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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中国汽车场地越野锦标赛-玉环站 

参赛指南一 

 

声明：本次比赛遵照《2020 年中国汽车场地越野锦标赛比赛规则》、《2020 中国汽车场地越

野赛车辆技术规则-改装车组(COC-01)》、《2020 年中国汽车场地越野赛车辆技术规则-量产

车组(COC-02)》、《2020 中国汽车场地越野赛车辆技术规则-轻型越野车组(COC-03)》、《2020

年汽车场地越野锦标赛（COC）发动机排量范围》、《2020 年中国汽车越野场地赛厂商组、量

产组车辆注册办法(暂行)》以及《中汽摩联工作手册》的有关规定和办法执行。 

全国各俱乐部、车队： 

  2020 中国汽车场地越野锦标赛-玉环站将于 12月 11 日-15日在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市韩

魏赛车—玉环汽车运动公园举行，为便于各俱乐部车手参赛，现将有关赛事安排事项通知如

下： 

一、 赛事日程 

暂定日期：12 月 10-15 日，详见参赛指南二 

注意：赛事日程可能会因疫情防控形式及赛事直播安排等有所调整。 

二、组别设置：比赛设厂商组、量产组、改装组、公开组、UTV 组、开放组、女子组、

轻型越野车组共八个组别，每名车手限报名一个组别。开放组赛员需参加赛前宣教，具体时

间另行通知。 

三、参赛车队 

1、俱乐部杯 

在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注册的车队（参见《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车队注册

规定及车队比赛执照申领办法》）均有资格参赛。参赛车队至少要有两辆相同组别的赛车参

加比赛（报名并发车）才能获得此奖项的成绩和积分，每个注册车队在一个组别的俱乐部杯

赛中最多指定三个车组。 

报名俱乐部杯的车手仅计算个人成绩和俱乐部杯成绩，不再计算厂商杯成绩。 

2、厂商杯 

在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注册的车队（参见《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车队注册

规定及车队比赛执照申领办法》）均有资格参赛。参赛车队必须由同一组别(仅限于厂商组或

量产组)至少两辆、最多三辆赛车参加比赛（报名并发车），才能获得此奖项的成绩和积分，

取两辆最好成绩计算厂商杯成绩。参赛车辆必须是我国同一汽车厂商生产同一品牌（须出具

汽车制造商的参赛授权书）、在我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车辆目录登记、在我国市场上销售的车

型。 

报名厂商杯的车手仅计算个人成绩和厂商杯成绩，不再计算俱乐部杯成绩。 

3、车手参赛资格和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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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车手参赛资格：只有加盟俱乐部的车手方可通过俱乐部报名参赛。 

3.1.1 国内车手需持有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颁发的当年有效的越野或拉力比赛

执照。 

3.1.2 由于疫情影响本站比赛不接受香港、澳门及台湾籍车手参加比赛可持香港、澳门

及台湾汽车会颁发的当年有效的比赛执照，及所属汽车协会的同意函或盖有该协会章的报名

表。 

3.1.3 不接受外籍车手报名。 

3.1.4 不接受领航员报名。 

3.1.5 厂商组、量产组、改装组、轻型越野车组、UTV 组车手资格： 

3.1.5.1 获得上年度中国汽车越野锦标赛赛总成绩前 20 名的车手，参加上年度中国

汽车场地越野锦标赛汽油厂商组、柴油厂商组、汽油改装组、柴油改装组的车手，获得上

年度中国汽车场地越野锦标赛公开组前 6 名的车手，必须报名厂商组、量产组、改装组、

轻型越野车组、UTV 组。 

3.1.5.2 持有国家 B级及其以上级别汽车运动执照的车手。 

3.1.5.3 公开组车手也可直接报名厂商组、量产组、改装组、轻型越野车组、UTV

组，但不得再回公开组。 

3.1.6 公开组车手资格： 

持有国家 B级及其以上级别汽车运动执照，不具备厂商组、量产组、改装组、轻型越

野车组、UTV 组资格的车手。 

3.1.7 开放组车手资格 

持有 C1 级及其以上驾驶执照，参加赛前宣教并获得中国汽车场地越野锦标赛临时参赛

执照。 

取得上一年度开放组总成绩前 6名的车手不允许参加本年度开放组比赛。 

3.1.8 女子组车手资格 

持有国家 B 级及其以上级别汽车运动执照或参加赛前宣教并获得中国汽车场地越野锦

标赛临时参赛执照的女性车手。 

3.2 报名时间： 

参赛者应清晰完整地填写报名表，由于本站赛事的特殊性要求在 12 月 5 日前将报名表

及报名费以递交、邮寄或发电子邮件方式至锦标赛组委会。 

邮箱：282739705qq.com 

汇款信息： 

单位名称：中汽摩联赛事运营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工行北京体育馆路支行 

银行账号：0200008109200160378 

各分站赛最大接受报名额度为 120 辆参赛车。每个俱乐部最大报名额度为 10 辆赛车。 

3.3参赛服务费 

分站赛及总决赛每辆赛车参赛服务费： 

接受组织者广告    参赛服务费 600 元人民币（不含保险费） 

不接受组织者广告  参赛服务费 1800 元人民币（不含保险费） 

开放组每辆赛车    免参赛服务费（保险费用自理） 

关于保险：行政检验当日太平洋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将现场提供投保服务。 

3.4 报名人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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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报名人对车手、维修人员和其他所有随行人员的全部行为负责。 

2) 报名表是本人代表所有参赛车队人员与组织者签订的参赛契约。报名人必须清晰完

整地填写及签署报名表，并要求参赛车手一同签署，不得替代。 

3) 报名人必须按时代表俱乐部如数缴纳参赛服务费。 

4) 报名人必须按时领取赛事公告、发车顺序、成绩等所有相关文件。 

5) 组织者将在赛前安排车手或车队经理会议，全体赛员和车队经理不得以任何理由迟

到或缺席，迟到者罚款 500 元人民币，缺席者罚款 1000 元人民币。 

3.5参赛服务费将在下述前两条情况下如数退还： 

报名未被接受。 

比赛未能举行。 

3.6 组织者将向由于遇有不可抗力（已得到其所在地区汽车协会证明）而未能在比赛中

发车的参赛者退还50％的参赛服务费。 

非组织者原因在比赛开始前退出比赛，仅退参赛服务费的50％。 

四、参与本次比赛的车辆将严格按照相关技术规则的要求进行赛前车检，特别是车辆

的安全改装、安全装备、车身完整性、车身涂装颜色等内容必须按照车辆技术规则及报名

注册信息进行车检，未通过车辆检验的车组不能参赛。 

4.1 车辆资格： 

1) 具有厂商组报名资格的车辆：车辆座位数不超过 7 个的量产越野汽油车，驱动形式

不限。赛车必须要有厂商证明(车型、车长、车宽、轮距、轴距、照片)和参赛授权书。同时

按照 2020 中国汽车场地越野场地锦标赛厂商组、量产组车辆备案办法注册的车辆。车辆技

术改装方面，车身不得改变，其他车辆技术改装参照 2020 年中国汽车场地越野赛车辆技术

规则（COC-01）执行。 

2) 具有量产组报名资格的车辆：车辆座位数不超过 7个的量产越野车，驱动形式不限。

赛车必须符合 2020 年中国汽车场地越野赛车辆技术规则-量产车组(COC-02)的要求，同时按

照 2020 中国汽车场地越野场地锦标赛厂商组、量产组车辆备案办法注册的车辆。 

3) 具有改装组报名资格的车辆：车辆的座位数不超过 7 个的量产(以车架为准)越野汽

油车，驱动形式不限，车辆技术改装参照 2020年中国汽车场地越野赛车辆技术规则（COC-01）

执行。 

4)具有公开组报名资格的车辆：车辆的座位数不超过 7 个的量产(以车架为准)越野车,

驱动形式不限， 车辆技术改装可参照 2020 年中国汽车场地越野赛车辆技术规则（COC-01）

执行。 

5）具有 UTV 组报名资格的车辆：车辆的座位数不超过 4个的量产(以车架为准)轻型越

野车,驱动形式不限，车辆技术改装可参照 2020 年中国汽车场地越野赛车辆技术规则

（COC-03）执行。 

6) 具有开放组报名资格的车辆：车辆的座位数不超过 7 个的量产(以车架为准)越野车,

驱动形式不限， 车辆技术改装可参照 2020 年中国汽车场地越野赛车辆技术规则（COC-01）

执行。 

7）具有女子组报名资格的车辆：车辆的座位数不超过 7 个的量产(以车架为准)越野车,

驱动形式不限， 车辆技术改装可参照 2020 年中国汽车场地越野赛车辆技术规则（COC-01）

执行。 

8）具有轻型越野车组报名资格的车辆：车辆的轮胎数不超过 4 个的独立制造的轻型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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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车,驱动形式不限，车辆技术改装可参照 2020 年中国汽车场地越野赛车辆技术规则

（COC-03）执行。（注：COC-03 第 5.1 条暂不执行“增压发动机的车辆必须安装直径不超过

25MM 的进气限制器”的规定。） 

4.2 参赛车辆必须保持完整的车身形式，并符合安全改装规则，车检裁判有权拒绝不符

合安全标准的车辆参赛。 

4.3 参赛车辆必须加装防滚架和赛车安全座椅，其结构参照《越野系列赛车辆技术规则

-安全装备和改装》。安全座椅必须为一个。且符合国际汽联 8855/1999 或 8862/2009 标准。 

4.4 参赛车辆安全带必须符合国际汽联 8853/98 标准。 

4.5 参赛车辆可对原装油箱进行挪动，但必须安全。参赛车辆也可使用国际汽联批准的

FT3-1999, FT3.5-1999 或 FT5-1999 安全油箱。如果油箱安装在车内，必须与驾驶舱用防

火隔板隔离。 

4.6 参赛车辆轮胎：严禁使用人字胎。禁止使用带有胎钉的轮胎参与比赛（冰雪比赛及

冰雪路面除外）。。 

4.7 同性别车手不得共用一部参赛车辆，女子车手可与男子车手共用一部参赛车辆，但

一部参赛车最多只允许两名车手驾驶。 

4.8 不得额外加装任何形式的涡轮增压器装置（量产原车自带除外），原车带有涡轮增

压器的排气量，汽油、柴油发动机均按原车排气量乘以 1.5 后的数值计算重量。 

4.9 参赛车辆上至少携带一个不小于 2公斤的灭火器。  

4.10 根据发动机的排量，车辆必须遵循以下的数值保证最小重量：  

发动机排量（立方厘米 cm³）   重量（千克 kg） 

车辆的最小重量包括安全设备的重量，但不包括人员、行李、工具、备用轮胎、千斤顶、

备件、便携急救包、导航器或通讯设备、备用品等。车辆的最小重量包括安全设备的重量，

但不包括人员、行李、工具、备用轮胎、千斤顶、备件、便携急救包、导航器或通讯设备、

备用品等。 

4.11 参赛资格表公布 30 分钟后，组织者不再接受对车辆资格的投诉。 

五、请参赛各车队详细了解网上公布的《2020 年中国汽车场地越野赛事规则》等相关

内容。 

发动机排量范围 驱动形式 

cm³ cm³ 4x4 4X2 

  1600 959 900 

1600 2250 1135 1098 

2250 2750 1355 1206 

2750 3250 1421 1260 

3250 3750 1487 1314 

3750 4250 1553 1341 

4250 4750 1619 1368 

4750 5250 1685 1422 

5250 5750 1751 1490 

5750 6250 1817 1557 

6250 6750 1883  

6750 7000 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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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提示：疫情防控中高风险地区人员需要核酸检测报告且符合当地疫情防控部门隔

离要求方可参赛，请确保各自核酸检测结果在抵玉当日有效。 

（注册请咨询赛事秘书处、张雨欣；电话：13601329587） 

 

酒店信息： 

 

 

2020 年 11月 12 日 

级别 名称 地址 房型 协议价 酒店服务 联系人 电话 距赛场距离 备注

标准（双床）

大床

级别 名称 地址 房型 协议价 酒店服务 联系人 电话 距赛场距离 备注

套房 1030元

标准（双床） 530元

大床 480元

套房 598元

标准（双床） 328元

大床 328元

高级标准（双床） 286元

高级大床 286元

套房 388元

标准（双床） 278元

大床 278元

标准（双床） 230元

大床 220元

标准（双床） 288元

大床 238/288元

22KM

10KM

10KM

10KM

11-12号两晚

只剩部分单间

经济开发区

销售

销售

销售

13386558080

13386558080

18869996878

15356371118

13967625500

15267075609

13362628699

玉环玉城双港路422号

玉环市玉城街道广陵南路296号

玉环长兴路181号

328元 含双早、游泳

含双早、游泳

含双早

含双早

含双早

含双早

含双早

舒适型

玉环大酒店

福朋喜来登

恩都酒店

维也纳酒店

皇庭丽晶酒店

汉庭酒店

东风大酒店

总部酒店

车队推荐酒店

四星

高档型 

商务型

玉环市玉兴东路100号

玉环市城中路333号

玉环市城中路335号

玉环经济开发区银湖大道12号

周丽娜

周丽娜

销售

销售

10KM

10KM

9K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