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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环塔拉力赛暨中国汽车越野系列赛新疆分站赛 

参赛报名通知（摩托组） 

 

一、本届名称：2009 环塔拉力赛暨 2009 中国汽车越野系列赛新疆分站赛 

 

批准单位：国家体育总局汽摩运动管理中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 

主办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体育局 

中国摩托运动协会 

中国汽车运动联合会 

承办单位：新疆摩托运动协会 

新疆汽车运动协会 

新疆环塔汽摩运动俱乐部有限公司 

北京摩托运动发展公司 

时    间：  2009 年 9 月 7 日(星期一)——9月 15 日（星期二） 

地    点：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赛    段：  7 个（初定） 

全    程：  全程约 3000 公里 

赛段里程：  1200 公里，戈壁、沙漠 

分    组：  摩托 T5 组；汽车 T1 组、T2 组、卡车 T4 组 

 

二、报名时间 
报名开始日期： 2009 年 6 月 8 日 

报名地点：  新疆环塔汽摩运动俱乐部有限公司 
报名截止日期： 2009 年 7 月 31 日 17：00 整，超过报名截止日期将不予接受（或加

收原报名费的 75%） 

 

三、摩托组报名资格 
报名参加摩托组的国内车手必须年满 18 周岁，并持有中国摩托运动协会颁发的正式越野

拉力比赛执照（参赛报名者可参加 2009 年 7 月-8 月在国内举办的中国摩协环塔越野拉力摩

托运动培训班，培训通知详见中国摩协官方网站 http://www.motorsports.org.cn、环塔拉

力赛官方网站 http://www.atr123.com、摩托吧网站 http://www.moto8.cn）；没有参加培训

班的参赛报名者，也可以在 2009 环塔拉力赛比赛前（2009 年 9 月 1 日-9 月 3 日），参加 2009

环塔拉力赛新疆赛前培训班，经培训考核合格者，中国摩协颁发临时参赛执照，临时参赛执

照仅限参加 2009 环塔拉力赛。香港、澳门及台湾籍车手报名参加，可持香港、澳门及台湾摩

托运动管理机构颁发的当年有效的比赛执照，及所属摩托运动管理机构的同意函或盖有该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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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运动管理机构章的报名表。 

 

四、俱乐部杯、厂商队杯报名资格 
摩托车组参加俱乐部杯可不申领队赛执照，由报名人申报车队名称及履行车队报名义务。

报名人为在民政部门或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具有民事能力的法人单位。 

报名参加俱乐部杯的摩托组车队由最少两辆同一级别赛车组成(取两辆赛车最好成绩之

和)。报名俱乐部杯的车手仅计算个人成绩和俱乐部杯成绩，不计算厂商队杯成绩。 
报名参加厂商队杯的车队必须出具摩托车制造厂商的参赛授权书，摩托车组车队必须由

该厂商生产的两辆以上的同一级别赛车组成(取两辆赛车最好成绩之和)。报名厂商队杯的车

手仅计算个人成绩和厂商队杯成绩，不计算俱乐部杯成绩。 

 

五、安全装备 
1、为了确保安全，摩托组参赛者必须随赛车携带下列设备和装备： 

 1 台 GPS（推荐使用 GARMIN76、MAP76、60CS,三种任选其一） 

 1 个镜子、1个指南针、1个急救包、1个打火机、1面红旗、1面绿旗（50CMX50CM） 

 每阶段，每辆赛车携带赛员两天所需干粮及饮用水 

 安全装备：越野头盔、护具、靴子、赛服 

2、建议携带 1台卫星电话、1台卫星追踪器（组委会强制部分赛员必须安装） 

 

六、分组及报名费 
1、分组定义： 

2009 环塔拉力赛国内分组及编号定义说明： 

2009 环塔拉力赛，摩托组取 T5 组的名称，再按照排量级别细分为国内摩托组 T5.1\ T5.2\ T5.3\ T5.4\。汽车

组、卡车组按照中国汽车运动联合会越野赛通则进行分组，汽车 T1 组为符合国际汽联国际运动总则的改

装四驱越野车（含在中国汽联注册的国产越野车），包含：T1.1 级别(汽油)、T1.2 级别（柴油），汽车 T2 组

为符合国际汽联国际运动总则的改装两驱越野车；T4 卡车组为符合国际汽联国际运动总则的改装 4 驱或 6

驱卡车。详细如下： 

 

T5 摩托组；编号：001-099；（按照报名先后顺序依次排号，以下相同） 

T5.1: 200CC--249CC 

T5.2：250CC－399CC 

T5.3：400CC 以上 

T5.4：ATV 四轮摩托； 

 

汽车组；编号：200 -300（按照报名先后顺序依次排号，以下相同） 

T1 改装四驱越野车组 

T1.1:汽油 

T1.2:柴油 

 

T2 改装两驱越野车组：编号：301-350 

 

T4卡车组；编号：400-450（按照报名先后顺序依次排号，以下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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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援车（SUPPORT）（车队经理车、领队车、维修车、后勤车）编号：S500-S599 

媒体车（PRESS）；编号：P600-P699 

大会工作车--- 

裁判(JUDGE) 编号：J700-J750 

后勤(LOGISTICS) 编号：L751-L770 

通讯(COMMUNICATION) 编号：C771-C780 

救援(RESCUE) 编号：R781-R790 

救护(MEDICAL）编号：M790-M799 

官员(OFFICIAL)编号：O800-O850 

嘉宾(VIP)编号：V900-V950 

旅游(tour)编号：T951-T999 

 

赛车参赛单位：最小参赛单位称为一个车组，一个或一个以上车组称为车队。 

参赛人员指参加特殊赛段比赛的车手 

  

2、报名费 

摩托 T5 组报名费：包括 T5.1: 200CC--249CC、T5.2：250CC－399CC、T5.3：400CC 以上、

T5.4：ATV 四轮摩托；每车组：赛车 1辆、车手 1人 

T5.1: 200CC--249CC： 

接受组织者全部广告的车组，每车组：4000 元人民币 

 

T5.2：250CC－399CC 
接受组织者全部广告的车组，每车组：4000 元人民币 

 

T5.3：400CC 以上； 

接受组织者全部广告的车组，每车组：5000 元人民币 

 

T5.4：ATV 四轮摩托： 

接受组织者全部广告的车组，每车组：4000 元人民币 

 

报名参加俱乐部杯的俱乐部车队免收团体报名费 

 

报名参加厂商杯的厂商车队加收团体报名费： 

接受组织者可选择广告：每车队：20000 元 

不接受组织者可选择广告：每车队：35000 元 

 

后援车：（包括车队经理车、维修车、后勤车、车队嘉宾车、随队记者车） 

每辆后援车报名费：2000 元  

 

后援人员：（包括司机、车队经理、维修技师、后勤人员、随队嘉宾、随队记者） 

每人报名费：1000 元人民币 

 

3.关于报名费包含： 

3.1 人员医疗救护保障费（含紧急包扎，止血、用药；不含住院费及手术费、医药费）； 

     3.2  所有的参赛车组及车队成员提供每人不低于人民币 200,000 元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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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0 元医疗急救保险。摩托车赛员保险费 40 万元意外伤害险和 4万的意外医疗急救保险。

非中国内地车组须自行附加个人旅游保险，该保险单需在注册时准备好，并在行政检验出示。 

3.3 医疗、救援保障费（救援所需直升机、大型沙漠车、120 救护车保障）； 

3.4 大赛纪念品； 

3.5 文件包：具体如下----  

3.5.1 每个赛车车组文件包：赛车路书 1 套、规则 1 本、车贴、赛车牌、胸卡、成绩册、大

合影照片拍摄券、纪念品、颁奖晚宴餐券（汽车组；两驱组 2 张、卡车组 3 张、摩托车组 1

张） 

3.5.2 每台后援车文件包：1套维修路书、1套车贴 

3.5.3 每个后援人员文件包：1本补充规则、1个胸卡、1张大合影照片拍摄券、颁奖晚宴餐

券 1张、纪念品 

3.5.4 每个随队记者文件包：1个胸卡、1张合影照片拍摄券、颁奖晚宴餐券 1张、1套规则、

1套参赛名单、1套成绩册、相关新闻通稿、纪念品 

 

3.6.报名费不含： 

比赛期间住宿费、酒店餐费、燃油费、高速公路通行费、保证金、卫星监控器租用费等；因

参加者车辆肇事及违章受罚，由参加者自行承担。 

 

七、保证金（保证金使用方式及使用细则详见补充规则） 
摩托组每个参赛车组必须随报名费缴纳 2000 元人民币保证金，任何未缴纳保证金的车手将被

拒绝参加行政检验。保证金主要用于野外赛段燃油押金，违规处罚，以及对赛段中受重伤或

遇到其它危险的车手进行紧急抢救费用和赛车脱困载运救援的押金。 

 

摩托组赛车脱困载运救援收费标准为沙漠赛道 500 元/车次，摩托车组被救援赛车在到达最近

的行驶（公路）路线，必须卸载车辆。以便于救援组及时完成下一个救援任务。 
 

保证金是车手和车队人员遵守搜救和安全规则、比赛规则的抵押。禁止随意呼叫紧急医疗救

援，否则将按规则扣除，甚至没收保证金。保证金将在比赛结束后 30 个工作日内扣除相应花

费后退还报名者。 

 

八、保险 
1、公众责任险 

公众责任险包括组织者在比赛过程中为赛车办理的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险从 2009 年 9 月 4 日

的注册日开始生效，到 2009 年 9 月 15 日比赛结束失去效力。在比赛过程中退出或被除名的

车辆，其保险也随即失去效力。(此项保险已包含在报名费中) 

2、人身意外伤害险和医疗急救保险 

所有的参赛车组、车队后援人员、随队记者每人承保不低于人民币 200,000 元的人身意外伤

害保险和 40,000 元医疗急救保险 (此项保险已包含在报名费中)  

3、第三者责任保险和交通强制险 

除赛车以外的所有参赛车辆包括临时入境车辆在比赛期间必须办理第三者责任保险和交通强

制险，第三者保险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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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卫星追踪器（组委会强制部分赛员必须安装） 

1、卫星追踪器系统由 1条 GPS 天线、1条铱星天线、1个追踪器、1个车载支架、1条电源连

接线组成。 

2、强制要求部分摩托车手必须安装该系统，并在车检时进行检查。（由组委会指定） 

3、每部卫星追踪器租用费：人民币 3500 元（含信息流量费），设备押金以车队为单位收取，

每车队为人民币 15000 元（限 3台），个人报名选手每台押金 10000 元。相关公司将安排专人

于行政检验时协助车组安装设备并收取租金及押金，在比赛结束日时收回设备，检查无损后

退还设备押金。 

4、向各车队提供登陆外部系统服务器的浏览密码，便于车队了解本车队赛车的实时位置信息。 

 

十、奖项设置（奖金均为税后奖金） 

1、 摩托组奖项  

摩托车组各级别总成绩奖项： 

（报名人数大于等于 12 人，取前六名给予奖金、奖杯、证书；报名人数小于 12 人、大

于等于 6 人，取前三名给予奖金、奖杯、证书；报名人数小于 6 人，取前三名给予奖杯、证

书奖励） 

T5.1 级别（200CC--249CC）： 31000 元 

第一名   10000 元和奖杯 1 座、证书 

第二名   5000 元和奖杯 1 座、证书 

第三名   4000 元和奖杯 1 座、证书 

第四名   3000 元和奖杯 1 座、证书 

第五名   2000 元和奖杯 1 座、证书 

第六名   1000 元和奖杯 1 座、证书 

赛段冠军奖金；6个阶段：每赛段 1000 元、荣誉证书 

 

T5.2 级别（250CC－399CC）：31000 元  

第一名   10000 元和奖杯 1 座、证书 

第二名   5000 元和奖杯 1 座、证书 

第三名   4000 元和奖杯 1 座、证书 

第四名   3000 元和奖杯 1 座、证书 

第五名   2000 元和奖杯 1 座、证书 

第六名   1000 元和奖杯 1 座、证书 

赛段冠军奖金；6个阶段：每赛段 1000 元、荣誉证书 

 

T5.3 级别（400CC 以上）： 36000 元 

第一名   15000 元和奖杯 1 座、证书 

第二名   5000 元和奖杯 1 座、证书 

第三名   4000 元和奖杯 1 座、证书 

第四名   3000 元和奖杯 1 座、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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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名   2000 元和奖杯 1 座、证书 

第六名   1000 元和奖杯 1 座、证书 

赛段冠军奖金；6个阶段：每赛段 1000 元、荣誉证书 

 

T5.4 级别（ATV 四轮摩托）：31000 元 

第一名   10000 元和奖杯 1 座、证书 

第二名   5000 元和奖杯 1 座、证书 

第三名   4000 元和奖杯 1 座、证书 

第四名   3000 元和奖杯 1 座、证书 

第五名   2000 元和奖杯 1 座、证书 

第六名   1000 元和奖杯 1 座、证书 

赛段冠军奖金；6个阶段：每赛段 1000 元、荣誉证书 

 

厂商队杯：摩托车组各级别（T5.1、 T5.2、 T5.3、 T5.4）总成绩前三名发奖杯、证书 

 

俱乐部杯：摩托车组各级别（T5.1、 T5.2、 T5.3、 T5.4）总成绩前三名发奖杯、证书 

 

2、其它奖项 

巾帼杯三个，摩托组、汽车组、卡车组 

女子车手总成绩第一名  奖杯、证书   

 

新人奖三个，摩托组、汽车组、卡车组各一名首次参加环塔拉力赛,且取得“新人”中最好成绩

的参赛选手奖牌、证书  

 

最佳风格奖若干；奖牌、证书，由组织者确定  

最佳新闻报道奖若干；奖牌证书，由组织者确定  

特别贡献奖若干；奖牌证书，为赛事作出特殊贡献的个人或集体  

最佳领队奖若干；奖牌证书，取得优异成绩的车队报名者  

 

十一、广告及号码 

广告胶贴将在报到注册时领取，并在技术车检时接受检查。赛事全程中，非退赛情况下，所

有接受组织者全部可选择广告的参赛车组，须严格按照组织者补充规则的要求，保证广告胶

贴的统一和完整；否则将会按照大赛补充规则予以处罚。 

摩托车组 

比赛号码须固定于机车前方及两侧，确保赛事裁判都能看清。号码须为长方形，最小

285mm×235mm，置于前方的号牌向后倾斜不得超过 30 度。广告胶贴将在报到注册时领取，并

在行政检验和技术车检时接受检查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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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cmX4cm x 2 个  组织者广告位， 位于头盔两侧共 2个 

2、9cmX5cm x 2 个组织者广告位，位于赛服左右前胸及两臂共 2个 

3、30cmX8cm x 1 个组织者广告位，位于赛服后背正上方 1个 

 

 

1、22cm×14cm x 2 个，车头车尾 2个（车牌），组织者车牌 

2、10cm×15 cm x 4 个，组织者广告位 4个，油箱左右侧 

3、10cm×15 cm x 2 个，车挡风 2个 

 

十四、身份与号码 

摩托车组赛手佩戴号码布上印制身份号码识别，34cm×39cm ，摩托组车手号码布前胸和后背。 

 

十五、付款方式 
请将报名费及保证金（指赛车、维修车辆及随队记者车）通过电汇方式按规定日期汇到如下

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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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款人:新疆环塔汽摩运动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乌鲁木齐市北京南路支行 

收款账号：3002 0195 0902 4550 929 

报名在付清全部费用的情况下才被接受。请将报名费在报名截止日期之前汇到，并通知环塔

拉力赛常设秘书处。 

 

十六、报名方式 

可以网上在线报名，也可以下载报名表邮寄报名 

在线报名和报名表下载： 

www.atr123.com 

邮寄报名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北京路 416 号盈科国际中心 11 楼 

邮编：830011 

联系人：张  波、车玉纯 

电话：0991-3678665、3810810、8881991 

传真：0991-3678665 

电子信箱：huanta@yeah.net、huanta@yahoo.cn 

 

 

 

 

 

 

新疆环塔汽摩运动俱乐部有限公司 

2009 年 6 月 8日       

 

 

1. 培训班时间安排建议 7-8 月安排两次正式培训，待培训班结束后发布赛

前培训补充通知； 

2. 港澳台地区车手报名，个人旅游保险投保额不得低于 40 万元； 

3. 不接受组织者广告的参赛队报名费收费标准； 

4. 摩托车车手随身装备建议为两种设备（卫星电话或手持对讲机）选一种

必备； 

5. 参赛车辆油箱改装，必须满足赛段内续航距离在 120 公路以上，路书印

刷方式是否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