
  作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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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育

"幸运彩票"
 (Lucky Dip)  BE16-3116082

"彩票"
(Lottery)  BE17-3117174

安格拉姆全国5030羽90位
图勒全国5323羽253位

子代：
甜蜜彩票
KBDB全省长距离鸽王5位
图勒全国7155羽27位
苏雅克全国4055羽90位
威尔森全国11574羽148位

凯西
苏雅克全国4056羽36位
图勒全国7155羽44位

"班福德"
(Bamford)  BE11-3011428

出自红龙兄弟 x 黑比尔

"拉特克里芙031"
(031 Ratcliffe)  BE16-3116031

波城国际赛亚军拉特克里芙直子

"黑佛曼德雌"
(Zwart Vermanderke) 

 BE07-3055732

"幸运彩票"
(Lucky Dip)  BE16-3116082

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纳布莉娜家族-安洁莉娜血统

父亲: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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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治全国23155羽64位
波治全国20284羽261位

查特路全国18799羽273位

布瑞福全国9106羽118位 / 贾纳克全国4525羽158位
安格拉姆全国4525羽223位 / 苏雅克全国3737羽237位

子代法雅纳获得
安格拉姆全国4525羽22位

利蒙治全国7274羽238位 / 贾纳克全国5371羽261位

冯特内1054羽冠军
冯特内728羽冠军

冯特内全省9080羽9位
冯特内全省6978羽10位

安格拉姆全国4525羽17位

"红天使350" 
(350 Red Angel)  BE15-3115350

"红豹"
(Red Leopard)  BE15-3115743

"米歇尔306"
(306 Mitchell)  BE16-3116306

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红天使" 
(Red Angel)  BE13-3113162

出自红龙兄弟 x 黑比尔

"梅森"
(Mayson)  BE13-3003332

父亲: 母亲: 

父亲: 
"红天使"  

(Red Angel)  BE13-3113162 
出自红龙兄弟 x 黑比尔

母亲:  "塞茜尔"  
(Cecile)  BE08-3194006

出自黑托伊x 安妮咪

父亲: "米歇尔" 
(Mitchell)  BE14-3114777

母亲:  "345"  
(345)  BE15-3115345

出自红天使 x黑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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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代舍尔加获得：
莱邦纳全国2893羽31位

安格拉姆全国5030羽171位

莱邦纳全国2893羽31位
安格拉姆全国5030羽171位

布瑞福全国9106羽18位 
蒙特利马全国4525羽102位
安格拉姆全国4525羽240位

图勒全国4169羽305位

"切尔西"
(Chelsea)  BE15-3115681

"马利森" 
(Malleson)  BE15-3115224

"舍尔加"
(Shergar)  BE17-3117138

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其它顶级鸽

  作育

父亲: "戈尔"
(Gorle)  BE14-3114271 

黑托伊x 安妮咪直孙

母亲:  "沃因福德"  
(Warneford)  BE14-3114435

福尔摩斯直女

父亲: "242号"
(De 242)  BE14-3032242

母亲:  "道格尔"  
(Dougall)  BE14-3114436

福尔摩斯直女

父亲: "630号"
(De 630)  BE15-3115630

母亲:  "马利森"  
(Malleson)  BE15-3115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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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蒙治全国15789羽16位 / 苏雅克全国3737羽68位
利蒙治全国9661羽337位

直女伊莎贝尔获得：
KBDB全省长距离鸽王亚军
KBDB全省全能鸽王8位
欧瑞拉克全国3586羽65位 
利蒙治全国10783羽85位
苏雅克全国4056羽139位

全兄弟吉拉德准将获得：
布瑞福全国4384羽81位
盖雷全国8517羽98位

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伊莎贝" (Isabel)  BE16-3116397 "晨跑"
(Dawn Run)   BE17-3117124

  姐妹

父亲: 

"艾尔莎兄弟"
(Brother Elza)   BE15-3115366 

欧文娜父亲直子

母亲:

"华纳"
(Warner)  BE15-3115531 

出自罗兰德 x 断腿

父亲: 

"艾尔莎兄弟"
(Brother Elza)   BE15-3115366 

欧文娜父亲直子

母亲:

"华纳"
(Warner)  BE15-3115531 

出自罗兰德 x 断腿

利蒙治全国7236羽85位

优秀子代：
拂晓安洁莉娜
欧瑞拉克全国3584羽21位
利蒙治全国10783羽248位

恶魔岛
图勒全国7155羽118位
苏雅克全国4056羽125位
利蒙治全国10783羽223位

75



贾纳克全国4940羽89位
利蒙治全国7236羽152位
盖雷全国8517羽658位

KBDB全省长距离幼鸽组鸽王7位
查特路全国29591羽149位 
伊苏丹全国11984羽184位

优秀子代：
最佳伴侣  贾纳克全国4940羽89位

利蒙治全国7236羽152位

"17/012":  安格拉姆全国5030羽105位

"雷纳尔达021" 
(021 Renarda)   BE16-3116021

"最佳伴侣"
(Best Mate)  BE17-3117011

"雷纳尔达083"
(083 Renarda)  BE15-3115083

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其它顶级鸽

父亲: "217号"
(De 217)  BE09-3065217 

年轻拉比奥直孙

母亲:  "雷纳尔达"  
(Renarda)  BE09-3065231

父亲: "小奥蒂乐052"
(052 Odileke)  BE13-3113052 

奥蒂乐兄弟

母亲:  "雷纳尔达021"  
(021 Renarda)  BE16-3116021

父亲: "年轻拉比奥004"
(004 Labiau Jr)  BE08-3194004 

年轻拉比奥直子

母亲:  "雷纳尔达"  
(Renarda)  BE09-3065231

  作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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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代：
布洛瓦全国1892羽6位 / 苏雅克全国4056羽49位

亚精顿全国22826羽63位 / 盖雷全国8517羽141位
布瑞福全国4384羽208位 / 图勒全国7155羽253位

亚精顿全国16496羽271位 / 布瑞福全国4384羽290位

图勒全国5323羽42位利蒙治全国15789羽61位 / 蒙吕松全国10753羽181位
布瑞福全国9278羽282位

优秀子代：
波治全国20759羽123位

"克洛伊133"
(133 Crowe)  BE15-3115133

"054号"
(De 054)  BE15-3115054

"伽利略"
(Galileo)  BE17-3117134

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父亲: "戈巴尔内吉"
(Gobar Negi)  BE14-3114223 

麦琳直子

母亲:  "克洛伊"  
(Crowe)  BE14-3114250

黑佛曼德雌直女

父亲: "349号"
(De 349)  BE15-3115349 

吉拉德直子

母亲:  "348号"  
(De 348)  BE15-3115348

父亲: "蒙娜丽莎兄弟"
(Brother Mona Lisa)  BE10-3100566 

年轻拉比奥直孙

母亲:  "麦琳"  
(Mylene)  BE09-3065326

年轻拉比奥直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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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邦纳全国2893羽78位
波治全国19133羽195位

安格拉姆全国5030羽216位
波治全国7233羽237位

图勒全国6206羽39位 / 苏雅克全国3737羽76位
贾纳克全国4940羽201位 / 盖雷全国8517羽300位
图勒全国5323羽311位 / 布瑞福全国4384羽319位

苏雅克全国3737羽79位
欧瑞拉克全国3886羽121位

"埃格顿"
(Egerton)  BE17-3117368

"扎比尔"
(Zabeel)  BE17-3117020

"德威尔"
(Dwyer)  BE17-3117232

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其它顶级鸽

父亲: "靠谱"
(Dependable) 

  BE14-3028338 
路西恩直子– 吉诺克里克

母亲:  "保罗红雨793"  
(793 Pau Red Rain)  
 BE14-3114793
出自吉拉德x 红雨

父亲: "扎比尔父亲"
(Father Zabeel)  BE15-3115223 

福尔摩斯直孙

母亲:  "波茨"  
(Potts)  BE14-3154859
出自吉拉德 x 拉特克里芙

父亲: "洋葱"
(Onions)  BE14-3154802 

出自阿德拉姆x 库珀

母亲:  "道明"  
(Dominion)  BE14-3047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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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娜塔莉家族-苏雅克全国冠军

"摇钱树父亲"
(Father Money Maker) 

  BE15-3115283

"摇钱树母亲"
(Mother Money Maker) 

  BE16-3116170

苏雅克全国冠军娜塔莉姐妹

2018年KBDB全国全能鸽王7位
利蒙治全国7236羽10位
图勒全国6206羽36位
波治全国19133羽38位
贾纳克全国4940羽42位
苏雅克全国3737羽164位
利蒙治全国9661羽171位
欧瑞拉克全国3886羽306位
亚精顿全国19859羽588位

"摇钱树"
(Money Maker)   BE17-3117183

4项全国前50位

父亲: 母亲: 

科特:  "冠军会选择冠军-她一直深爱着新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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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娜塔莉家族-摇钱树

"拉比奥227"
(227 Labiau)  BE07-3011227

年轻拉比奥直子

"布登"
(Bugden)  BE10-3100594

苏雅克全国冠军祖母

父亲: 母亲: 

图勒全国7447羽82位
布瑞福全国9106羽175位
贾纳克全国5134羽191位

"摇钱树父亲"
 (Father Money Maker) 
  BE15-3115283 x超级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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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斯卓巴特" 
(Blauwe Stroobant)
  BE01-3249543

"拳击手回血"
(Inbred Boxer)

 BE13-6060883

父亲: 母亲: 

"摇钱树母亲"
(Mother Money Maker)
  BE16-3116170x

子代：
娜塔莉  苏雅克全国4056羽冠军

摇钱树
2018年KBDB全国全能鸽王7位

利蒙治全国7236羽10位
图勒全国6206羽36位
波治全国19133羽38位
贾纳克全国4940羽42位
苏雅克全国3737羽164位

利蒙治全国9661羽171位

摇钱树兄弟
安格拉姆全国5030羽78位
图勒全国5323羽265位

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81



苏雅克全国冠军娜塔莉姐妹
摇钱树姐妹

"快枪手"
(Quick Shot)   BE17-3117633

"摇钱树母亲兄弟"
(Nestbrother Mother Money Maker)  BE16-3116169

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娜塔莉家族-摇钱树

"灰斯卓巴特" 
(Blauwe Stroobant) 
 BE01-3249543

"拳击手回血"
(Inbred Boxer)

 BE13-6060883

父亲: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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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瑞拉克全国3586羽冠军
2019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季军
2019年KBDB全国全能鸽王季军 
图勒全国7155羽7位
威尔森全国11574羽31位
苏雅克全国40574羽181位
波治全国17969羽339位 

"卡图"
  (Catoo)  BE18-3118228

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卡图家族-欧瑞拉克全国赛冠军

*不在此次拍卖内

"马诺瓦"
(Manowar)  BE17-3117439

"卡图柯芬"
(Catoo Coffin)  BE17-3117378

柯芬直孙女

父亲: 母亲: 

1年内两次获得
全国鸽王季军！

科特:  "这羽传奇鸽……获得全国赛冠军，另外领先全省亚军30分钟。欧瑞拉克的成绩是赛鸽史前所未有的。如果你不能赢，
 就把所有赛鸽都上笼参加欧瑞拉克赛！30分钟后，我的5羽赛鸽仍然是全省最高分速，最终我获得全省成鸽冠亚军、
 全省一岁鸽1-2-3-5-6-7位，革命性的表现，完全主宰了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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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卡图家族-欧瑞拉克全国冠军

安格拉姆全国5030羽50位

子代：
卡图
欧瑞拉克全国3586羽冠军
2019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季军 
2019年KBDB全国全能鸽王季军
图勒全国7155羽7位
威尔森全国11574羽31位
苏雅克全国4056羽181位
波治全国17969羽339位

"马诺瓦"
(Manowar)   BE17-3117439

"马诺瓦
同窝姐妹"
(Nestsister Manowar)
 BE17-3117440

"莫吉托"
(Mojito)  BE16-4244972
出自欧文娜父亲x 拉特克里芙

"卡图祖母"  
(Grandmother Catoo)

  BE15-3115688

全国赛冠军
卡图父亲 

父亲: 母亲: 

  同窝兄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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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育

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卡图家族-卡图祖父母

欧瑞拉克全国冠军卡图祖父， 

还有其它2羽子代入赏全国前100位

欧瑞拉克全国冠军卡图祖母

也是鸽王杰夫瑞的母亲 KBDB全省长距离鸽王9位

"欧文娜父亲"
(Father Erwina)  BE08-3055160

超级种鸽

"阿德拉姆"
(Adlam)  BE13-3113090

"拉特克里芙"
(Ratcliffe)  BE12-3112290
波城国际赛雌鸽组2062羽亚军

"库伯"
(Cooper)  BE13-3113099

黑托伊x 安妮咪的直孙女

"卡图祖母"
(Grandmother Catoo)   BE15-3115688

"莫吉托"
(Mojito)  BE16-4244972

x
父亲: 父亲: 母亲: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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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代：
鸽王红柯芬
KBDB全省长距离鸽王5位
查特路全国18499羽128位 

鸽王保罗柯芬
KBDB全省长距离鸽王6位
图勒全国45323羽4位
盖雷全国8517羽138位
贾纳克全国4940羽151位
利蒙治全国7236羽193位
亚精顿全国21912羽280位

孙代：
卡图
欧瑞拉克全国3586羽冠军
2019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季军 
2019年KBDB全国全能鸽王季军
图勒全国7155羽7位
威尔森全国11574羽31位

新饼干
2018年KBDB全省长距离鸽王季军

"罗德斯"
(Rhodes)  BE12-3034609

"柯芬"
(Coffin)  BE13-3113015

超级赛鸽

"柯芬直子"
  (Son Coffin)  BE15-3115700

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卡图家族-卡图祖父母

父亲: 母亲: 

科特:  "顶级种鸽有多种风格，我的传奇赛鸽卡图就遗传这样的特点"

欧瑞拉克全国冠军 
卡图外祖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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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柯芬家族- 年轻玛塔哈莉

KBDB全省长距离鸽王冠军 / 拉索特年全国9760羽18位
波治全国23155羽35位 / 波治全国20284羽158位

子代唐卡斯特获得
PIPA排行榜5场KBDB比赛全国鸽王4位 

图勒全国5323羽89位 / 贾纳克全国4940羽157位
安格拉姆全国5030羽194位

"柯芬父亲"
(Father Coffin)  BE10-3100626

"柯芬父亲"
(Father Coffin)  BE10-3100626

"柯芬母亲"
(Mother Coffin)  BE10-3100551

"玛塔哈莉" 
(Mata Hari)  BE10-3100550

超级赛鸽

"柯芬兄弟"
(Brother Coffin)   BE15-3115751

父亲: 

父亲: 

母亲: 

母亲: 

科特:  "和她母亲一样的超级冠军"

"年轻玛塔哈莉"
(Young Mata Hari)   BE15-3115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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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莉娅"  (Julia)  BE17-3117153 "诺丁山"
(Notting Hill)  BE15-3050070

  作育

2017-2018年PIPA排行榜布瑞福最佳赛鸽冠军
2018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5位
PIPA排行榜4次KBDB比赛全国鸽王5位
PIPA排行榜5次KBDB比赛全国鸽王6位
布瑞福全国9132 羽6位
布瑞福全国9278羽18位
利蒙治全国7274羽28位
利蒙治全国15789羽81位
波治全国20284羽103位
贾纳克全国5234羽124位
贾纳克全国5371羽129位

4场长距离赛最佳赛鸽，包括全国冠军
PIPA排行榜4场KBDB比赛全国鸽王冠军
PIPA排行榜5场KBDB比赛全国鸽王亚军
PIPA排行榜3场KBDB比赛全国鸽王亚军
2018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4位
图勒全国5323羽冠军
贾纳克全国4940羽16位
布瑞福全国4384羽25位
利蒙治全国7236羽37位
查特路全国18499羽108位

子代朱尔斯：
图勒全国7155羽38位
苏雅克全国4056羽45位
欧瑞拉克全国3584羽118位

*不在此次拍卖内-
2018年已出售*不在此次拍卖内-

2018年已出售

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朱莉娅家族-图勒全国冠军

5项全国前110位

父亲:  "诺丁山"
(Notting Hill)  

 BE15-3050070

母亲:  

 "朱莉娅母亲"  
(Mother Julia)  

 BE15-3034503
亚文萨恩原舍

父亲:  "利蒙治直孙"
(Kleinzoon Limoges)  
 BE10-3136226 

维尔福雷德.范德玛勒原舍

母亲:  

 "超级灰鸽王直女"  
(Dochter Super Blue Ace) 

  BE09-3185807
维尔福雷德.范德玛勒原舍

7项全国前13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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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朱莉娅家族-诺丁山父母 

"利蒙治直子"
(Zoon Limoges)  BE03-3044243

利蒙治全国5位直子

"超级灰鸽王"
(Super Blue Ace)  BE08-3067080

获得全国41、 88、88位

"美丽珍珠"
(Beauty Pearl)  BE06-3066594

超级灰鸽王半姐妹

"花头西伦斯"
(Bonte Sierens)  BE03-3114613

"超级灰鸽王直女"
(Dochter Super Blue Ace)   BE09-3185807

"利蒙治直孙"
(Kleinzoon Limoges)  BE10-3136226

x
直子诺丁山获得：
2017-2018年PIPA排行榜布瑞福最佳赛鸽冠军
2018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5位
PIPA排行榜4场KBDB比赛全国鸽王5位
PIPA排行榜5场KBDB比赛全国鸽王6位
布瑞福全国9132 羽6位

布瑞福全国9278羽18位
利蒙治全国7274羽28位
利蒙治全国15789羽81位
波治全国20284羽103位
贾纳克全国5234羽124位
贾纳克全国5371羽129位

直孙女 "朱莉娅" 获得： 
4场长距离赛最佳赛鸽,
包括全国冠军
图勒全国5323羽冠军
2018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4位
贾纳克全国4940羽16位

布瑞福全国4384羽25位
利蒙治全国7236羽37位
查特路全国18499羽108位

  作育

绝对高品质 维尔福雷德.
范德玛勒原舍

父亲: 父亲: 母亲: 母亲: 

维尔福雷德.范德玛勒原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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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
(Will)  BE17-3117121

"斯派克"
(Spike)  BE17-3117122

"赛斯"
(Seth)  BE16-3116138

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朱莉娅家族-朱丽叶兄弟 

朱莉娅姐妹 朱莉娅兄弟 朱莉娅半姐妹

父亲:

 "诺丁山"
(Notting Hill)  BE15-3050070

母亲:  

 "朱莉娅母亲"  
(Mother Julia)  BE15-3034503

亚文.萨恩原舍

父亲:

 "诺丁山"
(Notting Hill)  BE15-3050070

母亲:  

 "朱莉娅母亲"  
(Mother Julia)  BE15-3034503

亚文.萨恩原舍

父亲:

 "诺丁山"
(Notting Hill)  BE15-3050070

母亲:  

 "朱莉娅母亲"  
(103 Odiel)  BE15-3115103

黑托伊x 安妮咪的直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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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弗里特姐妹"
(Sister New Frits)  BE17-3062005

*不在此次拍卖内-2019年比赛飞失

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朱莉娅家族-新弗里特

"新弗里特" 
 (New Frits)  BE15-3050105

维尔福雷德.范德玛勒原舍

2018年KBDB全国全能鸽王8位
拉索特年全国9760羽5位
盖雷全国5331羽10位
查特路全国20036羽11位
贾纳克全国5302羽16位
伊苏丹全国11984羽21位
安格拉姆全国4525羽25位

父亲: "莱邦纳兄弟"
(Brother Libourne)  BE13-3030169 

维尔福雷德.范德玛勒原舍

母亲:  "茜茜" 
(Sissy)  BE13-3030041
维尔福雷德·范德玛勒原舍

"快银号"
 (Quicksilver)  BE17-3117629

新弗里特直女

新弗里特直女

6项全国前25位

"昆腾"
 (Quantum)  BE17-3117630

父亲:

 "新弗里特"
(New Frits)  BE15-3050105 

母亲:  "高昂闪电"  
(Gone Bliksem)  BE16-3116326

超级赛鸽获得全国7，18，47位

父亲:

 "新弗里特"
(New Frits)  BE15-3050105 

母亲:  "高昂闪电"  
(Gone Bliksem)  BE16-3116326

超级赛鸽获得全国7，18，47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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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兰道伊原舍

利蒙治全国13569羽亚军-落后同舍赛鸽
安格拉姆全国5030羽26位 / 波治全国19133羽92位

布瑞福全国4384羽278位

优秀子代：KBDB全省长距离鸽王亚军

弗雷德里克.埃弗拉特原舍

图勒全国5322羽亚军-落后同舍赛鸽
布瑞福全国4384羽75位
贾纳克全国4940羽95位
图勒全国6206羽103位

利蒙治全国13569羽210位

"彼得潘"
(Peter Pan)   BE17-4052981

"朗德尔"
(Rondelle)   BE17-4183706

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其它超级鸽

3项全国前100位

科特:  "这两羽超级冠军鸽因为比同舍的纳布莉娜和朱莉娅慢1秒进舍而错失全国冠军，但对我来说他们也是全国冠军，多么豪华的阵容！"

4项全国前11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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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德里克.埃弗拉特原舍

欧瑞拉克全国3886羽22位
贾纳克全国4940羽34位

查特路全国27081羽133位

亨德里克.莫提尔原舍

波治全国20284羽52位
图勒全国6206羽108位

贾纳克全国3904羽146位
安格拉姆全国4525羽178位

"公正号"
(Justify)   BE17-4183750

"查理大师"
(Master Charlie)   BE15-3077001

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科特:  "欧瑞拉克全省亚军，仅落后同舍赛鸽-
 是欧瑞拉克传奇团队的一员" 

3项全国14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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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育

波治全国20759羽65位
盖雷全国5331羽121位
贾纳克全国5371羽133位

子代战将获得
贾纳克全国4940羽14位
安格拉姆全国5030羽56位

"梦幻"
 (Always Dreaming)   BE16-3106850

"战将Ⅱ"
(War Admiral II) 
 BE17-3117248

图勒全国6206羽159位
欧瑞拉克全国3886羽167位
利蒙治全国13569羽230位
布瑞福全国4384羽246位
亚精顿全国15235羽354位

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其它超级鸽

维尔福雷德.
范德玛勒原舍

父亲:

 "年轻拉比奥351"
(351 Labiau Jr)  BE15-3115351 

年轻拉比奥直子

母亲:  "梦幻"  
(Always Dreaming)  BE16-3106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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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拉图
独家赛鸽产品

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帕斯卡.阿伦 (PEC和阿伦战队) 

需要特别感谢的是
我的赛鸽-是他们让我成为了真正的赢家

真诚祝愿所有的买家
我们希望这些了不起的赛鸽能使您像我一样享受如此之多的成功喜悦，
并相信普拉图血统会给您带来好运。

有时候你需要将自己的鸽系销售到全世界，才能够让世界鸽友认识你。
我们坚信这些优秀赛鸽能在未来几年为世界各地鸽友带来成功。他们是
两支优秀血统100%自然完美结合的产物，并给我们带来最大的成功。

特别感谢:
 • 我的父母和家人、珍妮、鸽舍经理安德烈、
  罗兰德&塞西尔和欣迪
 • 罗尼.克劳斯&斯塔夫的信任
 • 菲利普.布兰特姆& 安德烈
 • 自行车和赛鸽好友卢克&希尔德，一直以来我们相互支持，
  希望我们会赢得全国冠军！
 • 帕斯卡.阿伦每周深度交流赛鸽理念
 • 成功离不开维尔福雷德.范德玛勒、盖比.凡德纳比、
  艾瑞克.佛曼德、吉拉德.劳勃、马顿.米歇尔、
  倚天.迪沃斯、西佛.托伊、亚文.萨恩
 • 赛鸽摄影师多米尼克.维勒赫
 • 我的饭友吉尔特.德克拉克 &伯特.范登伯格（伯特叔叔）
 • 科尔特马克赛鸽俱乐部
 • 范罗贝鸽粮&普拉图系列产品
 • 我所有的竞争对手
 • 我所有的朋友
 • 所有支持我的人
 • 年度最佳销售团队PIPA 

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科特.普拉图

欢迎来到科特&拉夫.
普拉图家族

"主宰" (来自拉丁语 "dominus") 是指在某行业或事件中拥有最重要的
地位, 权力和影响力, 也有遥遥领先的, "精通" 或 "统领" 的意思。这个词
不仅表明了拥有领导地位, 而且表明了绝对的权威!

"颠覆" (源自拉丁语revolutiono, "彻底转变") 或称革命, 是指在相对较
短的时间内发生的权力或组织结构的根本性变化。在人类历史上, 革命是
以不同的方式、持续时间和动机发生的!

帕斯卡.阿伦:
"品质从来不是偶然的, 它始终是高度的专注、不懈的努
力、睿智的导向和娴熟的执行所共同缔造的结果。是英明
抉择的体现"。这也完全适用于描述科特。5年前, 也是我
和科特建立深厚友谊的初期, 我曾建议他找一个绝佳的地
理位置来能获取赢得全国赛鸽王的机会。他拒绝了我的
提议并坚信高品质的赛鸽应该能克服所有不利客观条件并
仍然可以在比赛中取胜, ……后来他用实力证明了他是对
的……最好的赛鸽在哪里, 哪里就是最好的地理位置……"

主宰和颠覆当今鸽坛的实力赛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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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斯卡.阿伦 (PEC和阿伦战队) 

需要特别感谢的是
我的赛鸽-是他们让我成为了真正的赢家

真诚祝愿所有的买家
我们希望这些了不起的赛鸽能使您像我一样享受如此之多的成功喜悦，
并相信普拉图血统会给您带来好运。

有时候你需要将自己的鸽系销售到全世界，才能够让世界鸽友认识你。
我们坚信这些优秀赛鸽能在未来几年为世界各地鸽友带来成功。他们是
两支优秀血统100%自然完美结合的产物，并给我们带来最大的成功。

特别感谢:
 • 我的父母和家人、珍妮、鸽舍经理安德烈、
  罗兰德&塞西尔和欣迪
 • 罗尼.克劳斯&斯塔夫的信任
 • 菲利普.布兰特姆& 安德烈
 • 自行车和赛鸽好友卢克&希尔德，一直以来我们相互支持，
  希望我们会赢得全国冠军！
 • 帕斯卡.阿伦每周深度交流赛鸽理念
 • 成功离不开维尔福雷德.范德玛勒、盖比.凡德纳比、
  艾瑞克.佛曼德、吉拉德.劳勃、马顿.米歇尔、
  倚天.迪沃斯、西佛.托伊、亚文.萨恩
 • 赛鸽摄影师多米尼克.维勒赫
 • 我的饭友吉尔特.德克拉克 &伯特.范登伯格（伯特叔叔）
 • 科尔特马克赛鸽俱乐部
 • 范罗贝鸽粮&普拉图系列产品
 • 我所有的竞争对手
 • 我所有的朋友
 • 所有支持我的人
 • 年度最佳销售团队PIPA 

比利时~科特 &拉夫 普拉图 (KURT & RAF PLATTEEUW)  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科特.普拉图

欢迎来到科特&拉夫.
普拉图家族

"主宰" (来自拉丁语 "dominus") 是指在某行业或事件中拥有最重要的
地位, 权力和影响力, 也有遥遥领先的, "精通" 或 "统领" 的意思。这个词
不仅表明了拥有领导地位, 而且表明了绝对的权威!

"颠覆" (源自拉丁语revolutiono, "彻底转变") 或称革命, 是指在相对较
短的时间内发生的权力或组织结构的根本性变化。在人类历史上, 革命是
以不同的方式、持续时间和动机发生的!

帕斯卡.阿伦:
"品质从来不是偶然的, 它始终是高度的专注、不懈的努
力、睿智的导向和娴熟的执行所共同缔造的结果。是英明
抉择的体现"。这也完全适用于描述科特。5年前, 也是我
和科特建立深厚友谊的初期, 我曾建议他找一个绝佳的地
理位置来能获取赢得全国赛鸽王的机会。他拒绝了我的
提议并坚信高品质的赛鸽应该能克服所有不利客观条件并
仍然可以在比赛中取胜, ……后来他用实力证明了他是对
的……最好的赛鸽在哪里, 哪里就是最好的地理位置……"

主宰和颠覆当今鸽坛的实力赛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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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成鸽拍卖 (2017年及以前出生全部赛鸽)
拍卖会上线: 2020年3月16日 / 拍卖会结拍: 2020年3月29日

本场拍卖会包括: 10羽KBDB全国鸽王

14羽全国前10位赛鸽 / 70羽全国前100位赛鸽

2019年 利蒙治全国赛13569羽冠军 6项全国长距离赛前100名

"纳布莉娜"
(Nabrina)   BE15-3115471

"新将军"
(New General)   BE17-3117649

普拉图~比利时 
       主宰比利时长距离赛的全能鸽舍

科特 &拉夫

因特维尔德街 18号 9910 克涅瑟拉尔（比利时）
电话: (+32) 9374 3887  电邮: sales@pipa.be

www.pipa.be

* 中文服务专线:
中囯: 微信ID: gsmd6955 昵称: 歲月入禪
刘建明: 18631917485（微信）
台灣: 0919 947 612 / 0920 356 927
Line ID: maggiehsiao618 及 chris77927

* 中囯/台灣總代理: 卢娜
中囯: 136 0041 4206 微信 ID: Luna2669
台灣: 0963 388 519 Line ID: Luna8519
* 中囯代理: 项骥翔 133 1680 9999
微信ID: 13316809999
* 中国销售团队成员: 孙洁 186 9188 9399
微信: 18691889399 / 快手: zhizunsai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