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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地简介
漳州于公元 686 年（唐垂拱二年）建州，1985 年撤地改市，现辖八县二区
一市和 4 个国家级开发区，土地面积 1.29 万平方公里，海域面积 1.86 万平方公
里，常住人口 514 万人。中心城区规划范围 686 平方公里（包括芗城、龙文、高
新区和角美新城），市区建成区面积 68.00 平方公里，总人口 60.36 万人。市情
主要有五个特点：一是区位优势独特。漳州地处福建最南端，介于闽南金三角、
广东珠三角之间，东对台湾，北接厦门，西邻龙岩，南联广东，是福建南部西进
东出、南联北接的重要交通枢纽。二是自然条件优越。漳州山、海、江、平原兼
备，拥有全省最大的平原——九龙江下游冲积平原，是全国有名的水果之乡、花
卉之都、水产基地。全市森林覆盖率达 64.8%。三是港口资源丰富。漳州海岸线
长 715 公里，拥有厦门湾南岸和东山湾两大深水港湾，可供建设万吨级以上码头
150 多个，其中 30 万吨以上 5 个，已建成 30 万吨泊位 1 个、万吨级以上码头 16
个，有三个港区被列为国家一类对外开放口岸。四是对台优势凸显。漳州是台胞
主要祖籍地、台湾文化重要发祥地和台商投资密集区。2300 多万台胞中，祖籍
漳州的近 1000 万人，台湾蓝绿两大阵营有不少政要祖籍在漳州。台湾四大民间
信仰中，开漳圣王、保生大帝、关帝三尊神祗祖庙都在漳州。截至 2018 年底，
全市累计引进台资企业 3110 家，合同利用台资 165 亿美元，实际利用台资 115.6
亿美元。13 家台湾百大企业在漳投资。五是人文积淀深厚。是一座有着 1300 多
年历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历代文风鼎盛，理学大师朱熹曾任漳州知府，孕育
走出了黄道周、林语堂、许地山、周碧初、沈耀初等文化名人。历史遗存丰富，
南靖、华安土楼群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漳州“台湾路——香港路街区”入
选首批中国历史文化街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漳州史迹被列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预备名单。漳州是谷文昌创业精神、龙江大局精神、110 服务精神和女排拼搏精
神的发祥地。被授予全国文明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国家园
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全国双拥模范城市（六连冠）、全
国科技先进城市（四连冠）、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中国食品名城、世界食用菌
罐头之都、中国钟表之城、中国十佳绿色生态旅游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等称
号，是全国 12 个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试验城市之一。
2018 年全市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3947.63 亿元，增长 8.7%，增速位居全省第
二；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 352.06 亿元，增长 8.1%，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18.75
亿元，增长 7.2%；规模工业增加值 1531.6 亿元，增长 9.2%；固定资产投资 2604.39
亿元，增长 11.4%；外贸出口 533.85 亿元，增长 4.2%；实际利用外资 45.7 亿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111.6 亿元，增长 13.1%；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 1.7%；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5997 元，增长 7.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8186
元，增长 9.1%；城镇登记失业率 2.5%；人口自然增长率 8.5‰。年度节能减排
降碳任务全面完成。12 项主要经济指标中，4 项指标增幅位居全省前三位，7 项
指标增幅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2019 年 1-7 月，全市完成地区生产总值（1-6 月）1775.7 亿元，增长 7.6%；
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 226.22 亿元，增长-4.4%，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32.38
亿元，增长-9.2%；固定资产投资 1589.79 亿元，增长 2.3%；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 1047.05 亿元，增长 8.9%，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3763.47 亿元，增长 9.2%；
外贸出口总值（1-6 月）225.94 亿元，增长-10.7%；实际利用外资 27.69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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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6.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704.64 亿元，增长 11.9%；金融机构本外币存
款余额 3246.15 亿元，增长 9.4%，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 2845.71 亿元，增
长 11.6%。9 项月度主要经济指标中，2 项指标增幅位居全省前三，4 项指标增幅
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东山是全国第六、福建省第二大海岛，总面积 248.9 平方公里，主岛面积
220 平方公里，辖 1 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7 个乡镇、77 个行政村（社区），
总人口 22.08 万。主要特点有：一是旅游资源丰富。主岛周围分布着东门屿、西
屿岛等 76 个离岛，拥有马銮湾、金銮湾、乌礁湾等 10 多个月牙形海湾，拥有中
国南部一流的旅游沙滩，具备六大类 48 种旅游资源。二是文化底蕴厚重。拥有
黄道周、谷文昌“两大名人”，明末清初郑成功、施琅“两个时段”从东山起兵
收复台湾，解放初东山保卫战、八六海战“两大战役”在此发生，拥有“东山陆
桥”“南岛语族”“关帝文化”等一批史前遗存和特色资源。三是海岛生态优越。
全岛绿化率 94%以上，连续五年成为“中国深呼吸小城 100 佳”，是全省首个国
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首批国家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全国生态建设和保护示范
区、国家级生态县。四是对台优势突出。距澎湖 98 海里，距高雄 110 海里，是
大陆距台湾南部最近的县份；是台胞重要祖籍地，东山关帝庙是台湾近千座关帝
宫庙的香缘祖庙，对台小额贸易多年来一直居全省县级首位，关帝文化旅游节成
为全国对台交流的重点项目。
全县上下自觉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
指导，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落实赶超，全力当好“四个先锋”，生态旅游岛、富
美新东山建设取得良好成效。2018 年,实现生产总值 230.7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
106.13 亿元，规模工业总产值 330.97 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 17.21 亿元，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1.08 亿元，高质量发展的后劲更足、支撑更强。成为全
市唯一一个连续五届上榜全国百佳深呼吸小城，连续两年获评全国信访“三无”
县；成为全国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先进单位、国家话剧院创作基地、中国新
闻摄影学会摄影基地。
云霄县地处福建南部沿海，是原中央苏区范围县、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也是历史悠久千年开漳古郡。全县辖区面积 1166 平方公里，下辖 6 镇 3 乡和 1
个经济开发区，有 186 个行政村（社区），总人口约 43 万。
漫步云霄，眼见山海好风光；这里村美业兴民富，开漳文化源远流长，是一
处集观光、休闲、度假、寻根为一体的旅游胜地。走进云霄，耳闻发展好故事；
这里斩获多项美誉殊荣，是中国书画之乡、中国戏曲之乡、中国温泉之乡、中国
枇杷之乡、中国电商示范县百佳县，全国绿化模范县、省级文明县城、省级平安
县、省级森林县城；这里有 1 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 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1 处国家级 4A 级景区，1 处国家级五星级旅游饭店，17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78 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近年来，全县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以建
设宜居宜业宜游的新云霄为目标，积极实施“光电之都、能源新城、生态名县、
文化古郡”发展战略，全力突破“一区一湖两站四园”重点区域建设，在工业发
展、乡村振兴、城乡规划、民生补短等重点领域不断发力，推动经济社会各项事
业阔步前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已连续三年挺进福建省县域经济发展“十
佳”县。2018 年，云霄县脱贫摘帽，在市级反馈的 21 项主要经济指标中，全县
共有 12 项指标增幅超过全市平均水平，10 项增幅位列全市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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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产业兴旺，是蓬勃兴起的产业新城。云霄县毗邻古雷石化基地，是厦门、
汕头两个经济特区的中心节点，324 国道、沈海高速、厦深高铁、漳州沿海大通
道以及在建的云平高速等组成便捷的交通路网，具备优越的投资环境。
紧扣上级有关工业发展决策部署，云霄县突出项目带动、招商拉动、区域联
动，积极实施“2+2”产业培育计划，不断壮大光电、新能源两大百亿元支柱产
业，培育建材、食品加工两大潜力产业全力打造县域经济发展强引擎。光电产业
迅猛发展，全县光电企业已投产 120 多家，规模以上 52 家，2018 年光电产业产
值达 100.33 亿，光电企业实现税收 8419 万元。新能源产业风生水起，计划总投
资 1000 亿元的漳州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已获得核准开工，投资 100 亿元的抽水蓄
能电站项目正式启动，风电、光伏发电、锂电池等一批生产性项目落地投产。建
材、食品加工业集聚发展，目前已形成电工设备产业园、富佳宝食品工业园及亚
琦商贸物流园等三大产业园，为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同时，在“一区一湖两站
四园”重点区域拉动下，高质量发展的新经济增长极逐步形成。
这里绿色宜居，是山清水秀的生态名县。云霄县耕地面积 18.4 万亩，山地
面积 109 万亩，林地面积 114 万亩，森林覆盖率 67%，海岸线长 78.5 公里，水
域面积 18.8 万亩，母亲河——漳江是全省优清河流，拥有全国北回归线北侧面
积最大的漳江口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际重要湿地）、世界极为罕见的医
疗级氡气海水温泉和品种多样的淡水温泉。
为守住绿水青山，云霄县高质量打好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大力开展大气、
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动，并加大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推进美丽乡村示范村创建。
同时，以良好生态为基础，当地还持续深化现代农业与休闲旅游融合发展，持续
加大旅游配套投入力度，示范打造首批农业大观园十大特色园区，提升 “一乡
一线”休闲旅游精品。如今的云霄，兴产业、活造血、忙脱贫，解锁更多文农旅
融合的乡村振兴新模式，全力绘美绘好生态、生产、生活、生意“四生融合”的
同心圆。全县拥有 36 枚地标农产品和 2 枚全国驰名商标，成为全国地标产品第
一县，当地枇杷、杨桃、龙眼、荔枝等热带亚热带水果和泥蚶、巴非蛤、锯缘青
蟹、牡蛎等水产品质优味美。
这里人文丰富，是底蕴深厚的文化古郡。云霄县是镶嵌在开漳文化长河源头
的明珠，是“开漳文化”的发祥地，素有开漳圣地、天地会发源地、鉴湖女侠秋
瑾出生地和闽南乌山革命根据地“四地”之称，唐初陈政、陈元光父子在此开创
漳州文明，县内至今保留有西林漳州古城遗址、威惠庙、燕翼宫、陈政陵园、魏
妈庙等众多的开漳史迹，开漳文化由此源远流长，开漳将士后裔遍播台、港、澳
及东南亚等地区，每年都有大批的漳籍后裔纷纷踏上故土云霄寻根谒祖，尤其是
成功举办八届开漳圣王文化节，搭起了对台及对外文化交流平台，历史文脉得以
永续传承。云霄民间艺术文化繁荣发展，全县已有潮剧、圣王巡安等 23 个项目
列入非遗项目，云霄潮剧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里文明和谐，是崇德向善的幸福之城。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聚力脱贫攻坚、民生补短、文明创建，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着力打好脱贫攻坚战，云霄深化五业、五共、五查“三个五”扶贫工程，完
善“养鸡生蛋”工程、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试点工作等一批扶贫长效机制，确
保稳定脱贫、不返贫。2018 年度脱贫摘帽后，全县仍持续推进脱贫稳定提质三
年行动，瞄准县财、村财、助农增收三大关键再发力，全面激活脱贫内生动力。
着力补齐民生短板，云霄不断深化社会事业领域改革，重点解决好上学难、看病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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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养老难、出行难、公共配套差等“四难一差”问题。投入 78.9 亿元实施 111
个民生补短板项目，投建了后汤小学教学楼、英济幼儿园等一批校安工程，初中
教育教学质量保持全市先进，高中教育教学质量首次挺进全市先进县行列，云霄
一中被确定为省示范性高中建设学校；成立了县总医院，完成县妇幼保健院整体
搬迁、县医院整体迁建招投标，实现了公共卫生医疗机构全覆盖。着力创建省级
文明县城，
“千名志愿者”活跃于大街小巷，助力“门前三包”责任制有效落实，
实现文明城市共建共享的和谐氛围，荣获 2015-2017 年省级文明县城。着力维护
社会安定稳定，深化维稳“七大专项行动”，重拳开展扫黑除恶和禁赌专项斗争，
保持了烟机“零查获”，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与日俱增。
诏安，依山傍海，地处闽粤交界，有“福建南大门”之称，是海西主体联
系珠三角的“桥头堡”。陆域面积 1293.8 平方公里，海域面积 273 平方公里，海
岸线长 88 公里。辖 15 个乡镇、1 个省级工业园区（诏安工业园区）和 1 个全省
最大的海洋生物产业园（金都工业集中区），217 个村、33 个社区（南诏镇 17
个、红星乡 7 个、建设乡 5 个、金星乡 3 个、四都镇 1 个），人口 68.34 万。
诏安是“中国书画艺术之乡”。 1993 年，诏安县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书
画艺术之乡”。书画艺术源远流长，形成独树一帜的诏安画派。当代有林林、沈
福文、沈柔坚、沈耀初等诏籍书画大家，现有诏籍国家级美协会员 21 人、书协
会员 24 人；省级美协会员 100 人、书协会员 122 人。沈耀初美术馆是中国 22
家书画名家名馆之一。
诏安是“中国青梅之乡”。2001 年，被国家林业总局授予“中国青梅之乡”。
全县现有青梅种植面积 13.3 万亩，年产鲜果 10.5 万吨以上。青梅加工企业 130
多家，其中从事青梅深加工企业 21 家，年加工能力 20 万吨以上，已开发出青梅
蜜饯、月饼、青梅酒、饮料等四大系列、200 多种产品，年产值 48 亿元以上，
是全国最大的青梅生产、加工和出口创汇基地。“诏安红星青梅”商标获国家原
产地认证和“中国驰名商标”，产品被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认定为绿色食品 A
级产品。
诏安是“中国海峡硒都”。 2013 年诏安被授予“中国海峡硒都”。全县富
硒土地面积 76.2 万亩，占县域面积的 39.27%。境内的乌山山脉富硒土壤特高含
量区面积为全省最大，其中，红星乡是我县最富硒的乡镇，土壤平均硒含量
0.744mg/kg，富硒土地面积 17.40 万亩，占该乡土地的 93.55%。
诏安是“中国长寿之乡”。2014 年，诏安被中国老年学学会授予“中国长
寿之乡”，2019 年 5 月，被联合国老龄所认证为“世界长寿乡”，荣获首张国际
名片，是全国第九个、福建第一个世界长寿乡。全县 100 周岁及以上老人 70 人，
90 周岁及以上老人 2936 人，每十万人中有 11 名百岁老人。根据第六次人口普
查数据表明，全县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统计为 77.25 岁，高于全国水平 2.42 岁，
并高于中国老年学学会制定的考核指标标准 0.45 岁。
诏安是原中央苏区县。2009 年，诏安被中央党史研究室确认为“原中央苏
区县”。曾是闽南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饶和埔诏县苏维埃政府和中共闽粤边工委、
饶和埔诏县革命委员会的所在地，是省重点老区县。其中，乌山中共闽粤边区特
委机关等革命遗址被列入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
诏安是福建著名的侨乡和重要台胞祖籍地。旅居海外的诏籍华侨、华人有
22 万人，诏籍台胞及后裔有 37 个姓氏 100 多万宗亲。其中，祖籍地诏安的台湾
政界商界人士有：前台湾地区领导人陈水扁，前民进党主席游锡堃，原国民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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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张荣恭，原国民党秘书长廖了以，原国民党中常委沈庆
京。
诏安县域经济特色鲜明。工业培育形成食品加工、海洋生物、婴童文化、
新能源汽车等特色产业，农业培育形成青梅、蔬菜、茶叶、水产等特色产业。
近年来，在省委、市委的正确领导下，诏安县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着
力稳增长、调结构、治环境、惠民生、防风险、促和谐，经济社会发展上了一个
新台阶，2016 年、2017 年、2018 年连续三年进入“福建省县域经济发展十佳县”，
获评“2018 年度中国十佳脱贫攻坚与精准扶贫示范县”。2019 年 6 月 20 日实现
了脱贫摘帽，退出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2018 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 278.58
亿元，增长 8.7%；规模工业总产值 343.75 亿元，增长 9.8%；规模工业增加值
99.64 亿元，增长 9.5%；固定资产投资 142.97 亿元，增长 0.6%；公共财政总收
入 11.13 亿元，增长 18.1%；地方级财政收入 7.12 亿元，增长 15.7%；出口总值
33.01 亿元，增长 9.0%；实际利用外资 2.07 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22.75
亿元，增长 12.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9580 元，增长 7.1%；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 16239 元，增长 10.1%。13 项主要经济指标中，有 5 项增幅位居全
市前三，其中，财政总收入、地方级财政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全
市第一，规模工业总产值、规模工业增加值增幅排名全市第三。
常山华侨农场成立于 1953 年元旦，1999 年 7 月正式成立“常山华侨经济开
发区”，同时保留“常山华侨农场”的牌子，现为全国第二、福建省最大的华侨
农场，也是省级和漳州市属重点开发区之一。辖有 15 个管理区村，现有常住人
口 2.6 万人，其中归侨及侨眷 6000 人。土地面积 115 平方公里，其中国有土地
64 平方公里。主要区情特点：
一是区位交通十分优越。常山位于漳州市南部，在云霄、诏安、东山三县交
界处，处于环东山岛经济开发区核心区域，国道 324 线、沈海高速公路和厦深高
速铁路均穿行其间，是福建南部交通枢纽要地。
二是归侨人文独具特色。常山原为国营华侨农场，曾安置主要来自东盟的印
尼、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越南等 13 个国家和地区的归难侨 8000 多人，这
些归侨在国外、境外的亲属近 16 万人，国内外影响力大，并形成了具有东南亚
风情特色的歌舞、美食、服饰等“侨”文化。
三是体制政策优势明显。实行开发区、农场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运作。开发
区管委会作为漳州市政府的派出机构,享有县级行政、经济管理职能，享受省、
市重点开发区的各项优惠政策。2011 年 6 月被定为福建省第一个“国侨办引智
引资重点联系单位”，是漳州市重要的对外联系窗口。
四是生态旅游得天独厚。常山属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日照充足，雨量
充沛，空气清新，气候宜人。淡水资源和生态林地资源丰富，拥有 80 多平方公
里的生态林地，自然风光优美，尤其是乌山天池山水交融、水清石奇、风景如画，
成为福建省极具吸引力的新兴旅游景区。
五是经济发展稳中有进。2018 年主要经济指标序时或超序时进度完成，其
中地区生产总值完成 38.55 亿元，增长 8%；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40.82 亿元，增
长 12.5%；规模工业总产值完成 79.39 亿元，增长 9%;规模工业增加值完成 21.12
亿元，增长 8.7%；财政总收入完成 2.59 亿元，增长 16.2%；地方财政收入完成
1.55 亿元，增长 12%；外贸出口完成 33.1 亿元，增长 6.7%；实际到资 7743 万
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 8.27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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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组织者联系信息
2.1 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常设秘书处
地

址:中国北京市东城区幸福大街 37 号 12 号楼
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
联 系 人:周青扬
邮
编:100763
电
话:13810347533
传
真:+86-(0)10-61002066,67116872
电子信箱:infocrc@163.com
2.2 赛事总部
名称：谷文昌干部学院服务中心金沙楼
地址：漳州市东山县马銮湾
电话：0596-5687888
距维修区约 12 千米。
2.3 赛事秘书处
地点：总部金沙楼二层 A 厅
开放时间：2019 年 12 月 3 日(星期二)至 8 日（星期日）
赛事秘书处开放之前请与设在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的拉力赛常设秘书处联
系。

三、赛事日程表
报名开始：
时间：2019 年 10 月 10 日（星期四）
地点：中国汽摩联拉力赛常设秘书处
报名截止日期：
时间：2019 年 11 月 3 日（星期日） 17:00
地点：中国汽摩联拉力赛常设秘书处
赛事公告栏：
时间：2019 年 12 月 3 日（星期二）至 8 日(星期日)19:00
地点：总部大堂
赛员注册（领取文件）和行政检验：
时间：2019 年 12 月 3 日（星期二）
地点：秘书处，总部金沙楼二层 A 厅
具体安排将于 11 月 29 日（星期五）在中汽摩联网站公布。
车检、铅封、标记：
地点：维修区出口
时间：2019 年 12 月 3 日（星期二）下午和 4 日（星期三）
具体安排将于 11 月 29 日（星期五）在中汽摩联网站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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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注册和新闻中心开放：
时间：2019 年 12 月 4 日(星期三)至 12 月 8 日(星期日)，09:00-20:00
地点：新闻中心，总部金沙楼二层 B 厅
赛员会：
无
勘路：
时间：2019 年 12 月 4 日（星期三）上午：超级短道和苏峰山赛段
下午：诏安赛段
2019 年 12 月 5 日（星期四）全天：云霄赛段和常山赛段
具体时间安排参见补充规则附件二。
第一次仲裁会议：
时间：2019 年 12 月 5 日(星期四)13:00
地点：总部
公布参赛资格表：
时间：2019 年 12 月 5 日(星期四)14:00
地点：公告栏
公布仪式发车的发车顺序：
时间：2019 年 12 月 5 日(星期四)15:00
地点：公告栏
公布第一阶段第一部分的发车顺序：
时间：2019 年 12 月 5 日(星期四)16:00
地点：公告栏
赛前新闻发布会：
时间：2019 年 12 月 5 日(星期四)20:00
地点: 总部金沙楼二层大会议室
开幕仪式：
时间：2019 年 12 月 6 日(星期五)11:00
地点：谷文昌干部学院
拉力赛发车：
时间：2019 年 12 月 6 日(星期五) 11:30
地点：谷文昌干部学院
具体发车时间见公告一。
公布第一阶段第二部分的发车顺序：
时间：2019 年 12 月 6 日(星期五)19:00
地点：总部大堂，公告栏
公布第二阶段的发车顺序：
时间：2019 年 12 月 7 日(星期六)20:00
地点：总部大堂，公告栏
结束仪式：
时间：2019 年 12 月 8 日(星期日)15:30
地点: 常山开发区办公楼前广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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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车检：
时间：2019 年 12 月 8 日(星期日)16:00
地点：维修区出口封闭停车场
公布初步成绩：
时间：2019 年 12 月 8 日(星期日)17:30
地点：公告栏
公布最终成绩：
时间：2019 年 12 月 8 日(星期日)18:00
地点：公告栏

四、赛事概况
本次赛事执行《国内汽车拉力赛比赛通则》、《2019 年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
比赛规则》、《2019 年国内汽车拉力赛车辆技术规则》、《2019 年国内汽车拉力赛
量产车型安全改装规则》和本次比赛的《补充规则》。
4.1 比赛时间
2019 年 12 月 6 日至 8 日
4.2 赛事路线
4.2.1 赛事全程：约 825 公里，其中包括约 126 公里赛段。
4.2.2 赛段：赛段由包括超级赛段的 3 条路线正反使用组成，赛段信息如下：
路段 1：苏峰山赛段，长度约 3.64 公里，柏油路面，使用一次。
路段 2：超级赛段，长度约 2.5 公里，沙石路面，使用一次。
路段 3：太平赛段，长度约 13.16 公里，柏油、水泥混合路面，使用两次。
路段 4：建设赛段，长度 18.20 公里，柏油、水泥混合路面，，使用两次。
路段 5：峰头赛段，长度 18.64 公里，水泥路面，使用两次。
路段 6：官乡赛段，长度 16.41 公里，水泥路面，使用一次。
路段 7：常山赛段，长度 3.22 公里，水泥路面，使用一次。
4.3 赛段编排
赛段的编排见附件 2 的赛程表。

五、报名
5.1 比赛项目设置
2019 年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车手杯
2019 年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领航员杯
2019 年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联合会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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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厂商杯
年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国际组车手杯
年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国际组领航员杯
年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国家四驱组车手杯
年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国家四驱组领航员杯
年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国家两驱组车手杯
年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国家两驱组领航员杯
年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国家两驱2.0 组车手杯
年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国家两驱2.0 组领航员杯
年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混合动力组车手杯
年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混合动力组领航员杯
年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国际组队赛杯
年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国家四驱组队赛杯
年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国家两驱组厂商队杯
年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国家两驱组俱乐部杯
年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混合动力组队赛杯
年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国家两驱2.0 组俱乐部杯
年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国家两驱2.0 组厂商杯
年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希望杯车手杯（S10）
年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希望杯领航员杯(S10)

2019 年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希望杯俱乐部杯（S10）
5.2 报名时间
报名开始：2019 年 10 月 10 日（星期四）
报名截止：2019 年 11 月 3 日（星期日）17:00
5.3 报名资格
5.3.1 车手资格
5.3.1.1 报名人和车组必须持有中汽摩联 2019 年的比赛执照。
换领 2019 年比赛执照的程序是：填写“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汽车类
参赛选手登记表”
（见公布的报名表）、连同身份证和驾驶执照的复印件，扫描后
发至信箱 licence@camf-motorsport.org.cn
联系人：高远，联系电话 010-67141905/ 13581677182
第一次报名参加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的车手必须于报名截止前至少参加两
次全国性短道比赛，方有资格报名。
5.3.1.2 香港、澳门及中华台北车手参加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可持其所属汽
车会颁发的比赛执照、以及所属汽车协会的同意函或盖有该协会章的报名表报
名。
5.3.1.3 境外车手必须由国内车队或俱乐部为其向中国汽摩联报名参加比
赛，并由报名人为其办理中国大陆的驾驶执照。
境外车手在行政检验时必须出示有效比赛执照和所属汽车协会的同意函或
盖有该协会印章的报名表，方可参赛。参加各组别比赛的外籍车组所取得的成绩
只记入当站车队积分，不记其个人年底总成绩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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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车辆资格
5.3.2.1 车辆组别和级别的划分参照《国内汽车拉力赛比赛通则》第 4 条。
5.3.2.2 其它条件：参赛车辆的改装须符合《2019 年国内汽车拉力赛量产车
型安全改装规则》和《2019 年国内汽车拉力赛车辆技术规则》的要求。
5.3.2.3 参赛车辆须按《2019 年国内汽车拉力赛车辆注册办法》完成注册。
5.4 报名费
5.4.1 赛车报名费
使用组织者规定的可选广告：
1500 元
不使用组织者规定的可选广告：
2250 元
报名参赛的车辆数限制为 100 部。
5.4.2 每部赛车报名费包含：1 本补充规则、1 套路书、8 个维修证件和 1
张赛事地图。
5.4.3 车队报名费
参加队赛杯比赛的车队，每车队收取报名费 1000 元。
车队报名费包含：2 本补充规则、1 套路书、2 张地图、1 本服务手册（三辆
车以上 2 本）、嘉宾车门贴（按下面规定发放）、1 套维修车门贴。如需要更多车
门胶贴，则需向秘书处申请。
嘉宾车贴发放办法：报名三辆车(含)以下的车队，每队一套；三辆车以上的
车队，每队二套。
需要更多的嘉宾车贴，需填写“辅助车和维修车报名表”，每套车贴收费 50
元，在秘书处办理。
登陆中国汽摩联官方网站下载所报名的相关表格：www.autosports.org.cn
5.5 付款方式
请将所有参赛费用通过电汇方式按规定日期汇至如下帐户:
单位名称: 中汽摩联赛事运营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工商银行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支行
银行帐号: 0200 0081 0920 0160 378
银行地址: 北京体育馆路甲 11 号
特别注意：付款人须在附注里注明：纳税人识别号、付款人全称、单位注册
经营地址、联系人电话，另外，汇款单上需注明“比赛名称”和“报名人”。
5.6 报名方式
5.6.1 所有报名人必须提交填写完整的正式报名表格。
无论使用传真还是电子信箱报名，报名表和汇款单复印件都必须于规定的报
名截止日时间前发至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常设秘书处。
报名人被接受报名的时间，以组织者收齐其报名表和报名费凭证的时间为
准。只完成一项，视为报名无效。
带有相关人员（车手、领航员和报名人）签字正式报名表必须在报名截止期
后的 5 天内寄到上述地址。
5.6.2 请各车队于 12 月 2 日 12:00 前将所有外籍人员信息（包括英文姓名、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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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姓名、护照号码、国籍等）提供给赛事常设秘书处。
联系人：周青扬 13810347533。
5.7 退还报名费
5.7.1 报名未被接受，全额退还报名费
5.7.2 拉力赛未能举行，全额退还报名费。
5.7.3 组织者将向由于遇有不可抗力（已得到其所在国家或地区汽车协会证
明）而未能在拉力赛中发车的参赛者退还 50％的报名费。
5.7.4 非组织者原因在报名结束后至行政检验前取消报名，仅退报名费的
50%。
5.7.5 行政检验开始后退出比赛，将不退还报名费。

六、勘路
6.1 注册和行政检验
注册和行政检验同时进行。
6.1.1 各车组须于规定的时间在赛事秘书处注册，同时领取勘路号码等有关
证件和赛事文件资料。
6.1.2 注册和行政检验时出示以下资料：
车组成员必须参加行政检验。
a）车队执照、车手和领航员的比赛执照、中国大陆驾驶执照；
b）港澳台和外籍车手的所属汽协出具的参赛许可（或报名表盖章）；
c）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险单和报名表所涉及的全部细节资料。
d）无牌照的赛车须备有完整有效的车辆资料；
e）勘路车保险（不包括赛车）。
6.1.3 注册和行政检验时领取的文件：
a）补充规则、路书、服务手册、地图；
b）门贴：赛车、勘路、维修车、嘉宾；
c）证件：车手、维修、车队经理、嘉宾；
d）车检表、勘路卡、交通违章通知书。
6.2 勘路时间
勘路时间的具体安排参见补充规则。
6.3 勘路车
可以使用赛车勘路。赛车之外的勘路车必须携带有效的牌照（证）以及国家
相关法律和下面第十一条规定的保险。

七、维修区/加油区
7.1 维修区
7.1.1 维修区设在疏港公路（相关路书参见服务手册和微信位置），柏油路
面。维修区的开放时间是 2019 年 12 月 1 日（星期日） 08:30 至 8 日（星期日）
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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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维修区的要求：
—各车队应按照维修区主管安排的地点设置并严格遵守进入时间。
维修区主管：陈华，电话：13901191601
—进行维修工作时务必使用“地布”类物品以保护路面。
—各车队有责任保持维修地点的卫生，垃圾及废弃的机油应放在规定的地
点。各车队在撤离前，必须将各自区域的卫生打扫干净。
—维修区内车速限制为最高 30 公里/小时。
7.1.3 总部维修区将提供水源、电源、公共厕所、安全保卫、垃圾回收。
7.1.4 禁止任何除赛车以外的无牌照车辆进入维修区。
7.2 加油区
比赛期间的加油区，均标注在赛程表中。

八、轮胎和汽油
8.1 轮胎
拉力赛期间禁止使用嵌有金属钉的轮胎，违规者除名。
8.2 汽油
8.2.1 组织者将为所有赛车在指定加油站统一提供 95 号汽油，加油费用自
理，指定加油站是中国石化森美加油站，位于东山县西铜路（县公安局斜对面）。
维修区至指定加油站的路书另行通知。
为配合当地的安全管理，比赛期间各参赛车队指派最多二名本车队人员负责
在指定加油站的加油工作。请各车队于 12 月 2 日 12:00 前将指定的负责加油的
车队人员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提供给赛事常设秘书处。
联系人：周青扬 13810347533。

九、酒店和住宿预订
酒店的预定信息参见附件 1。

十、广告、车手姓名和比赛号码
10.1 广告
10.1.1 允许在赛车的车身及车顶上贴广告，但要预留组织者的广告位置：
B1：车身两侧前门，67 厘米 x17 厘米
D：前引擎盖，43 厘米 x21.5 厘米
C：后风挡，30 厘米 x10 厘米
10.1.2 接受组织者可选择广告的报名人须按照下面“附图”粘贴可选择车
身广告，车身两侧的 A1 规格为长 15cm 高、15cm 宽和 A2，规格为长 15cm 高、
25cm 宽和在前引擎盖上的 A4，规格为 10cmx60cm。这些广告的具体内容见公告。
10.1.3 在赛车前风挡和后风挡上方的广告为最高 10 厘米和 8 厘米。
10.1.4 车身和车手赛服上的烟草广告无限制。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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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车手姓名和比赛号码
车手和领航员的姓名和国旗必须粘贴在《国内汽车拉力比赛通则》第 19 条
规定的位置。
车身广告、车组姓名和比赛号码的位置参见下面“附图”：

十一、保险
11.1 公众责任保险
组织者为赛事投保了公众责任险，此保险包括赛车和勘路车在赛事期间规定
的时间和规定道路上的第三者责任险（包含国家规定的交强险限额）。
见补充规则或公告。
上述保险的保费：350 元/赛车。
11.2 其它车辆保险
11.2.1 勘路车保险：如使用非赛车勘路，则必须带有交强险。
11.2.2 车队的其它车辆必须带有交强险，并建议办理商业保险。
11.3 赛员保险
所有大陆赛员必须办理不低于 70 万人民币的人身意外保险和 30 万元的意外
医疗保险，保费 600 元。入境参赛者必须自行携带人身意外保险。
境外车组需携带有关医疗急救和转运的保险，并在注册时出示相关资料。
上述所有保险必须在赛员注册时办理完毕。
11.4 急救
组委会指定亚洲国际紧急救援中心(AEA)在拉力赛期间负责外籍人员及港澳
台人员的医疗急救。各车队须将下述有关外籍、港澳台人员的医疗保险内容于报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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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结束后 5 天内提供给永久秘书处，这对使用组织者提供的医疗服务至关重要：
受保人姓名
保险公司名称
保险公司地址
保险公司电话
保险公司传真
保险条款编号
是否包括飞机转送费用

是 □

否□

十二、车检和技术要求
12.1 车检地点和时间
时间：2019 年 12 月 3 日（星期二）下午和 4 日（星期三）
地点：维修区出口
具体安排将于 11 月 29 日（星期五）在中国汽摩联网站公布。
参赛车组必须按在车检前规定的时间完成行政检验。
12.2 报到车检时，各车组必须将比赛号码及组织者广告贴在规定的位置。
12.3 车检时须携带的物品：车检表、国际汽摩联（或中国汽摩联）车辆注
册表、三角牌、安全信息带、一个 SOS 和 OK 标志牌。
12.4 赛员装备必须符合《2019 年国内汽车比赛车手装备及其它安全规定》
第一条的要求。
12.5 赛车必须安装《2019 年国内汽车比赛车手装备及其它安全规定》第二
条所要求的挡泥板。
12.6 赛车必须安装《2019 年国内汽车拉力赛量产车型安全改装规则》第 11
条规定的车窗膜和第 7 条规定的灭火系统。
12.7 为了便于铅封和标记，赛前车检须携带备用变速箱和涡轮增压器。
12.8 本站比赛特允许对参赛车辆进行下列改装：
A、计算后发动机容积低于 2 升的赛车，允许使用直径比原注册规格增大一
英寸的轮辋，2 升以上的车执行《2019 年国内汽车拉力赛车辆技术规则》的第七
条第 7.4 的规定。
B、每个车轮允许安装一个最大内径 10cm 的制动冷却管。制动冷却管必须使
用车身原装开口，例如雾灯。如果没有原装开口，车前可以加两个直径 10cm 的
开口。冷却管不得伸出车身范围之外。

十三、推广活动
如需下述各项活动的更多信息，请与中国汽摩联联系：
13.1 赛车体验
不安排。
13.2 开幕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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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F-CRC2019-005

2019 年中国汽车
拉力锦标赛

参赛指南

环东山湾

时间：2019 年 12 月 5 日（星期五）11:00
地点：谷文昌干部学院
组织者要求所有车组参加开幕仪式，全体车组按照仪式发车顺序的时间到维
修区出口等待区集结 08:30 带队出发参加巡游前往开幕式场地，仪式结束后
11:30 开始苏峰山赛段比赛。
13.3 闭幕仪式
时间：2019 年 12 月 8 日（星期日）15:30
地点：常山开发区办公楼前广场
13.3.1 获得全场总成绩前 9 名的车组、自主品牌两驱车第一名的车组和联
合会杯第一名的车队参加闭幕仪式车台的颁奖。
各车组进入结束仪式封闭区后，听从当值裁判的指挥停放赛车。
13.3.2 颁奖程序
A、全场总成绩前 3 名车组和联合会杯第 1 名的颁奖程序：
获得全场总成绩前 3 名的车组按名次倒序分别将赛车停上车台，车组成员出
车外，拍照留念；由颁奖嘉宾颁发奖杯、佩戴花环、赠送香槟并合影留念，车组
喷香槟之后将赛车驶下车台。
—获得联合会杯第 1 名的车队代表登上位于车台一侧的领奖台，由颁奖嘉宾
颁发奖杯并合影留念；
B、国家两驱组前3 名车组的颁奖程序：
获得国家两驱组前3 名的车组按名次顺序分别将赛车停上车台，由颁奖嘉宾
为获奖车组颁发奖杯、赠送香槟、佩戴花环并合影留念，车组喷香槟之后将赛车
驶下车台。
C、全场总成绩第4 至9 名车组的颁奖程序：
获得全场总成绩第4 至9 名的车组按名次顺序分别将赛车停上车台，由颁奖
嘉宾为获奖车组颁发奖杯、赠送香槟、佩戴花环并合影留念，车组喷香槟之后将
赛车驶下车台。
13.3.3 闭幕仪式车台颁奖之后，其他完成比赛的车组按序通过车台，之后
按路书指示前往封闭停车场进行封闭（参加最终车检的赛车除外）。
13.3.4 各车队须在最终成绩公布后一小时内从封闭停车场取走赛车。

十四、综合信息
14.1 临时驾驶执照和临时车牌
报名者须为本车队的港澳台和外籍车组成员办理有效驾驶执照，并在行政检
验时出示。报名者应尽可能为本车队无牌照车辆自行办理由交管部门核发的有效
牌照（证）。报名时必须详细准确填写车辆资料信息。
14.2 气温/海拔
漳州市辖区为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冬季温和少雨，云霄县和诏安县 12 月份
平均气温 15 度左右，东山县年平均气温 21 度左右。
14.3 救援
A:组织者在比赛期间负责将赛段内的故障赛车拖回赛段道路、或拖至起点或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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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点。为避免拖车损失，参赛车队应在现场留有车队人员协助拖车工作。
此救援拖车的工作是免费的。
B:参赛车队自行将上述故障赛车拖回维修区。
C:如果在勘路时赛车发生故障需要拖车服务，则产生的费用由车队承担。
D:拖车服务，联系方式如下：
方裕荣，电话 13906962877
14.4 宣传
14.4.1 宣传资料
略：参赛者提供自己的信息
14.5 交通
A: 公路：G15 高速（沈海高速）位于东山县西边 15 公里。
B: 高铁：东山距云霄高铁站（东山北面）约 25 公里，距诏安高铁站（东
山西面）35 公里
C: 机场：东山县距厦门机场约 120 公里，距揭阳潮汕机场 140 公里。
14.6 路线提示
A:

G15（沈海高速）自北向南，于四都林头出口驶离 G15。

B： G15（沈海高速）自南向北，于四都林头出口驶离 G15。
收费站至维修区的路书另行通知。
14.7 租车
参赛车队如需要在当地租赁车辆，可按下面信息联系：
单 位

联系人

电 话

东山县长兴公司

陈章猛

15860229995

东山县交服公司

曾番添

13859265587

顺驰租车行

欧先生

18659679123

14.8 证件
种类

准 进 区

1

官员

总部,指挥中心,维修区,赛事路线,控制区,新闻中心

2

赛员

总部,维修区,赛事路线,控制区,封闭区,车检区

3

车队经理

总部,维修区,赛事路线,新闻中心,车检区

4

记者

新闻中心,维修区,赛事路线,控制区

5

贵宾 VIP

总部,观众区,维修区,赛事路线

6

嘉宾

总部,观众区,维修区,赛事路线

7

工作人员

总部,维修区,赛事路线

14.9 即时成绩
组织者在比赛期间为参赛者提供即时成绩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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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车队需自备带有无线上网的电脑（GSM 或 CDMA）。
14.10 赛前试车
不安排试车。
14.11 餐饮和旅游
东山县旅游线路推介：
第一天：
上午：风动石景区→文公祠（南溟书院）→顶街旅游特色街区
下午：南门湾→“寡妇村”展览馆→马銮湾景区
晚上：铜陵夜景→铜陵夜市（美食一条街）→酒吧一条街
第二天：
上午：东门屿景区
下午：中驰生态山庄→前何（荷风谷意）→战地文化观光园
晚上：金紫荆广场
第三天：
上午：谷文昌学院→谷文昌纪念园→苏峰山环岛路
下午：鱼骨沙洲
晚上：海湾公园

附件 1：酒店预订信息表

区号-0596

酒店名称

宾馆地址

电话

房间数

协议价

距维修区
（千米）

谷文昌干部学院
服务中心扬帆楼

马銮湾

林财顺
13599689006

45

标间：350 元/间
单间：350 元/间

12

谷文昌干部学院
服务中心金沙楼

马銮湾

林财顺
13599689006

66

标间：350 元/间
单间：350 元/间

12

东山华福酒店

铜陵镇码头
街观音亭 1
号

欧秀燕
18250698922

125

标间：288-338 元/间
单间：288-338 元/间

16

东嘉壹号酒店

马銮湾
东嘉小区

陈爱爱
15059875800

44

标间：180 元/间
单间：180 元/间

12

东山华夏酒店

马銮湾

何冬燕
18159722255

52

标间：280 元/间
单间：280 元/间

12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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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东山湾

海景花园酒店

马銮湾
美景路 5 号

吴小姐
13960037856

111

标间：280 元/间
单间：280 元/间

11.8

东山温莎大酒店

西镇东环路
福瑞 148 号

6066688

93

标间：268 元/间
单间：268 元/间

6

东山万隆大酒店

康美镇铜砵
村城内 388
号铜陵路口

6066066

76

标间：228-258 元/间
单间：228-258 元/间

14

东山喜达威酒店

龙潭街芸前
区 28 号

5696199

86

标间：220 元/间
单间：220-260 元/间

14.2

新天地大酒店

西埔区文昌
路 28 号

李丹
13666071576

105

标间：298 元/间
单间：298-398 元/间

6

金阳光大酒店

马銮湾

高丽萍
15060561652

124

标间：140-200 元/间
单间：140-200 元/间

12

赖远智
13599689006

32

标间：280 元/间
单间：280 元/间

12

5687998

27

标间：280 元/间
单间：280 元/间

12

东山金蓝湾酒店

听涛园酒店

19

康美镇美景
路 2 号宏溢
海景度假村
42 幢
马銮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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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高速路-维修区路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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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维修区-总部路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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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维修区-加油站路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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