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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中国汽车登山大奖赛成都龙泉驿站 

 参赛指南（一）  

声明： 

本文件内容仅作为信息使用，不具有规则效力。 

 
2020“爱成都，迎大运” 中国汽车登山大奖赛将于 12 月 03 日-12 月 06 日在

成都龙泉驿区举办，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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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赛事安排及参赛有关事项简要介绍如下： 

 

1、比赛名称：2020“爱成都，迎大运”中国汽车登山大奖赛 成都龙泉驿站 

 

2、比赛时间：12月 03 日-12 月 06 日 

 

3、比赛地点：成都龙泉驿区桃花故里景区 

 

4、赛道长度：单赛段 3.6 公里柏油路面 

 

5、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 

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 

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  

中汽摩联赛事运营有限公司 

成都市龙泉驿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上海酷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铭泰赛车运动有限公司 

 

赛事总部：成都龙泉驿希尔顿欢朋酒店 

地址：成都市龙泉驿区驿都中路 448 号 

电话：028-63953999 

组委会协议价：舒适型 299/间 高级型 348/间 豪华型 388/间 

房间紧张，请各位赛员提前预定，比赛日将有大巴在酒店接送赛员。 

 

6、报名时间、地点、方式、行政检验、赛事公告栏、日程表 

6.1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3日 17:00 截止。 

报名地点：总部酒店（成都龙泉驿希尔顿欢朋酒店） 

报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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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13913116066（微信同号）  17729845198 

邮箱：254850297@qq.com 

联系人：胡旖颖 

6.2 赛员注册（领取文件）和行政检验 

时间：2020 年 12 月 03 日 10:00-17:00 

地点：总部酒店（成都龙泉驿希尔顿欢朋酒店） 

6.3 赛事公告栏 

时间：2020 年 12 月 03 日 10:00-2020 年 12 月 06 日 19:00 

地点：赛事总部酒店大堂（比赛同日于检录区设公告板） 

备注：本次比赛设立赛员微信群，相关公告将同时公布。 

6.4 日程表 详见参赛指南二 

7、定义： 

7.1 比赛定义 

7.1.1 比赛是在路面经过硬化处理柏油路面、赛时需要人工封闭的道路上进行

的登山爬坡赛（含下坡）。 

7.1.2 比赛采取单人驾驶赛车单发的形式。  

7.1.3 比赛设官方练习、排位赛、预赛及决赛，各回合以比赛用时和罚时之和

计算成绩。 

7.2 比赛设置及参赛资格： 

7.2.1 车型：房车（含拉力和场地车型）、越野、超跑、方程式、UTV 五类车型。 

组别：拉力四驱组、拉力两驱组、拉力单一品牌 A组、拉力单一品牌 B组、越

野 3.0 以上（含）组、越野 3.0 以下组、UTV 组、超跑改装组、方程式组。 

8、比赛车辆： 

● 拉力单一品牌 A组、B组为组织者以租借的方式提供经改装的(帝豪 GL)赛

车。使用组织者统一提供的轮胎，同型号轮胎将使用统一的轮胎气压标准，禁止自

行改装轮胎，禁止自行调整轮胎气压。选手如对车辆状态有质疑，必须在发车前提

出，无特殊情况不得随意更换车辆。参赛者有义务保护赛车，故意毁坏赛车的选手

将被取消比赛资格并赔偿造成的车辆损失。 

● 拉力四驱/两驱组：报名车辆为符合《2020 国内汽车拉力赛车辆技术规则》

相关组别安全改装要求,且在中汽摩联注册的车辆。同时需要符合《2020 国内汽车

比赛量产车型安全改装规则》要求。 

● 越野 3.0 以上（含）/越野 3.0 以下组：报名车辆为参照《2020 年汽车越

野赛车量技术规则》及《2020 中国汽车场地越野赛车辆技术规则》相关组别安全

改装要求,在中汽摩联注册或符合一定安全改装标准的车辆。 

● UTV 组：报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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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超跑改装组：报名车辆为符合《2020 年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 GT3/4/C/M 技

术规则》相关组别改装要求，且在中汽摩联或国际汽联注册的车辆。 

● 方程式组：报名车辆为符合《2020 国际汽联 F1/2/3/4 锦标赛技术规则》

相关组别改装要求，且在中汽摩联或国际汽联注册的车辆。 

车检裁判有权拒绝不符合安全标准的车辆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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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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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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事加油区为民用加油站，需按照赛会现场安排统一进行加油工作。 

9、车手资格和报名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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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 国内车手需持有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颁发的有效期内的 A 级、B

级及其以上级别越野、拉力、场地类赛车执照和公安交通部门核发的有效期内的

C1级及其以上机动车驾驶执照。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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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3 不接受外籍车手报名。 

9.1.4 不接受领航员报名。 

9.1.5 拉力单一品牌 A 组车手资格：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车手参加 A 组的比赛：

曾经参加过 A 组、上一年度 B 组单站前 3 名、上一年度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车手杯

排名前 15、上一年度中国汽车越野锦标赛车手杯排名前 15；上述情形以外的车手

也可报名参加 A组比赛，但原 B组积分作废，且不得重新参加 B组比赛。 

9.1.6 拉力单一品牌 B 组车手资格：除去 A 组资格以外且持有中汽摩联核发的

有效比赛执照的车手。  

9.1.7 拉力四驱/两驱组、越野 3.0 以上（含）/越野 3.0 以下组、UTV 组、超

跑改装组、方程式组车手资格：国内车手需持有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颁发的

有效期内的 A 级、B 级及其以上级别越野、拉力、场地类赛车执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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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8 每名车手本站比赛最多报名 4个组别。 

10. 保险 

10.1 组织者将要求每位获得参赛资格的车手自身投保：保额为 70 万元的人身

意外险和保额为 30 万元的意外医疗保险，此项保险为强制性保险。保险期限应最

迟从第一天比赛开始至比赛结束或该车手退出及除名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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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组织者投保比赛公众责任险。此保险包括赛车在比赛期间比赛赛段内的

第三者责任险。 

11、 广告 

11.1 非单一品牌参赛者可以在车身设置广告，但广告内容必须符合国家广告

法的有关规定，并在车身预留不可选择的组织者广告位置。组织者有权拒绝参赛者

自带的车身广告。 

11.2 参赛者可携带赛车服胸前广告，但广告内容必须符合国家广告法的有关

规定。 

11.3 参赛者应确保赛车车身广告及号牌清晰可见，并保持至比赛结束。 

11.4 参赛者应确保赛车服胸前广告清晰可见，并保持至比赛结束。 

11.5 组委会为每支报名参加队赛的车队提供 1*3M 大小的 A 板广告一块，参赛

车队需在 11 月 25 日前将广告画面内容告知组委会，由组委会统一制作，费用由组

委会承担。参赛车队的广告内容不得与组委会广告冲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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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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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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安全义务 

12.1 参赛者必须遵守《国际运动总则》相关附件、《中国汽车运动管理规定》、

《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车手及车队注册登记管理办法》、本规则及补充规则

和公告的规定，否则取消比赛资格。 

12.2 参赛者必须遵守《2020 年国内汽车比赛车手装备及其他安全规定》。 

12.3 参赛者比赛时必须佩戴安全头盔。推荐使用 HANS 系统。 

12.4 参赛者比赛时必须穿着防火连体赛车服，严禁穿着混纺或化纤质地的服

装参赛。推荐使用国际汽联标准赛车服。 

12.5 参赛者必须按照规定系牢安全带进行比赛。 

12.6 发车裁判在发车前对每位参赛赛员进行安全检查，对未遵守规定的参赛

者提出警告，责令其改正，并有权拒绝为其发车。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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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承担相关法律后果，赛事组织者不承担任何责任。 

13、 参赛费用： 

13.1 拉力单一品牌 A组、B组 

13.1.1 报名费：500 元/人，车队服务费：1000 元/队（免费提供 3米*1 米 A

板一块） 

13.1.2 拉力单一品牌车辆使用费：3500 元/人 

本次比赛设置提前报名期间（11月 25 日前）提前报名优惠：组委会为提前报

名的车手（仅针对拉力单一品牌组）提供 500 元租车费用减免。 

13.1.3 拉力单一品牌车辆车损押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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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损失超过 10000 元，则扣除全

部 10000 元，且取消参加本次比赛的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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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取消继续参加本站比赛的资格。 

13.1.4 其他组别：每辆赛车参赛服务费： 

接受组织者广告    参赛服务费 500 元人民币/人（含：赛事文件、车手证件、

赛车门贴、报名服务等；不含保险费）; 

不接受组织者广告  参赛服务费 1000 元人民币/人（含：赛事文件、车手证件、

赛车门贴、报名服务等；不含保险费）; 

14、 竞赛方法：见本站比赛规则。 

15、 录取名次及奖励：  

15.1 拉力组 

（1）获得拉力单一品牌杯 A、B组个人前 6名的车手，颁发奖金和奖杯。 

（2）获得拉力四驱组个人前 6名的车手，颁发奖金和奖杯。 

（3）获得拉力两驱组个人前 6名的车手，颁发奖金和奖杯。 

（4）拉力四驱/两驱组如参赛车手不足 6 名则只取第一名。若参赛车手不足 12 名，

则只取前 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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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获得拉力单一品牌杯队赛、拉力四驱/两驱组队赛的前 3的车队颁发奖杯。 

（6）拉力单一品牌组成绩最好的女车手，颁发奖金和奖杯。 

（7）奖金分配如下： 

拉力四驱组 拉力两驱组 

第一名 奖杯+10000 元  第一名 奖杯+10000 元  

第二名 奖杯+6000 元 第二名 奖杯+6000 元 

第三名 奖杯+4000 元 第三名 奖杯+4000 元 

第四名 奖牌+3000 元 第四名 奖牌+3000 元 

第五名 奖牌+2000 元 第五名 奖牌+2000 元 

第六名 奖牌+1000 元 第六名 奖牌+1000 元 

 

15.2 越野组 

（1）获得越野 3.0L 以下组个人前 6名的车手，颁发奖金和奖杯。若参赛车手不

足 6名则只取第一名。若参赛车手不足 12名，则只取前 3名。 

（2）获得越野 3.0L 以上（含）组个人前 6名的车手，颁发奖金和奖杯。若参赛

车手不足 6名则只取第一名。若参赛车手不足 12名，则只取前 3名。 

（3）奖项分配如下： 

 

 

 

拉力单一品牌 A组 拉力单一品牌 B组 

第一名 奖杯+15000 元 第一名 奖杯+12000 元 

第二名 奖杯+10000 元 第二名 奖杯+8000 元 

第三名 奖杯+8000 元  第三名 奖杯+6000 元 

第四名 奖牌+5000 元 第四名 奖牌+3000 元 

第五名 奖牌+3000 元 第五名 奖牌+2000 元 

第六名 奖牌+1000 元 第六名 奖牌+1000 元  

巾帼杯：奖杯+1500 元+品牌化妆品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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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野 3.0L 以下组 越野 3.0L 以上（含）组 

第一名 奖杯+10000 元 第一名 奖杯+10000 元 

第二名 奖杯+6000 元 第二名 奖杯+6000 元 

第三名 奖杯+4000 元 第三名 奖杯+4000 元 

第四名 奖牌+3000 元 第四名 奖牌+3000 元 

第五名 奖牌+2000 元 第五名 奖牌+2000 元 

第六名 奖牌+1000 元 第六名 奖牌+1000 元 

 

15.3 UTV 组 

（1）获得 UTV 组个人前 6名的车手，颁发奖杯。若参赛车手不足 6名则只取第一

名。若参赛车手不足 12名，则只取前 3名。 

（2）奖项分配如下： 

 

 

15.4 超跑改装组 

（1）获得超跑改装组个人前 6名的车手，颁发奖杯和奖金。若参赛车手不足 6名

则只取第一名。若参赛车手不足 12名，则只取前 3名。 

（2）奖项分配如下： 

 

 

 

UTV 组 

第一名 奖杯+10000 元 

第二名 奖杯+6000 元 

第三名 奖杯+4000 元 

第四名 奖牌+3000 元 

第五名 奖牌+2000 元 

第六名 奖牌+1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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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方程式组 

（1）获得方程式组个人前 6名的车手，颁发奖杯和奖金。若参赛车手不足 6名则

只取第一名。若参赛车手不足 12名，则只取前 3名。 

（2）奖项分配如下： 

16、 赛车巡游 

有意参与赛车巡游的车手，请提前报名，名额有限，报满即止。 

巡游路线：吾悦广场-龙泉驿汽车城-洛带古镇-桃花故里景区停车场。 

17、 官方练习（本站为徒步巡视） 

12 月 3 日 14:00-17:00 点，为官方练习时间段。  

18、 赛道图 

超跑改装组 

第一名 奖杯+10000 元 

第二名 奖杯+6000 元 

第三名 奖杯+4000 元 

第四名 奖牌+3000 元 

第五名 奖牌+2000 元 

第六名 奖牌+1000 元 

方程式组 

第一名 奖杯+10000 元 

第二名 奖杯+6000 元 

第三名 奖杯+4000 元 

第四名 奖牌+3000 元 

第五名 奖牌+2000 元 

第六名 奖牌+1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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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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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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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如有其他事宜，请联系：胡旖颖 13913116066。祝您在本次比赛中取得

好成绩！ 

 

 

中国汽车登山大奖赛成都龙泉驿站 

2020 年 1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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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车身广告位：（拉力） 

1、赛服：参赛车手不得拒绝组织者的强制性广告，此广告的规格是 

宽 14 厘米、高 7厘米，位于赛服左前胸上方。 

宽 13 厘米、高 4厘米，位于赛服前胸右侧。 

2、赛车：参赛车手不得拒绝组织者的强制性广告，此广告的规格是： 

1） 宽 50 厘米、高 50厘米位于车门两侧,位置是 B1和 B2； 

2） 宽 50 厘米、高 25厘米，位于前舱盖，位置是 D； 

3） 宽 50 厘米、高 10厘米，位于翼子板两侧，位置是 C1和 C2； 

4） 宽 48 厘米、高 9 厘米位于车头保险杆两侧，位置是 A1 和 A2（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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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车身广告位：（UTV/越野） 

允许在组织者规定的广告位置之外的车身上（包括车顶）粘贴个人广告。接受

组织者广告的车手必须按照组织者的要求粘贴广告。 

广告具体位置和尺寸如下图 

 

 

 

 

 

 

 

 

 

 

 

 

 

 

 

 

 

 

广告位置示意如下： 

不可选择广告：  车身两侧前门  50CM×52CM   

      前风档前眉   10CM×140CM 

车前发动机盖  25CM×50CM 

赛车发动机前侧 30CM×70CM 

可选择广告：   前翼板两侧   15CM×50CM 各两块 

      车尾两侧   15CM×50CM 各两块 

      车身两侧后门  15CM×50CM 

      后风挡    10CM×120CM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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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全新吉利帝豪 GL 赛车，排量 1.4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