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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地简介 

     

        

 长白山位于中国吉林省东南部，是首批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网

络的“国际 A 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国家级旅游

度假区、国家地质公园、“中华十大名山”之一。长白山是图们江、松花江、鸭绿江三

江之源，天池是中朝两国界湖。长白山生态资源丰富、人文积淀厚重，保存有欧亚大陆

北半部最完整的森林生态系统，保护区内有野生植物 2639 种，野生动物 1586 种，是

世界稀有的“生态博物馆”和“物种基因库”；人类活动历史始于原始社会，设立建制

历史始于西汉时期，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北方草原与中原文化交汇的重要节点，也是中华

文明向东北亚乃至北美输出传播的桥梁纽带，是北方民族的发祥地、关东文化的根基地、

代表吉林文化的标志性符号，金朝和清朝将其视为圣地。 

清康熙年间，长白山被列为“封禁之地”，封山祭祖；光绪年间，开始在白山、通

化设立县治，奖励移民、垦殖农田；同治年间，开始少量采伐，并逐渐完成农垦。日伪

时期，长白山遭受掠夺性采伐。上世纪 50 年代，长白山周围陆续建立林业局，有计划

开发利用森林资源。1960 年 4 月，建立吉林省长白山自然保护区及管理局。1986 年 7

月，国务院批准吉林省长白山自然保护区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005 年 6 月，为实现对长白山的“统一规划、统一保护、统一开发和统一管理”，

加快发展我省旅游优势产业，促进长白山地区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

发展，省委、省政府决定成立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派驻党工委、设立管委会。长白山管

委会作为省政府派出机构，正厅级建制，具有相当于市(州)政府的行政管理职权，省里

将长白山管委会按市（州）对待和管理；长白山管委会代表省政府依法对管理区域内的

http://baike.baidu.com/view/6189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39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5824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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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和社会行政事务以及森林、草原、水流、山岭、土地、矿藏等自然资源实行统一领

导和管理；长白山管委会下设池西、池北、池南三个县级经济区，具有相当于县级政府

的行政管理职能和权限。长白山保护开发区规划指导区（协调区）面积 13478 平方公

里；规划管理区（直管区）面积 3278 平方公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控制区）面积 1964.65

平方公里。辖区常住人口 15.1 万人，户籍人口 10.5 万人。 

长白山国际狩猎度假区，地处于长白山主峰西北麓，距长白山北景区 60 公里，西

景区 90 公里，是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中国森林氧吧和国家林业局吉林培训基地，

是一处集生态观光、休闲度假、会议培训、拓展娱乐为一体的多功能综合型度假区。拥

有着东北边陲最具规模的狩猎基地和射击靶场，与万达度假区、鲁能滑雪场、全季地形

公园等多个景区相互依偎。是您享受优雅慢生活的摇篮、休闲避暑理想养生地、也是您

游览长白山的最佳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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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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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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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总部 

名称：长白天地度假酒店 

地址：长白山池北区白山大街南（具体位置将在 CRC 车队经理微信群中发送） 

电话：0433-5050888 

2.3 秘书处 

地点：总部一层会议室吉林厅 

开放时间：2021 年 1 月 12 日(星期二)至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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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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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 月 8 日（星期五）17:00 

地点：中国汽摩联拉力赛常设秘书处 
    赛事公告栏：                                           

时间：2021 年 1 月 12 日（星期二）至 17 日(星期日)20:00 
地点：总部大堂 

    赛员注册（领取文件）和行政检验：                       

时间：2021 年 1 月 12 日（星期二）和 13 日（星期三）上午 
地点：秘书处，总部一层会议室吉林厅 
具体安排将于 1 月 10 日（星期日）在中汽摩联网站公布。 

    车检、铅封、标记：                                     

地点：维修区内 
时间：2021 年 1 月 13 日(星期三)10:00-17:00 

具体安排将于 1 月 10 日（星期日）在中汽摩联网站公布。 
    记者注册和新闻中心开放：                               

时间：2021 年 1 月 13 日(星期三)至 17 日(星期日)，09:00-20:00 

地点：新闻中心，总部一层贵宾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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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勘路：                                                 
时间：2021 年 1 月 13 日（星期三）下午 

2021 年 1 月 14 日（星期四）全天 
具体时间安排参见补充规则附件二。 

    赛员会：                                               

时间：2021 年 1 月 13 日(星期三)20:00 
地点：总部 
要求车队经理及全部车组领航员参加 

 

    第一次仲裁会议：                                       

时间：2021 年 1 月 14 日(星期四)13:00 

地点：总部 

    公布参赛资格表：                                       
时间：2021 年 1 月 14 日(星期四)14:00 
地点：公告栏 

    公布仪式发车的发车顺序：                               
时间：2021 年 1 月 14 日(星期四)16:00 
地点：公告栏 

    公布第一阶段第一部分的发车顺序：                       

时间：2021 年 1 月 14 日(星期四)18:00 

地点：公告栏 

    赛前新闻发布会：                                       

时间：2021 年 1 月 14 日(星期四)20:00 

地点: 总部宴会中心 

    开幕仪式：                                             
时间：2021 年 1 月 15 日(星期五)10:00 
地点： 短道赛车场 

    拉力赛发车：                                           

时间：2021 年 1 月 15 日(星期五)12:58 

地点：维修区 

具体发车时间见公告一。 

    超级赛段：                                             

时间：2021 年 1 月 15 日(星期五)13:30 

地点: 赛车场 

    公布第一阶段第二部分的发车顺序：                       

时间：2021 年 1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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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 月 16 日(星期六)20:00 

地点：总部大堂，公告栏 

    结束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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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一：时间：2021 年 1 月 17 日(星期日)14:00 

地点: 长白山天池景区 

方案二：时间：2021 年 1 月 17 日(星期日)14:00 

地点: 美人松广场（金水鹤国际酒店对面） 

    最终车检：                                             

时间：2021 年 1 月 17 日(星期日)16:00（15:00） 

地点：维修区内  

    公布初步成绩：                                         

时间：2021 年 1 月 17 日(星期日)17:30（16:30） 
地点：公告栏 

    公布最终成绩：                                         
时间：2021 年 1 月 17 日(星期日)18:00（17:00） 

地点：公告栏 

   

四、赛事概况 
     

        

本次赛事执行《2020 年国内汽车拉力赛比赛通则》、《2020 年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

比赛规则》、《2020 年国内汽车拉力赛车辆技术规则》、《2020 年国内汽车拉力赛车辆注

册办法》、《2020 年国内汽车比赛车手装备及其它安全规定》、《2020 年国内汽车比赛量

产车型安全改装规则》、《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车手及车队登记管理办法》和本次

比赛的《补充规则》。 

 

4.1 比赛时间 

2021 年 1 月 15 日至 17 日 

4.2 赛事路线 

    4.2.1 赛事全程：赛段总里程约 433 公里，其中包括约 116 公里赛段。 

4.2.2 赛段： 

赛段由包括超级赛段的 3 条路线组成，赛段信息如下： 



2021 年中国汽车 

拉力锦标赛 参赛指南 长白山 Changbaishan 

7 CRC2021-01 
 

路段 1：超级赛段，长度约 1.9 公里，冰雪路面，使用一次。 

路段 2：红豆杉/马鹿赛段，为同一路段，双向使用，长度约 18.10 公里，冰雪路

面，双向各使用二次。 

路段 3：东升/狩猎场赛段，为同一路段，双向使用，长度约 18.5 公里，沙石加冰

雪路面，双向各使用一次。 

  

4.3 赛段编排 

见附件 2 赛程表。 

   
五、报名 

     

        

5.1 比赛项目设置 

2021 年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车手杯 

2021 年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领航员杯 

2021 年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联合会杯 

2021 年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厂商杯 

2021 年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超级四驱组车手杯 

2021 年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超级四驱组领航员杯 

2021 年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四驱组车手杯 

2021 年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四驱组领航员杯 

2021 年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超级两驱组车手杯 

2021 年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超级两驱组领航员杯 

2021 年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两驱组车手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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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两驱组领航员杯 

2021 年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混合动力组车手杯 

2021 年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混合动力组领航员杯 

    2021 年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超级四驱组俱乐部杯 

2021 年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四驱组俱乐部杯 

2021 年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超级两驱组厂商队杯 

2021 年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超级两驱组俱乐部杯 

2021 年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两驱组俱乐部杯 

2021 年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混合动力组俱乐部杯 

2021 年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N4级别车手杯 

2021 年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N4级别领航员杯 

2021 年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N2级别车手杯 

2021 年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N2级别领航员杯 

5.2 报名时间 

报名开始：2020 年 12 月 17 日（星期四） 

报名截止：2021 年 1 月 8 日（星期五）17:00 

5.3 报名资格 

5.3.1 车手资格 

5.3.1.1 持 2020 年比赛执照的赛员应在报名截止前换领中国汽摩联 2021 年的比赛

执照。 

换领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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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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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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2 常驻内地的香港、中华台北、外籍车手及车队外籍工作人员，需提供相关

机构的常驻证明方可报名；未在内地常驻的香港、中华台北、外籍车手及车队外籍工作

人员，需在进入内地后进行 14 天隔离并需在有资质的医疗机构进行核酸检测，检测结

果为阴性的方可报名；在前往比赛地前 2 天均需在有资质的医疗机构进行核酸检测，检

测结果为阴性的方可前往比赛地城市。 

5.3.1.3 澳门车手及车队工作人员在前往比赛地前 7 天需在有资质的医疗机构进行

核酸检测，检测结果为阴性的方可前往比赛地城市。 

5.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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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5 外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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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2 车辆资格 

    5.3.2.1 车辆组别和级别的划分参照《2020 年国内汽车拉力赛比赛通则》第 12 条。 

5.3.2.2 其它条件：参赛车辆的改装须符合《2020 年国内汽车拉力赛量产车型安全

改装规则》和《2020 年国内汽车拉力赛车辆技术规则》的要求。 

mailto:扫描后发至信箱licence@camf-motorsport.org.cn
mailto:扫描后发至信箱licence@camf-motorsport.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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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3 参赛车辆须按《2020 年国内汽车拉力赛车辆注册办法》完成注册。 

5.4 服务费 

    5.4.1 赛车服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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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队服务费 

参加队赛杯比赛的车队，每车队收取报名费 1000 元。 

组织者将提供车队文件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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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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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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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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款时须在辅助里注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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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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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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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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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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驻内地的港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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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公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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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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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和下面第十一条规定的保险。 

6.4 勘路使用的轮胎 

勘路车只允许使用普通柏油路轮胎、柏油路雪地胎、拉力胎。禁止使用钉胎。 

 

   
七、维修区/加油区  

     

        

7.1 维修区/封闭停车场 

7.1.1 总部维修区设在长白天地度假酒店地下停车场内和农心矿泉水饮料公司院内

（备用），相关位置将在 CRC 车队经理微信群中发送。水泥路面。维修区的开放时间是

2021 年 1 月 10 日（星期日）08:30 至 18 日（星期一）12:00。 

为保证维修区的工作环境，禁止在此区域内调试发动机。 

驶离维修区的车辆，在车库内启动发动机后，应尽快驶离车库。 

维修区禁止除赛车以外的车辆进入。有特别需要进入的车辆，有关车队应提前与维

修区主管联系，说明原因，经同意后进入，并在结束有关工作后离开。 

维修区同时作为比赛期间的封闭停车场，具体操作见补充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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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公里/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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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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闭停车场 

对于封闭停车场的操作见补充规则。 

7.3 加油区 

比赛期间的加油区与换胎区（除结束仪式之后的野外加油区以外）为同一地点，均

标注在赛程表中。  

 

 

   
八、轮胎和汽油 

     

        

8.1 轮胎/换胎区 

轮胎：雪地拉力比赛中允许使用钉胎，但必须符合如下技术要求： 

1、 钉材质必须为金属。 

2、 钉必须是实心圆柱形，任意位置不允许为管状或者空心，任意横截 

面必须是圆形。 

3、 钉总长度不得超过 20mm，工作长度不得超过 8mm。 

4、 钉工作端面为平面，且直径不得小于 2.5mm。 

5、 每条钉胎允许安装钉子数量不得超过 400 个。 

6、 轮胎允许使用的最大尺寸为 16 英寸。 

换胎区：位于红豆杉赛段的起点前一公里左右处和长白山国际狩猎场牌坊前（按路

书指示前往），超级超级赛段的换胎区位于赛道一侧（见路书）。进入换胎区的车队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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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粘贴“维修”车贴。 

在比赛期间，所有赛车按路书指示从维修区出发经行驶路线前往换胎区，更换钉胎

后进入赛段比赛，赛段（包括反向比赛）的比赛结束后再按路书指示进入换胎区，换下

钉胎后返回维修区。 

换胎区内，可以换胎、加油和维修（没有规定的维修时间，但必须遵守下一个 TC

点的报到时间）。 

SS7 赛段等待区：位于东升赛段终点后三公里左右处，可以进行维修，不可以加油

（没有规定的维修时间，但必须遵守下一个 TC 点的报到时间或听从裁判指挥）。 

前往天池景区参加结束仪式的赛车只允许使用普通柏油路轮胎、

柏油路雪地胎、拉力胎。禁止使用任何形式的钉胎。 

8.2 汽油 

8.2.1 组织者将在指定地方（地点待定）提供加油车，为所有赛车统一提供 95 号汽

油，加油费用自理。 

 为配合当地的安全管理，比赛期间需要使用 95 号汽油的参赛车队请将加油数量上

报，以方便石油公司安排加油车，另各参赛车队指派最多二名本车队人员负责在指定加

油点的加油工作。 

请各车队于 1 月 8 日 12:00 前将所需 95 号汽油数量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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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酒店的预定信息参见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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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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车身两侧前门，15 厘米x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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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和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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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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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国内汽车拉力比赛通则》第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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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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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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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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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车检和技术要求 

     

        

12.1 车检地点和时间 

时间：2021 年 1 月 13 日(星期三)10:00-17:00 

地点： 维修区内 

具体安排将于 1 月 10 日（星期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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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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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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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车检时须携带的物品：车检表、国际汽联（或中国汽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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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国内汽车比赛车手装备及其它安全规定》第 1 条

的要求。 

12.5 赛车必须安装《2020 年国内汽车比赛车手装备及其它安全规定》第 2 条所要

求的挡泥板。 

12.6 赛车必须安装《2020 年国内汽车比赛量产车型安全改装规则》第 11 条规定

的车窗膜和第 7 条规定的灭火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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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推广活动 
     

        

13.1 赛车体验 

不安排。 

 

13.2 开幕仪式 

时间：2021 年 1 月 15 日（星期五）10:00 

地点： 短道赛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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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队出发前往开幕式场地，仪式结束后按路书自行返回维修区，13:30

开始 SS1 超级赛段比赛。 

第二阶段发车仪式（赛事推广），全体车组（允许退出比赛的车组参加）按照公布

的第二阶段发车顺序的时间到维修区出口等待区集结，带队出发前往推广仪式场地，仪

式结束后按赛程表进入比赛程序。 



2021 年中国汽车 

拉力锦标赛 参赛指南 长白山 Changbaishan 

20 CRC2021-01 
 

13.3 闭幕仪式 

方案一：时间：2021 年 1 月 17 日（星期日）14:00 

地点：长白山天池景区 

方案二：因天气等不可抗力的原因，闭幕仪式更改为方案二，将以公告通知。时间：

2021 年 1 月 17 日(星期日) 14:00 

地点: 美人松广场（金水鹤国际酒店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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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品牌两驱车第一名车组的颁奖程序： 

自主品牌两驱车第一名的车组将赛车停上车台，由颁奖嘉宾为获奖车组佩戴花环、

赠送香槟并合影留念；获奖车组在车台上喷洒香槟，之后驶离车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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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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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注：各车组驶离车台后，登记时间卡并按路书自行返回 TC7E 封闭停车场。 

13.3.3 最终封闭停车场在最终成绩公布后解除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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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白山二道白河镇海拔高度：731.7m，年平均温度：-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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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的拖车服务信息，联系方式如下： 

1. 鸿星源汽车修理厂 逄经理 15143305882 



2021 年中国汽车 

拉力锦标赛 参赛指南 长白山 Changbaishan 

22 CRC2021-01 
 

2. 福运汽车修理厂  王经理 15585559320 

14.4 宣传 

14.4.1 宣传资料 

略 

14.5 交通 

白山机场，距二道白河镇约 98 公里。 

长春机场（可转机至白山机场）。 

延吉机场，距二道白河镇约 140 公里，有高速公路直达。 

白河火车站，距二道白河镇约 5 公里。 

敦化火车站（有高铁、动车），距二道白河镇约 140 公里，有高速公路直达。 

白河客运站，距二道白河镇约 5 公里。 

14.6 路线提示 

开车前往二道白河镇：鹤大高速公路（G11），在“露水河”收费站驶离高速和

延长高速（G125）转前往长白山北景区的高速，都可以前往二道白河镇和维修区。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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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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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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即时成绩 

组织者在比赛期间为参赛者提供即时成绩服务。 

各车队需自备带有无线上网的电脑（GSM 或 CDMA）。 

14.9 赛前试车 

不安排。 

 

   
十五、疫情防控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复工复产的相关要求,为科学、安全、有序、积极恢复体育

赛事和活动,按照国家体育总局《科学有序恢复体育赛事和活动推动体育行业复工复产工

作方案》和中汽摩联《中汽摩联关于有序恢复全国性汽车摩托车赛事和活动的通知》的

相关要求，科学有序的恢复体育赛事和活动，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情况下发展体育事业、

体育产业，本着“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总体防控策略, 为保证参赛车队的赛员和工

作人员都能平安顺利地完成工作，望各参赛车队遵守《疫情防控通知》中的相关内容。 

《疫情防控通知》另行发布，届时请各车队严格执行通知内容要求。 

附件 1：酒店预订信息表 

酒店名称 地址 预订电话 房间数量 协议价格 至维修区距离 

长白山圣诞

老人别墅区 
长白山池北区二天

公路 277号 

13844798879 

0433-5050111 
13栋别墅 1500元/栋 

24公里（停车

场）26公里（农

心公司）  

金水鹤温泉

国际酒店 
长白山池北区通常

路 36号 

15943900009 

0433-6077009 

361间（含

单间、标

间、套房） 

260/间 

4000米（停车

场）1900米（农

心公司）  

云水澜庭酒

店 池北区美人松路 

13204338811 

0433-5992222 

135间（含

单间、标
220元/间 

1000米（停车

场）3500米（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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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套房） 心公司）  

长白山永旭

宾馆 
长白山池北区白山

大街 75号 

18743374666 

0433-5713588 
120间 100元/间 

3200米（停车

场）2900米（农

心公司）  

御麓泉酒店 
长白山池北区美人

松路 51号 

18943376006 

0433-6175888 
295间 180元/间 

4000米（停车

场）3100米（农

心公司）  

长白天地度

假酒店 

长白山池北区白山

大街南(近长白山自

然博物馆) 

13614433660 

0433-5051222 
204间 220元/间 

100 米（停车

楼）4400米（农

心公司） 

 

附件 2 赛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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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赛事地图 

 

附件 4：餐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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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厅名称 地址 预订电话 行色菜系 

咱屯子铁锅炖 池北区河滨路公寓 C号 
15043925115 

农家大锅炖 
18943323188 

小朴朝鲜族风味馆 
天池大街金水鹤国际酒

店南 500米 

0433-5722088 
朝鲜族风味 

13844321345 

农福宫 
东沃宾馆斜对面天水宾

馆 B座楼下 

0433-5758808 
朝鲜族风味 

13514338808 

汁道火锅 
和平街与环山线交叉口

北 150米白河饭店街 
0433-5699888 火锅 

缘生泰火锅 
美人松北路白河新城君

安酒店左侧 

  

0433-5319797 火锅 

15981322277 

小木屋米酒店 
白河新城 3号楼 103（君

安酒店楼下） 
0433-5319696 朝鲜族风味 

萨满风情 白河大街 99号 15981359222 烤肉 

亲亲烤肉店 
和平街绿园公寓 5号楼

胡同里 
13844733213 烧烤 

金达莱冷面馆 白河新城饭店街 0433-5714212 朝鲜族风味 

老马头铁锅炖江鱼 二道白河大街 0433-5057111 农家大锅炖 

自家大锅炖 
滨河路天伦广场对面

（东沃大酒店旁） 
15567665572 农家大锅炖 

新延烧烤 
长青路与红星街交汇

（厂区天城嘉园 1楼） 
18744372233 烧烤 

草原情生态火锅 翠湖路 2号 0433-5752888 火锅 

山顺炭火烤肉 
池北区中祥大厦对面街

内 40米（东冷杉路） 
15843325500 烤肉 

五花上奖炭火烤肉 丽都美食金街 0433-5714678 烤肉 

新艺矫家私房菜 
白山大街与翠湖路交叉

口西南 50米 
1558467158 农家菜 

孙记最麻醉辣铁锹

坊 

池北区依水家园19号商

业 104号 
18844359996 海鲜 

醉香阁烧烤 
池北区白河大街东侧天

水嘉苑小区 3号楼 
15834951414 烧烤 

囚牛串串火锅 中国银行对面 13843386675 涮串 

娱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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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场所

名称 
地址 预订电话 项目 协议价格 

长白山圣

诞老人别

墅区 

长白山池北区二天

公路 277号 

13354332666 

5750223 

雪地摩托车、

全地形车 

128 元/20分

钟 

长白山戏

冬原生态

景区 

长白山池北区二天

公路 19.6 公路处 

13354332666 

5750223 

中朝边境原

始森林穿越 

私人定制线

路 150公里 

1488 元/车 

长白山和

平滑雪场 

吉林省安图县二道

白河镇光明林场和

平滑雪场 

13354332666 

5750223 
滑雪、雪圈 98元/2小时 

长白山红

松王滑雪

场 

吉林省安图县长白

山北景区南行 3公里

处 

13354332666 

5750223  
滑雪、雪圈 78元/2小时 

长白山魔

界风景区 

吉林省安图县长白

山北景区二道白河

镇 

13354332666 

5750223 
雾凇 70 元/人 

温泉皇冠

假日酒店 

吉林省安图县长白

山北景区老山门前

400 米 

13354332666 

5750223 
温泉 168 元/人 

长白山一

山一篮温

泉 

吉林省安图县长白

山北景区火车站对

面 

13354332666 

5750223 
温泉 60 元/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