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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车手、车队

注册登记管理办法

一、汽车类车手注册登记管理办法

第一条 车手注册登记是各类组织和人员参加或举办有组织的

汽车运动（含卡丁车项目）的比赛或活动以及从事相关业务活动的

基本条件，是掌握全国汽车运动基本状况，进行全面管理的基本手

段，也是制订全国汽车运动发展政策、方针和策略的基本依据。

第二条 为保证注册登记工作规范有序地进行，现参照国家体

育总局制定的《全国运动员注册管理办法》、国际汽车联合会规则，

并结合中国汽车运动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参加和从事汽车

运动的单位和个人。

第四条 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以下简称“中汽摩联”）

负责对车手进行资格审查、注册登记的审核以及管理工作，其中包

括各类数据的同级整理工作。

第五条 车手参加中汽摩联及会员协会或俱乐部组织的汽车比

赛或活动，必须持有中汽摩联颁发的比赛执照。获取比赛执照视为

正式注册登记。组织者有权拒绝未接受过专项培训的选手报名参赛。

第六条 汽车类比赛执照分类

汽车类比赛执照按照项目种类分类为：场地类、拉力越野类、

飘移类、卡丁车类、其他类共五大类。

汽车类比赛执照按照等级分类为：国家级、国际级两大类。

6.1 国家级汽车类比赛执照等级分类

国家级汽车类执照

场地类

编号序号：T

拉力越野类

编号序号：L

飘移类

编号序号：P

卡丁车类

编号序号：K

其他类

编号序号：Q

A 级 A级 A级 A级 A级



B 级 B 级 B级 B级 B级

C级

6.2 国际级汽车比赛执照等级分类

国际级汽车类执照

场地类

编号序号：T

拉力越野类

编号序号：O

飘移类

编号序号：P

卡丁车类

编号序号：K

其他类

编号序号：Q

A 级 R级 A级

B级 B级

C级 C级 C级 C级

第七条 国家级比赛执照分类和晋级标准

所有国家级汽车类比赛执照有效期均为 1 年（为 1 个公历年）。

新执照自批准之日起至当年 12 月 31 日为有效期。

持国家级汽车类比赛执照者，可按以下标准参加国内各级、各

项汽车类比赛。

所有汽车类国家级比赛执照需每年 1 月至 3 月 31 日内进行年

审，更换新的比赛执照，并按照中汽摩联的规定填写执照年审表（年

审表见附件一）。如未按规定时间年审，则视为放弃当年执照。

7.1 国家 C级执照：

卡丁车类

申请卡丁车类国家 C 级执照，必须参加由中汽摩联批准认可 C

级培训机构按照《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车手培训班教学大纲》

组织的专业培训，并参加书面考核，通过考核的学员将由培训机构

统一向中汽摩联申请办理 C 级执照。

卡丁车类国家 C级执照为未满 18 周岁青少年执照，持该级别执

照者，可参加全国性、地方性卡丁车青少年组别比赛。

7.2 国家 B级执照：

场地类

申请场地类国家 B 级执照，必须参加由中汽摩联批准认可 B 级

培训机构按照《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车手培训班教学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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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专业培训，并参加书面考核，通过考核的学员将由培训机构

统一向中汽摩联申请办理 B 级执照。

场地类国家 B 级执照为地方性比赛执照，持该级别执照者，不

得参加全国性及以上级别比赛。

拉力越野类

申请拉力越野类国家 B 级执照，必须参加由中汽摩联批准认可

B 级培训机构按照《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车手培训班教学大

纲》组织的专业培训，并参加书面考核，通过考核的学员将由培训

机构统一向中汽摩联申请办理 B 级执照。

拉力越野类国家 B 级执照为地方性比赛执照，持该级别执照者，

不得参加全国性及以上级别比赛。

申请该种执照者必须持有公安部门核发的有效汽车驾驶证。

飘移类

申请飘移类国家 B 级执照，必须参加由中汽摩联批准认可 B 级

培训机构按照《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车手培训班教学大纲》

组织的专业培训，并参加书面考核，通过考核的学员将由培训机构

统一向中汽摩联申请办理 B 级执照。

飘移类国家 B 级执照为地方性比赛执照，持该级别执照者，不

得参加全国性及以上级别比赛。

卡丁车类

申请卡丁车类国家 B 级执照，必须参加由中汽摩联批准认可 B

级培训机构按照《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车手培训班教学大纲》

组织的专业培训，并参加书面考核，通过考核的学员将由培训机构

统一向中汽摩联申请办理 B 级执照。

卡丁车类国家 B 级执照为地方性比赛执照，持该级别执照者，

不得参加全国性及以上级别比赛。

为保持 B 级执照的资格，车手必须在颁发执照的 36 个月的期限

内参加至少 1 场中汽摩联注册的地方性比赛，否则须重新参加培训。

7.3 国家 A级执照：

场地类



申请场地类国家 A 级执照，须持场地类国家 B 级有效执照一年

以上，参加过至少 3 场中汽摩联注册的地方性比赛，并按照规则获

得参加决赛资格。

持该级别执照者可参加地方性比赛和全国性比赛(如比赛规则

中有明确规定执照等级的不计算在内)，不得参加国际比赛。

为保持 A 级执照的资格，车手必须在颁发执照的 12 个月的期限

内参加至少 1 场中汽摩联注册的地方性比赛或 1 场全国性比赛，并

按照规则获得参加决赛资格。

拉力越野类

申请拉力越野类国家 A 级执照，须持拉力越野类国家 B 级有效

执照一年以上，参加过至少 1场中汽摩联注册的地方性比赛。

持该级别执照者可参加地方性比赛和全国性比赛(如比赛规则

中有明确规定执照等级的不计算在内)，不得参加国际比赛。

申请该种执照者必须持有公安部门核发的有效汽车驾驶证。

为保持 A 级执照的资格，车手必须在颁发执照的 24 个月的期限

内参加至少 1 场中汽摩联注册的地方性比赛或 1场全国性比赛。

飘移类

申请飘移类国家 A 级执照，须持飘移类国家 B 级有效执照一年

以上，参加过至少 2 场中汽摩联注册的地方性比赛，并按照规则获

得参加决赛资格。

持该级别执照者可参加地方性比赛和全国性比赛(如比赛规则

中有明确规定执照等级的不计算在内)，不得参加国际比赛。

为保持 A 级执照的资格，车手必须在 12 个月的期限内参加至少

1 场中汽摩联注册的地方性比赛或 1 场全国性比赛，并至少获得资

格赛前 16 名。

卡丁车类

申请卡丁车类国家A级执照，必须持有B级执照满12个月以上，

在一年期限内至少参与 3 场中汽摩联注册的俱乐部级或省级比赛并

获前 10 名。

持该级别执照者可参加地方性比赛和全国性比赛，不得参加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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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比赛。

为保持 A 级执照的资格，车手必须在颁发执照的 12 个月的期限

内参加至少 1 场中汽摩联注册的地方性比赛或 1场全国性比赛。

第八条 国际级比赛执照分类和晋级标准

所有国际级汽车类比赛执照有效期均为 1 年（为 1 个公历年）。

新执照自批准之日起至当年 12 月 31 日为有效期。

申请各级国际执照者，必须持国家 A 级执照，并按中汽摩联颁

布的相关规定，申请办理出国参赛同意函获批者，可向中汽摩联申

请相应级别的国际执照。

8.1 国际 C级执照：

场地类

申请汽车类国际 C 级执照，必须持场地类国家 A 级执照，或持

卡丁车类国家 A级执照。申请者必须年满 16 周岁并持有中汽摩联颁

发的 A级有效执照满 12 个月以上。在申请提出前 24 个月内，至少

取得两次场地类国家级锦标赛前十名成绩或取得五次其它全国性比

赛前六名。

或年满 16 岁并持有卡丁车国家 A 级比赛执照者，并在提出申请

前 12 个月内，取得卡丁车类国家级级比赛年度组别成绩前三名。

持该级别执照者可按照规定，向中汽摩联申请参加国际比赛。

为保持申请 C 级执照的资格，车手必须在 12 个月的期限内参加

至少 1 场全国性比赛，并按照规则获得参加决赛资格，否则不得继

续申请 C 级执照。

飘移类

申请飘移类国际 C 级执照，必须持飘移类国家 A 级执照。申请

者必须年满 16 周岁并持有中汽摩联颁发的 A 级有效执照满 12 个月

以上。在申请提出前 24 个月内，取得三次全国性比赛前五名或在提

出申请的前 12 个月内取得一个全国性比赛年度冠军。

持该级别执照者可按照规定，向中汽摩联申请参加国际比赛。

为保持申请 C 级执照的资格，车手必须在 12 个月的期限内参加

至少 1场全国性比赛，并按照规则取得资格赛前 16 名，否则不得继



续申请 C 级执照。

卡丁车类

申请卡丁车类国际 C级执照，必须持卡丁车类国家 A级执照。

申请者必须年满 13 周岁并持卡丁车类国家 A 级执照满 12 个月

以上。在提出申请前 12 个月内，取得国家级卡丁车类赛事年终组别

前 6 名，通过中汽摩联审核，可申请国际 C级执照。

卡丁车类国际 C级执照（包含 C 级少年和 C级成年两种执照）

由中汽摩联审核颁发。

C级少年

申请人应年满 13 岁不满 15 岁，如不足 13 岁但其在比赛执照发

放年份的上半年内满 13 岁也可以申请。

申请人可在年满 15 周岁当年保留该级别执照。

考虑到安全因素，可以向将满 16 岁的车手发放 C 级少年执照，

其最终将晋级为 C 级成年执照或 B级执照。

C级成年

申请人应年满 15 岁，如不足 15 岁但其在比赛执照发放年份的

上半年内满 15 岁也可以申请（如参加 ICE 和超级卡丁车比赛必须年

满 18 岁）。

持该级别执照者可按照规定，向中汽摩联申请参加国际比赛。

8.2 国际 B级执照：

场地类

申请场地类国际 B 级执照，必须年满 18 周岁，且持有场地类国

际 C 级比赛执照满 24 个月以上，在提出申请前 24 个月之内，至少

取得五次国家级或国际比赛前五名成绩，或在提出申请的前 12 个月

内取得一个全国性比赛年度总成绩第一名。

取得 CIK 世界锦标赛或 CIK 世界杯赛年度总成绩前三名的卡丁

车手，可申请场地类国际 B 级执照。

为保持申请 B 级执照资格，车手必须在 12 个月的期限内参加至

少 1 场国家级或国际比赛，并按照规则获得参加决赛资格（赛事仲

裁委员会特殊批准允许参加决赛资格不计算在内），未参加至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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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国家级或国际比赛的车手，不得继续申请 B 级执照。

卡丁车类

申请卡丁车类国际 B 级执照，必须持有国际 C 级比赛执照并年

满 15 岁。如不足 15 岁但其在比赛执照发放年份的上半年内满 15 岁

也可以申请（如参加 ICE 和超级卡丁车比赛必须年满 18 岁）。在申

请前 24 个月内，至少取得 3次国内或国际比赛前十名，且至少其中

一次成绩为国家锦标赛或国际比赛。

8.3 国际 A级执照：

场地类

申请场地类国际 A 级执照，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1）必须持场地类国际 B 级执照；

（2）须完成 6 场国际锦标赛事；

（3）必须年满 17 周岁；

（4）须按照国际汽联运动总则附件 L，在 3 年内获取 14 个相

应积分；

（5）须按照国际汽联运动总则附件 L，完成补充条例 1中列举

的两项锦标赛事的 80%；

（6）合格完成中汽摩联关于国际汽联运动总则内容的考试问

卷。

为保持申请 A 级执照资格，车手必须在 12 个月的期限内参加

至少 1场国际比赛。

卡丁车类

申请卡丁车类国际 A 级执照，必须持有 A 级比赛执照并年满 15

岁。（如参加 ICE 和超级卡丁车比赛必须年满 18 岁）在提出申请前

24 个月之内，在 CIK 锦标赛或国际比赛中获得下述成绩：

(1) 在 CIK-FIA 锦标赛、大奖赛或杯赛的单站比赛中名次排在

参赛车手前 33%位之内（如果前 33%车手人数多于参加决赛的 34 名

车手而申请人排名位于 34 名之后，则根据预赛后排位的中等成绩水

平确定）；

(2) 或在 1站以上的 CIK-FIA 锦标赛、奖赛和杯赛中获得积分；



(3) 或在持有 B 级执照参加的 3 站国际比赛中排名位于前 33%

参赛车手之内。

持有 A 级执照的车手若未在过去的 3 年内在第一级锦标赛、杯

赛或大奖赛中获得前六名的成绩，而且在两年内未参加 CIK-FIA 锦

标赛、杯赛或大奖赛，将被要求失去持 A 级执照的资格转而持 B级

执照。

A 级执照持有人若在五年内未参加 CIK-FIA 锦标赛、杯赛或大

奖赛，该车手将自动失去 A 级执照的资格，转而持更低级别的执照。

8.5 国际 R级执照：

拉力越野类

申请拉力越野类国际 R 级执照者，必须持拉力越野类国家 A 级

执照。 申请者必须持有中汽摩联颁发的 A 级有效执照满 12 个月以

上。在申请提出前 12 个月内，至少取得两次拉力越野类国家级锦标

赛前八名。

持该级别执照者可按照规定，向中汽摩联申请参加国际比赛。

第九条 车手医疗卡办理流程。

车手在提出执照申请和执照年审注册的同时，必须提供身体健

康说明（持有县级或以上医院出具的健康证明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机

动车驾驶执照年审健康证明），才有资质向中汽摩联申请办理参赛

选手医疗卡。此医疗卡有效期为 1 年（为 1 个公历年），随比赛执

照年审注册更换。

车手医疗卡应由所有参加比赛的医疗主管在卡内记录车手是否

由于任何身体原因没有完成比赛。例如：车手受伤及情况、车手生

病及情况或无。

车手参加比赛必须严格遵守国际汽联的运动规则、中汽摩联的

运动规则规程。保证向医生提供目前身体健康状况和以前伤势治疗

史是真实的，保证不使用任何方式为其临时提高体能的、损害健康

的、非法的、特别是列入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违禁药品名单的药物。

医疗卡由中汽摩联负责印制，版权属中汽摩联独家所有，任何

单位、车队、俱乐部或个人不得翻印。一经发现，违者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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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出国参赛同意函办理流程。

按照中汽摩联颁布的《中汽摩联关于车队、车手出国（境）参

赛的申请办法（试行）》体汽摩联字[2016] 61 号文件执行。

第十一条 对外籍车手申请中汽摩联比赛执照的规定。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中华台北及其它国籍拟申

请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比赛执照者，每年需要提交书面申请

和其国籍所在国或地区或比赛执照所属国或地区汽车运动管理机构

同意其放弃在本国或地区比赛执照且同意中汽摩联为其颁发比赛执

照的同意函和向中汽摩联申请执照的申请文件。同意函须同时提供

该车手曾经参赛比赛成绩和其现有比赛执照类别和等级。

第十二条 车手可以代表全国任何一个具有注册资格的单位进

行参赛，这些单位包括在民政部门注册的协会、俱乐部，在工商部

门注册的俱乐部、车队，在中汽摩联领取车队执照的车队，经中汽

摩联批准同意赛前临时组成的车队以及中汽摩联批准认可的其它单

位。

第十三条 车手代表单位或企业或俱乐部参赛必须与其代表单

位签订代表参赛协议，协议必须包括如下内容：

一、车手的出生日期（必须依照户口本原件如实填报）。

二、车手本人（年满 18 周岁）或未满 18 周岁的赛员的法定监

护人签字。法定监护人代签协议的终止日期不得超过车手年满 18 周

岁的日期。

三、单位法人代表（或授权人）签字。

四、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等。

五、联络方式必须为有效通讯方式。

第十四条 代表单位或企业或俱乐部参赛的选手必须在赛事行

政检验时出示其有效的协议复印文本方可有资格代表某队参赛。

第十五条 每个车手可拥有多个比赛执照，并允许按照比赛执

照上所规定的比赛项目参加比赛。比赛执照本年度有效。如比赛执

照遗失，可申请办理补发，执照的编号不变。

第十六条 中汽摩联于每年的1月至3月31日开始受理当年比



赛执照的注册。连续 24 个月未申请注册者，原参赛资格随之失效。

如需申请，则需重新接受培训。比赛执照由中汽摩联统一印制。

第十七条 执照服务费标准（自 2019 年本规定颁布起）：

汽车比赛执照：

国际 A级执照 人民币 1000 元

国际 B级执照 人民币 1000 元

国际 C级执照 人民币 500 元

国际 R级执照 人民币 500 元

国家 A级执照 人民币 300 元

国家 B级执照 人民币 100 元

第十八条 车手代表单位有争议的，以协议为判定依据。如果

车手一人签有多个有效协议，则最先签订的有效协议为注册协议。

对一人在同一年度签有多个代表协议，根据情节轻重，将对车手处

以停止其 1-2 年停赛的处罚。

第十九条 对违反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规定以及违法犯罪行为的

车手，要视其情况停止其参赛。凡已领取比赛执照的选手参加未经

汽车运动管理部门批准的任何汽摩比赛，吊销其比赛执照。

第二十条 对伪造协议书和比赛执照的车手和代表单位，中汽

摩联将根据补不同情节处以通报、批评、罚款以及停止报名参赛资

格等处罚。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的解释权和修改权属于中国汽车摩托车运

动联合会。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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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汽车类车队注册登记管理办法

为使我国汽车运动健康有序发展，参赛车队在比赛中得到公平

竞争，对参赛车队建立登记注册制度。特制定如下规定和申请办法：

一、只有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民政社团登记部门注册的法人

单位才能申请注册赛车队和申领车队比赛执照。申请注册赛车队时

必须出具有效的工商注册登记副本或者在地方协会备案的民政注册

登记副本，出具法人代表身份证和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

二、俱乐部可以在任何时候向中汽摩联会申请车队注册（车队

注册申请表附后），并可申请多个车队执照。经批准，可以申领车

队比赛执照。该执照为各车队申请报名参加比赛的唯一资格性文件。

三、申请注册的车队名称可以包括赞助商简称和所属俱乐部的

简称；车队名称中也可以不含所属俱乐部简称。经中汽摩联批准，

因更换赞助商的原因，允许注册车队的法人单位在执照有效期内更

改车队名称，更换车队比赛执照，但执照证号和体现所属俱乐部的

简称在执照有效期内保持不变。

四、车队名称中含有赞助商名称和标识的须出示赞助商的授权

书或相关证明。车队所有广告和标识必须符合国家广告法的有关规

定。

五、车队执照的申请人必须是俱乐部的法人或法人代表。

六、参加国际国内比赛的车队在报名时必须出示中汽摩联签发

的车队比赛执照。参加国外比赛的车队须另文专门向中汽摩联申报。

七、该车队比赛执照有效期为一年（年度制）。

八、场地类申请注册的车队至少应有一辆符合比赛资格的赛车

和一名签约车手组成。

拉力越野类申请注册的车队至少应由两辆或更多符合比赛资格的

车辆和若干名车手组成。参赛车辆和车手须在中汽摩联注册登记。

九、申请车队注册时必须向中汽摩联缴纳注册登记费人民币500

元。



十、本车队注册登记工作由中汽摩联负责，其解释权归中汽摩

联。

十一、车队比赛执照年审注册：

新颁发的车队比赛执照自批准之日起至当年 12 月 31 日有效。

每年车队比赛执照年审注册从 1 月 15 日起办理。未注册的车队比赛

执照从 1 月 1 日起失效作废。

十二、车队签约车手变更：

汽车类申请或年度注册车队比赛执照中签约车手变更须书面通

知中汽摩联运动部。车手允许签约多个比赛车队，但必须得到最早

签约车队的文字确认文件，否则中汽摩联有权吊销该车手当年执照。

十三、车队比赛执照的检验：

比赛行政检验中，参赛者需出示车队比赛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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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摩托车类车手注册登记管理办法

第一条 车手注册登记是各类组织和人员参加或举办有组织的

摩托车运动的比赛或活动以及从事相关业务活动的基本条件，是掌

握全国摩托车运动基本状况，进行全面管理的基本手段，也是制订

全国摩托车运动发展政策、方针和策略的基本依据。

第二条 为保证注册登记工作规范有序地进行，现参照国家体

育总局制定的《全国运动员注册管理办法》、国际摩联规则，并结

合中国摩托车运动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参加和从事摩托

车运动的单位和个人。

第四条 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以下简称“中汽摩联”）

负责对车选手进行资格审查、注册登记的审核以及管理工作，其中

包括各类数据的同级整理工作。

第五条 车选手参加中汽摩联及会员协会或俱乐部组织的摩托

车比赛或活动，必须持有中汽摩联颁发的比赛执照。获取比赛执照

视为正式注册登记。组织者有权拒绝未接受过专项培训的选手报名

参赛。

第六条 参加比赛的车手必须持有其参加比赛项目相对应的比

赛执照。如参加在公共道路上进行的比赛，参赛者必须符合我国民

用车辆驾驶的年龄要求并持有公安部门核发的有效驾驶执照。

第七条 摩托车类比赛执照分类为：场地类、越野类、技巧类、

拉力类共四大类。各类比赛执照级别详见下表：

摩托车类执照分类 编号序号：M

场地类 越野类 技巧类 拉力类

A级 A级 A级 A级

B级 B级 B级 B级

C级 C级 C级 C级

第八条 各级比赛执照分类和晋级标准

所有摩托车类比赛执照有效期均为 1 年（为 1 个公历年）。新



执照自批准之日起至当年 12 月 31 日为有效期。

所有摩托车类比赛执照需每年 1月至 3 月 31 日内进行年审，更

换新的比赛执照，并按照中汽摩联的规定填写执照年审表（年审表

见附件一）。如未按规定时间年审，则视为放弃当年执照。

8.1 C 级执照：

C级执照为青少年执照级别，包含场地类、摩托车类和拉力类。

C级执照由中汽摩联审核颁发。

申请人应年满 10 岁不满 18 岁，如不足 10 岁但其在比赛执照发

放年份的上半年内满 10 岁也可以申请。

申请人可在年满 18 周岁当年保留该级别执照。

考虑到安全因素，可以向将满 18 岁的车手发放 C 级少年执照，

其最终将晋级为 B 级执照。

为扶持和鼓励青少年参与摩托车运动，C 级执照不收取费用。

8.1 B 级执照：

场地类、越野类

申请摩托车场地类、越野类国家 B 级执照，必须参加由中汽摩

联批准认可 B 级培训机构按照《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车手培

训班教学大纲》组织的专业培训，并参加书面考核，通过考核的学

员将由培训机构统一向中汽摩联申请办理 B级执照。

场地类 B 级比赛执照可参加省、市、自治区主办的地方性比赛

或活动，或全国性摩托车场地类比赛单一品牌组别赛事。

越野类 B 级比赛执照可参加省、市、自治区主办（仅限在场地

内）的地方性比赛或活动，或全国性摩托车越野类比赛单一品牌组

别赛事。

技巧类

申请摩托车技巧类 B 级执照，必须参加由中汽摩联批准认可 B

级培训机构按照《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车手培训班教学大纲》

组织的专业培训，并参加书面考核，通过考核的学员将由培训机构

统一向中汽摩联申请办理 B 级执照。

技巧类 B 级比赛执照可参加省、市、自治区主办的地方性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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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活动。

拉力类

申请摩托车拉力类 B 级执照，必须参加由中汽摩联批准认可 B

级培训机构按照《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车手培训班教学大纲》

组织的专业培训，并参加书面考核，通过考核的学员将由培训机构

统一向中汽摩联申请办理 B 级执照。

拉力类 B 级比赛执照可参加省、市、自治区主办的地方性比赛

或活动。

8.2 A 级执照：

场地类

场地类 A 级比赛执照可参加全国性场地摩托车比赛。

越野类

越野类 A 级比赛执照可参加全国性越野摩托车比赛。

技巧类

技巧类 A 级比赛执照可参加全国性技巧摩托车比赛。

拉力类

拉力 A 级比赛执照可参加全国性摩托车拉力锦标赛任何车型组

的比赛。经中汽摩联批准，持拉力 A 级比赛执照的车手可参加国际

性摩托车拉力赛。

A级执照申请者，须持有 B 级比赛执照，并在获得执照 24 个月

内参加 3 场在中汽摩联注册的地方赛事，或全国比赛单一品牌组别

年终前 6 名，或一场全国比赛单一品牌组别前 3名。

持该级别执照者可按照规定，向中汽摩联申请参加国际比赛。

第九条 车手代表单位或企业或俱乐部参赛必须与其代表单位

签订代表参赛协议，协议必须包括如下内容：

一、车手的出生日期（必须依照户口本原件如实填报）。

二、车手本人（年满 18 周岁）或法定监护人（未满 18 周岁的

赛员）签字。法定监护人代签协议的终止日期不得超过参赛选手年

满 18 周岁的日期。

三、单位法人代表（或授权人）签字。



四、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等。

五、联络方式必须为有效通讯方式。

第十条 代表单位或企业或俱乐部参赛的选手必须在赛事行政

检验时出示其有效的协议复印文本方可有资格代表某队参赛。

第十一条 每个车手可拥有多个比赛执照，并允许按照比赛执

照上所规定的比赛项目参加比赛。比赛执照本年度有效。如比赛执

照遗失，可申请办理补发，执照的编号不变。

第十二条 中汽摩联于每年的1月至3月31日开始受理当年比

赛执照的注册。连续 24 个月未申请注册者，原参赛资格随之失效。

如需申请，则需重新接受培训。比赛执照由中汽摩联统一印制。

第十三条 国际摩联和亚洲摩联执照

依据国际摩托车联合会（缩写 FIM）和亚洲摩托车联合会（缩

写 FIM ASIA）有关规定，凡参加世界锦标赛、洲际锦标赛及其他国

际比赛的车手、车队、厂商（或企业），由中汽摩联办理相关的国

际比赛执照。中汽摩联将协助办理相关的参赛手续。

参加世界锦标赛、洲际锦标赛及其他国际比赛的车手，必须申

报中汽摩联批准。参加国际比赛的车手必须取得国内 A 级比赛执照

和中汽摩联出具的比赛出发函（Start Permission/Release Letter）

并交纳相关费用后方可参加比赛。凡参加国际比赛的车手必须按照

国际摩联规定投保相应数额的人生意外保险，保险范围涵盖死亡、

终生残疾、医疗和国际转运条款。

第十四条 执照服务费标准（自 2017 年本规定颁布起）：

摩托车比赛执照：

A级执照 人民币 300 元

B 级执照 人民币 100 元

第十五条 车手代表单位有争议的，以协议为判定依据。如果

车手一人签有多个有效协议，则最先签订的有效协议为注册协议。

对一人在同一年度签有多个代表协议，根据情节轻重，将对参赛选

手处以停止其 1-2 年停赛的处罚。

第十六条 对违反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规定以及违法犯罪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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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手，要视其情况停止其参赛。凡已领取比赛执照的选手参加未经

汽摩运动管理部门批准的任何汽车比赛，吊销其比赛执照。

第十七条 本规定的解释权和修改权属于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

联合会。

第十八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四、摩托车类车队注册登记管理办法

1 总则

1.1 为适应摩托车运动的发展，加强车队的管理，特制定本办

法。

1.2 注册车队必须符合注册条件，在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

会 （以下简称中汽摩联）申请登记注册。

1.3 注册车队能够进行正常训练并参加全国性摩托车比赛。

1.4 注册车队必须填写中汽摩联车队注册申请表，并以书面形

式提交中汽摩联批准。（表格附后）

2 车队注册条件

2.1 具备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人资格的单位，

或得到当地体育部门、摩托运动协会（该协会必须是中汽摩联团体

会员）的同意。

2.2 能够保证教学、训练及参加全国比赛。

2.3 有固定的车手代表车队比赛，能够解决参赛器材及护具。

2.4 必须为车队所属人员投保摩托车比赛的人身意外险和附加

医疗保险。

02.5 如以省、自治区、直辖市队名称参加比赛，必须是得到当

地体育行政管理部门的批准或授权（省级体育部门所属车队除外）。

3 注册车队组织形式

3.1 注册车队由车队领队（或经理）进行日常管理，车队由教

练员、机械师、工作人员和车手组成。

4 注册车队的权利与义务

4.1 注册车队有权参加中汽摩联主办或批准的比赛。车队注册

后，车队名称可出现在中汽摩联相关规章、出版物、杂志、网站、

广告宣传、官方成绩上。

4.2 注册车队有获得中汽摩联提供的经济或技术援助的权利。

4.3 注册车队负责培训本车队车手。并为本车队车手申请参赛

执照和参加比赛的车手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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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注册车队无条件服从中汽摩联为组建国家集训队或代表中

国参赛的车队（代表队）所选调车手的安排。

4.5 注册车队不允许参加未经国际摩联、中汽摩联批准的比赛，

否则自动丧失注册车队的资格。

4.6 注册车队对所属人员在日常训练和参加比赛期间负有刑事

以外的任何民事连带责任，有连带赔偿义务和接受连带处罚义务；

对车手安全负有责任,并对所属车手的思想道德、职业道德、文化学

习、日常训练、参加比赛和日常生活负有管理义务。

4.7 车队可以在任何时候向中汽摩联申请车队注册，经批准可

获得由中汽摩联颁发的车队比赛执照。该执照为车队报名参加队赛

的唯一资格性文件。

4.8 申请注册的车队名称可包含赞助商简称和所属车队简称，

也可只包含车队简称或赞助商简称。车队所有广告和标识必须符合

国家广告法的有关规定。

4.9 如注册车队因更换赞助商的原因须更改车队名称，须以书

面形式提交中国摩协批准。经中汽摩联批准，可更换车队执照，但

执照号和所属车队简称在执照有效期内保持不变。

5 车队注册

5.1 车队注册有效期为 1个自然年度。

5.2 车队须按照此规定，以书面形式向中汽摩联提交以下文件

进行注册。

5.3 注册文件：

5.3.1 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副本的复印件；

5.3.2 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5.3.3 企业代码证复印件；

5.3.4 车队注册申请表。

5.4 注册车队在次年如注册资料无变更的情况下，须向中汽摩

联递交年审表（表格附后）并缴纳相应的注册费，经中汽摩联审批

后，该车队次年的注册视为有效。



5.5 注册费用：人民币 500 元。

6 车手代表资格变更

6.1 各级体育部门所属在编车手如需变更代表单位，应遵守国

家体育总局有关规定。

6.2 各级体育部门所属非在编车手和非体育部门所属车手协议

期满或经双方同意终止协议，车手如需变更代表单位，由需变更单

位的车手出示同原代表单位已经期满或终止的协议，重新由现代表

单位申请注册。

7 附则

7.1 本办法未尽事宜由中汽摩联进一步补充。

7.2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

7.3 本办法修改解释权属中汽摩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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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全地形车类车手注册登记管理办法

第一条 车手注册登记是各类组织和人员参加或举办有组织的

全地形车运动的比赛或活动以及从事相关业务活动的基本条件，是

掌握全国全地形车运动基本状况，进行全面管理的基本手段，也是

制订全国全地形车运动发展政策、方针和策略的基本依据。

第二条 为保证注册登记工作规范有序地进行，现参照国家体

育总局制定的《全国运动员注册管理办法》，并结合中国全地形车

运动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参加和从事全地

形车运动的单位和个人。

第四条 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以下简称“中汽摩联”）

负责对车手进行资格审查、注册登记的审核以及管理工作，其中包

括各类数据的同级整理工作。

第五条 车手参加中汽摩联及会员协会或俱乐部组织的全地形

车比赛或活动，必须持有中汽摩联颁发的比赛执照。获取比赛执照

视为正式注册登记。组织者有权拒绝未接受过专项培训的选手报名

参赛。

第六条 参加比赛的车手必须持有其参加比赛项目相对应的比

赛执照。如参加在公共道路上进行的比赛，参赛者必须符合我国民

用车辆驾驶的年龄要求并持有公安部门核发的有效驾驶执照。

第七条 全地形车类比赛执照分类为：ATV 类、UTV 类、雪地摩

托车类共三大类，各类比赛执照级别详见下表：

全地形车类执照分类 编号序号: Q

ATV 类 UTV 类 雪地摩托车类

A级 A级 A级

B级 B级 B级

C级 C级 C级

第八条 各级比赛执照分类和晋级标准

所有全地形车类比赛执照有效期均为 1 年（为 1 个公历年）。



新执照自批准之日起至当年 12 月 31 日为有效期。

所有全地形车类比赛执照需每年 1 月至 3 月 31 日内进行年审，

更换新的比赛执照，并按照中汽摩联的规定填写执照年审表（年审

表见附件一）。如未按规定时间年审，则视为放弃当年执照。

本规定内所有 UTV 类执照，允许参加场地内的相应级别比赛。

若使用 UTV 车型，参加非场地内赛事（如长距离越野比赛等），则

需获取相应级别的拉力越野类执照，方可参加。

本规定内所有 ATV 类执照，允许参加场地内的相应级别比赛。

若使用 ATV 车型，参加非场地内赛事（如长距离越野比赛等），则

需获取相应级别的摩托车越野类执照，方可参加。

8.1 C 级执照：

C级执照为青少年执照级别，包含 UTV 类、ATV 类和雪地摩托车

类。

C级执照由中汽摩联审核颁发。

申请人应年满 10 岁不满 18 岁，如不足 10 岁但其在比赛执照发

放年份的上半年内满 10 岁也可以申请。

申请人可在年满 18 周岁当年保留该级别执照。

考虑到安全因素，可以向将满 18 岁的车手发放 C 级少年执照，

其最终将晋级为 B 级执照。

为扶持和鼓励青少年参与全地形车运动，C 级执照不收取费用。

8.1 B 级执照：

申请全地形类国家 B 级执照，必须参加由中汽摩联批准认可的

培训机构按照《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车手培训班教学大纲》

组织的专业培训，并参加书面考核，通过考核的学员将由培训机构

统一向中汽摩联申请办理 B 级执照。

UTV 类、ATV 类 B 级比赛执照可参加省、市、自治区主办的（仅

限在场地内）的比赛。

雪地摩托车 B 类执照可参加地方性、全国性赛事。

8.2 A 级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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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V 类

UTV 类 A 级比赛执照可参加经中汽摩联批准的全国锦标赛（仅

限场地内）、非锦标赛的全国性比赛。

ATV 类

ATV 类 A 级比赛执照可参加全国性四轮摩托车锦标赛任何车型

组，场地内或长距离的比赛。

申请全地形类 A 级执照，必须持全地形类 B 级执照。申请者必

须年满16周岁并持有中汽摩联颁发的B级有效执照满12个月以上。

在申请提出前 12 个月内，参加三场在中汽摩联注册、备案的地方性

比赛并无不良记录。

第九条 代表单位或企业或俱乐部参赛的选手必须在赛事行政

检验时出示其有效的协议复印文本方可有资格代表某队参赛。

协议必须包括如下内容：

一、车手的出生日期（必须依照户口本原件如实填报）。

二、车手本人（年满 18 周岁）或法定监护人（未满 18 周岁的

赛员）签字。法定监护人代签协议的终止日期不得超过车手年满 18

周岁的日期。

三、单位法人代表（或授权人）签字。

四、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等。

五、联络方式必须为有效通讯方式。

第十条 每个车手可拥有多个比赛执照，并允许按照比赛执照

上所规定的比赛项目参加比赛。比赛执照本年度有效。如比赛执照

遗失，可申请办理补发，执照的编号不变。

第十一条 中汽摩联于每年的1月至3月31日开始受理当年比

赛执照的注册。连续 24 个月未申请注册者，原参赛资格随之失效。

如需申请，则需重新接受培训。比赛执照由中汽摩联统一印制。

第十二条 执照服务费标准（自 2017 年本规定颁布起）：

全地形车比赛执照：

A级执照 人民币 300 元

B 级执照 人民币 100 元



第十三条 对违反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规定以及违法犯罪行为的

车手，要视其情况停止其参赛。凡已领取比赛执照的选手参加未经

汽摩运动管理部门批准的任何汽车比赛，吊销其比赛执照。

第十四条 本规定的解释权和修改权属于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

联合会。

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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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全地形车类车队注册登记管理办法

1 总则

1.1 为适应全地形车运动的发展，加强车队的管理，特制定本

办法。

1.2 注册车队必须符合注册条件，在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

会 （以下简称中汽摩联）申请登记注册。

1.3 注册车队能够进行正常训练并参加全国性全地形车比赛。

1.4 注册车队必须填写中汽摩联车队注册申请表，并以书面形

式提交中汽摩联批准。（表格附后）

2 车队注册条件

2.1 具备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人资格的单位，

或得到当地体育部门、汽摩运动协会（该协会必须是中汽摩联团体

会员）的同意。

2.2 能够保证教学、训练及参加全国比赛。

2.3 有固定的车手代表车队比赛，能够解决参赛器材及护具。

2.4 必须为车队所属人员投保全地形车比赛的人身意外险和附

加医疗保险。

2.5 如以省、自治区、直辖市队名称参加比赛，必须是得到当

地体育行政管理部门的批准或授权（省级体育部门所属车队除外）。

3 注册车队组织形式

3.1 注册车队由车队领队（或经理）进行日常管理，车队由教

练员、机械师、工作人员和车手组成。

4 注册车队的权利与义务

4.1 注册车队有权参加中汽摩联主办或批准的比赛。车队注册

后，车队名称可出现在中汽摩联相关规章、出版物、杂志、网站、

广告宣传、官方成绩上。

4.2 注册车队有获得中汽摩联提供的经济或技术援助的权利。

4.3 注册车队负责培训本车队车手。并为本车队车手申请参赛



执照和参加比赛的车手报名。

4.4 注册车队无条件服从中汽摩联为组建国家集训队或代表中

国参赛的车队（代表队）所选调车手的安排。

4.5 注册车队不允许参加未经中汽摩联批准的比赛，否则自动

丧失注册车队的资格。

4.6 注册车队对所属人员在日常训练和参加比赛期间负有刑事

以外的任何民事连带责任，有连带赔偿义务和接受连带处罚义务；

对车手安全负有责任,并对所属车手的思想道德、职业道德、文化学

习、日常训练、参加比赛和日常生活负有管理义务。

4.7 车队可以在任何时候向中汽摩联申请车队注册，经批准可

获得由中汽摩联颁发的车队比赛执照。该执照为车队报名参加队赛

的唯一资格性文件。

4.8 申请注册的车队名称可包含赞助商简称和所属车队简称，

也可只包含车队简称或赞助商简称。车队所有广告和标识必须符合

国家广告法的有关规定。

4.9 如注册车队因更换赞助商的原因须更改车队名称，须以书

面形式提交中汽摩联批准。经中汽摩联批准，可更换车队执照，但

执照号和所属车队简称在执照有效期内保持不变。

5 车队注册

5.1 车队注册有效期为 1个自然年度。

5.2 车队须按照此规定，以书面形式向中汽摩联提交以下文件

进行注册。

5.3 注册文件：

5.3.1 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副本的复印件；

5.3.2 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5.3.3 企业代码证复印件；

5.3.4 车队注册申请表。

5.4 注册车队在次年如注册资料无变更的情况下，须向中汽摩

联递交年审表（表格附后）并缴纳相应的注册费，经中汽摩联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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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该车队次年的注册视为有效。

5.5 注册费用：人民币 500 元。

6 车手代表资格变更

6.1 各级体育部门所属在编车手如需变更代表单位，应遵守国

家体育总局有关规定。

6.2 各级体育部门所属非在编车手和非体育部门所属车手协议

期满或经双方同意终止协议，车手如需变更代表单位，由需变更单

位的车手出示同原代表单位已经期满或终止的协议，重新由现代表

单位申请注册。

7 附则

7.1 本办法未尽事宜由中汽摩联进一步补充。

7.2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

7.3 本办法修改解释权属中汽摩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