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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中国汽车短道拉力锦标赛阜新站

一．赛事简介

2019 中国汽车短道拉力锦标赛阜新站将于 2019 年 11 月 22 日至 11

月 24 日在辽宁省阜新市举行，为了便于各赛车俱乐部和广大汽车运

动爱好者报名参赛，现将有关赛事安排及相关注意事项简要介绍如下：

1.1 比赛名称：2019 中国汽车短道拉力锦标赛阜新站

1.2 比赛时间：2019 年 11 月 22 日-2019 年 11 月 24 日

1.3 比赛地点：辽宁省阜新市新邱区百年赛道城 1 号赛场

1.4 赛道简介：本站比赛使用 1980 米没有战术圈的沙石路面单赛道

进行比赛。

1.5 竞赛方法：本站比赛为多车发车。

1.6 组办单位

主办单位：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

辽宁省体育局

阜新市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新邱人民政府

阜新百年赛道小镇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中汽摩联赛事运营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辽宁省汽车摩托车运动协会

阜新市汽车摩托车运动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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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赛事总部：辽宁省阜新市蒙古贞酒店

联系人：孙佳卓

电话:17602437362

邮箱：1758054735@QQ.COM

每日有大巴接送赛员前往赛场

二．报名：

2.1 组别设置：

本次比赛分单一品牌杯、公开组杯

单一品牌杯：

（1）、由组委会提供统一规格的赛车，选手分为 A、B 组。

（2）、本次赛事单一品牌限制参赛人数为 60 人（A+B 组），不接

受现场报名，报名者请提前将报名表发送至本次比赛指定邮箱，额满

后将不再接受报名。

（3）、为增进赛员之间友谊，发扬团队协作精神，特设单一品牌队

赛杯。每队由 2 名及 2 名以上车手组成，取最好 2 名成绩累加。

公开组：

（1）、通过赛前车检后取得参赛资格，车检规则参见《全国汽车拉

力锦标赛比赛规则》。

（2）、公开组队赛杯每支车队须至少自带同一排量的赛车 2台参赛。

（3）、无牌照的赛车必须停放在指定维修区，未经允许不得驶离赛

车场，违者取消比赛资格。

注：本次比赛中，赛车上只允许车手一人驾驶赛车。禁用领航员及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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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人坐在副驾驶位置。

2.2 参赛车手资格：

（1）、A 组车手资格：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车手参加 A 组的比赛：

在 2017、2018、2019 赛季中以车手身份参加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

中国汽车越野锦标赛的赛员；上述情形以外的 B 组车手也可报名参加

A组比赛，但不得降级参加 B 组比赛。（2019 赛季截止至大庆短道赛

之前）

（2）香港、澳门和台湾车手参加本次比赛必须持当地协会颁发的比赛

执照，出示当地协会开具的同意参赛函或盖有此协会章的报名表。

2.3 报名时间

即日起至 2019 年 11 月 20 日 17:00 止（不接受现场报名）

2.4 报名联系人：

联系人：周青扬

联系电话：010-67134060

报名邮箱：1030013865@QQ.com

报名表请在中汽联官网下载

2.5 参赛费用：

2.5.1 报名费：500 元/人。

2.5.2 保险费：300 元/人

2.5.3 车辆使用费：3000 元/人

2.5.4 车损押金：10000 元/人（行政检验现金缴费）。车手在出现事

故后，将按车辆实际损失扣除押金。（组委会将在赛前公示配件价格

mailto:103001386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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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实际损失超过 10000 元，则扣除全部 10000 元。（被扣除押

金的车手如再进行下一轮比赛，则需要补交所扣除的押金差额）。如

出现翻车（含：侧翻）现象，车辆将不进行实际损失评估，车损押金

直接全部扣除。

2.6 赛员注册（领取文件）和行政检验

时间：2019 年 11 月 21 日（09:30-16:00）

地点：辽宁省阜新市蒙古贞酒店 1 号会议室

2.7 赛事公告栏

时间：2019 年 11 月 21 日 09:30 至 11 月 24 日 19：00

地点：赛事总部接待大厅（比赛日同时于检录区设公告板）

备注：公告信息将同时公布于 2019 中国汽车短道拉力锦标赛阜新站

赛员群

三、保险：

（1）组织者按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的相关规定为参赛选手、工作

人员、媒体记者投保人身意外保险和医疗保险，保额不低于 100 万。

保险有效期为：2019 年 11 月 22 日－2019 年 11 月 24 日。（3天）

（2）组织者投保比赛公众责任保险。

四、装备：

本次比赛要求所有赛员比赛时严格按照比赛规则穿着连体赛服并佩

戴头盔，A、B 赛员可以借用组织者提供的头盔，也可以自带符合 FIA

认证的头盔。

五、广告：



2019 中国汽车短道拉力锦标赛阜新站

6

车手与车队如自带广告，请尽快与组委会联系，得到允许后方可使用。

只有在其比赛时可以粘贴自带车身广告。选手的自带广告不得覆盖组

织者的任何广告且自带广告不得与组委会广告冲突。

六、安全义务：

参加比赛的车手应遵守比赛规则、交通法规及其他政府部门的相关法

律法规，违者取消参赛资格。

七、竞赛

7.1 竞赛细则

7.1.1 资格赛：

按比赛组别并按报名或抽签顺序依次进行比赛，每名赛员比赛 2 次，

以其中一次比赛最快时间成绩进行排序。

7.1.2 决赛根据参赛人数，进行前 16名、前 8名、前 4名决赛。决

赛阶段 4 车同发。

7.2 检录：

7.2.1 参赛车手须按组织者公布的时间和顺序进行检录。

7.2.2 按时检录是车手的责任。

7.2.3 车手应在每次比赛开始前 10分钟进行检录，迟到将视为弃权。

7.2.4 车手及赛车必须在发车前 3 分钟做好发车准备，迟到将视为弃

权。

7.3 发车：

7.3.1 每次比赛，参赛车手在进行检录后，应按照裁判的指挥到达发

车区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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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比赛发车前进行安全检查，参赛车手须带好头盔并系好安全带，

违者取消比赛资格。

7.3.3 比赛发车按信号灯或旗语发车。信号灯发车按通则执行。

7.3.4 旗语发车：车手在裁判引导下将赛车停在发车线，安全检查后，

裁判相继出示 30秒和 10 秒指示牌，当出示 10秒指示牌之后，发车

裁判平举 2面绿旗，赛车进入发车状态。当发车裁判向上举起绿旗时，

赛车发车、比赛开始。

信号灯发车程序：发车前 15秒红灯亮起，发车前 5 秒红灯以 1次/

秒的频率闪烁，发车时红灯熄灭绿灯亮起。

7.3.5 发车信号给出 20秒钟后，未能发车者，取消其该场比赛资格。

7.4 旗语

7.4.1 比赛中裁判有可能出示部分汽车比赛的通用旗语，旗语表示的

功能如下：

黄旗：表示比赛前方发生事故或出现危险情况，需立即减速慢行。

绿旗：发车旗。

蓝旗：当比赛出现后车试图超越前车时使用，被超者见蓝旗应立即靠

边让车。

黑白方格旗：赛车到达终点时使用。赛员在裁判出示黑白方格旗并驶

过终点线后，应立即减速并低速驶出赛道。

7.4.2 标记牌：在设有标志牌的地方，必须按标志牌的指示行驶。

7.5 成绩评定：

7.5.1 资格赛采用计时评定成绩，以最好一次成绩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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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 没有进入决赛阶段的名次为资格赛排名，决赛阶段负者按照所

参加的所有轮次比赛中取得的最快成绩在同轮负者之间排序，获得相

应名次。

7.5.3 个人积分用于队赛成绩评定及锦标赛年度个人成绩评定。

个人积分表

名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积分 25 20 17 14 12 10 9 8 7 6 5 4 3 2 1 0

7.5.4 车队成绩是以每个车队中成绩最好的 2名车手的个人积分之

和评定名次。

八、投诉与上诉

本规则未明确规定的情况依照《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比赛处罚

及投诉、上诉条例》执行。

8.1 只有报名人有权投诉。

8.2 投诉必须以书面形式并附 1000 元投诉费递交赛事主管，由赛事

主管递交赛事仲裁委员会。如投诉有效，退回投诉费。如须拆检车辆，

需另交拆检费 3000 元，如投诉有效，此费用退还，并由被投诉者承

担此费用。

8.3 递交投诉书的时间限制：被投诉的事件发生后 10分钟内、成绩

公布后的 20分钟内。

8.4 报名人对赛事仲裁委员会所作出的裁决如有异议，有权上诉。

8.5 上诉人须在仲裁委员会所作出的裁决公布 1 小时内以书面形式

通知赛事仲裁委员会，并在 3日内向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递交

上诉书和上诉费 1500 元。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将在收到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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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后的 15日内通知判定结果。如果没有缴纳上述费用，上诉参赛者

的相关执照（车手执照和涉及的车队）将被暂时吊销，直到其补交上

述费用后才可以继续使用。如果上诉被拒绝或驳回，上诉费用不予退

还。

8.6 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对上诉所作出的判定为最终裁决。

8.7 赛事仲裁委员会不受理没有有效视频证据情况下针对计时裁判

的投诉。

8.8 处罚表

处罚内容 除名 取消成绩 仲裁裁决

赛手会迟到 *

未经允许不参加赛手会 *

未参加行政检验 *

未检录和检录迟到 *

不按比赛规定路线行驶 *

不服从裁判指挥 *

比赛中碰撞减速障碍 *

进出停车场、维修区不减速慢行 *

比赛冲过终点后不减速慢行 *

发生事故造成人员伤、亡 *

违反体育道德及不正当行为 *

获奖车手无故不出席分站颁奖仪式 *

获奖车手无故不出席年终颁奖仪式 *

注：补充规则可能对上述表格内容作出明确处罚规定。

本规则的解释权归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

九、奖励

9.1 单一品牌杯

9.1.1 获得个人 A组前 6名的车手，颁发奖金和奖杯。

9.1.2 获得个人 B组前 6名的车手，颁发奖金和奖杯。

9.1.3 参加 A、B组比赛的女车手每组第一名，颁发奖杯（巾帼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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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 由 2-3 名车手组成，取最好 2名成绩累加成绩最高队，A、

B组取前三。获得单一品牌车队奖杯一座。

9.5.5 单一品牌杯个人奖金分配如下：

A 组 B组

排名 奖励 排名 奖励

第一名 奖杯+奖金 20000 元 第一名 奖杯+奖金 10000 元

第二名 奖杯+奖金 15000 元 第二名 奖杯+奖金 7500 元

第三名 奖杯+奖金 10000 元 第三名 奖杯+奖金 5000 元

第四名 奖牌+奖金 7000 元 第四名 奖牌+奖金 3500 元

第五名 奖牌+奖金 5000 元 第五名 奖牌+奖金 2500 元

第六名 奖牌+奖金 3000 元 第六名 奖牌+奖金 1500 元

A 组巾帼杯 B组巾帼杯

第一名 奖杯 1 座 第一名 奖杯 1座

9.2 公开组

9.2.1 获得个人两驱组前 6名的车手，颁发奖金和奖杯。

9.2.2 获得个人四驱组前 6 名的车手，颁发奖金和奖杯。

9.2.3 公开组两驱和四驱组如参赛车不足 6 名则只取前 3 名

9.2.4 公开组个人奖金分配如下：

公开组两驱 公开组四驱

排名 奖励 排名 奖励

第一名 奖杯+奖金 20000 元 第一名 奖杯+奖金 2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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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名 奖杯+奖金 15000 元 第二名 奖杯+奖金 15000 元

第三名 奖杯+奖金 10000 元 第三名 奖杯+奖金 10000 元

第四名 奖牌+奖金 7000 元 第四名 奖牌+奖金 7000 元

第五名 奖牌+奖金 5000 元 第五名 奖牌+奖金 5000 元

第六名 奖牌+奖金 3000 元 第六名 奖牌+奖金 3000 元

9.2.5 参加公开组比赛的车队按分组每组低于 3 支车队的，该组

将只发第一名。

十．重要提示：

由于提供参赛的车辆数量及比赛时间的限制，本站比赛报名时间于

11 月 20 日 17 点整截止，逾期恕不接受，如果在截止报名时间前已

经达到限制报名参赛人数，也不再接受报名。行政检验期间不接受之

前未递交报名表的新赛员的报名，谢谢合作！

祝您在本次比赛中取得好成绩！

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

2019 年 1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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