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举办 2016 中国全地形车锦标赛 

（罗江站）的比赛通知 

 

各参赛单位、全地形车运动爱好者： 

    为推动全地形车运动的开展，满足全地形车运动爱好者的需求，提高全地形

车运动的竞技水平，经国家体育总局批准，定于 2016 年 12 月 8 日至 10 日在四

川省德阳市罗江县举办 2016中国全地形车锦标赛（罗江站）。现将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关于比赛 

（一）时间和地点： 

2016年 12月 8日（星期四）至 12月 10日（星期六）在罗江县白马 

关乐途汽摩运动基地举行 

（二）比赛项目： 

1、ATV运动车型组： 

    （1）凌鹰 ATV运动车型组； 

（2）公开 ATV运动车型组； 

2、ATV通用车型组： 

       环松 ATV通用车型组 

3、UTV车型组: 

（1）杰纳 BAJA车型组； 

（2）公开 UTV车型组； 

（3）环松青少年 UTV运动车型组； 

（三）报名和报到： 

1、请参赛单位填写参赛报名表（附件 1）于 12月 1日前报主办单位， 

逾期不再受理。 

2、参赛单位及车手于 12 月 8 日 9:00——11:30 在天韵休闲酒店（德阳

市旌阳区龙泉山南路二段 221号）报到，同时领取相关资料和文件。 



主办单位联系人：郭冰   电话：010--67117619 

传真：010—87182370 

邮箱：31978186@qq.com 

郑碧琪  电话：022—84379242 

        手机：15222293075 

邮箱：334185605@qq.com 

    （四）有关要求： 

        1、车辆检查时间：2016年 12月 8日 14:00至 17:00。 

        2、参加比赛的车手在报到时需携带身份证原件、比赛服装和护具，以 

便进行参赛资格确认。 

3、参加 UTV车型组别比赛的车手，须携带头盔，手套，防火赛车服进 

行检验，比赛护具须符合中国汽车运动联合会有关汽车比赛护具的 

相关规定。 

        4、凌鹰 ATV运动车型组限报人数 15人，杰纳 BAJA车型组限报人数 15 

人，以报名先后顺序为准。 

（五）经费: 

        1、青少年 UTV 运动车型组参赛服务费、参赛执照费、保险费共计人民

币伍佰元每人（500 元/人），其他各组别报名费、参赛执照费、保险费

共计人民币壹仟伍佰元每人（1500元/人），参赛费请汇入如下账户，并

注明全地形车锦标赛参赛费及车队名称，以便于主办方开具发票： 

 开户行：北京市工商银行体育馆路支行 

 账户：北京中汽摩运动发展公司 

 账号：0200008109014435854 

2、本站比赛参赛单位和个人自行安排食宿和竞赛器材返程运输，主办

单位按《补充规则》规定发放补助。 

二、关于赛前培训 

（一）未取得过参赛执照的车手须在赛前参加培训，并向中国汽车摩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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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联合会申请 2016 年度全地形车参赛执照，培训合格的车手在领

取参赛执照后，方可参加比赛（参赛车手报名时，请将个人证件照片

注明姓名并发送至报名单位负责人邮箱,以便制作比赛执照，比赛执

照登记表见附件 3）；  

（二）参加杰纳 BAJA车型组和公开 UTV车型组比赛的车手，经过培训后，

取得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参赛执照方可参加比赛。参加培训并

申请执照的车手须提供以下资料： 

   1、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 

   2、汽车驾驶证复印件（正证及副证） 

   3、免冠证件照两张 

（三）时间和地点： 

1、参赛单位及车手于 12 月 6 日 9:00——11:30 在 天韵休闲酒店报

到，同时领取相关资料和文件。 

2、培训班于 12月 7日上午在 天韵休闲酒店会议室理论课，12月 7日 

下午在白马关乐途汽摩运动基地实践课。 

      （四）有关要求： 

         1、参加培训和比赛的车手保险由组委会统一购买。保险有效期 2016年

12 月 7 日 0 时至 10 日 24 时，保额：意外险人民币 50 万元，附加

医疗保险人民币 5万元。 

2、参加青少年 UTV运动车型组、凌鹰 ATV运动车型组、环松 ATV通用

车型组、杰纳 BAJA 车型组等比赛的车手，比赛车辆由组委会提供，

自带服装和护具自备。  

         3、参加公开 ATV 运动车型组和公开 UTV 车型组培训的车手，其车辆、

服装、护具、燃油自备。 

4、参加青少年 UTV运动车型组、凌鹰 ATV运动车型组、环松 ATV通用

车型组、杰纳 BAJA车型组培训的车手，其服装和护具自备。 

5、参加 UTV 车型组别培训的车手，须携带头盔，手套，防火赛车服， 



比赛护具须符合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有关汽车比赛护具的 

相关规定。 

 

附：1、2016中国全地形车锦标赛参赛报名表（永康站） 

2、比赛执照登记表 

3、车队注册申请表 

4、2016中国全地形车锦标赛培训班报名表 

 

 

 

 

 

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 

2016年 11月 28日 

 

 

 

 

 

 

 

 

 

 

 

 

 



附件 1 

 

2016 CHINA ATV RACING CHAMPIONSHIP OFFICAL ENTRY FORM 

2016 中国全地形车锦标赛参赛报名表 

（罗江站） 

一．车手资料：                                                                

车手                             血型                     

出生日期                          

贯籍                     

身份证号码                       手机                     

赛车证号码                    电话                                               

E-MAIL                          传真                     

车队名称                         车队通信地址                                          

二、参赛车辆品牌：                        

三、参赛组别与费用(参赛服务费一经缴交，恕不退回)：  

       A．（   ）凌鹰 ATV 运动车型组                                  1500元（单站） 

B．（   ）公开 ATV 运动车型组                                  1500元（单站） 

C．（   ）环松 ATV 通用车型组                                  1500元（单站） 

D．（   ）杰纳 BAJA 车型组                                      1500元（单站） 

E．（   ）公开 UTV 车型组                                      1500元（单站） 

F．（   ）青少年 ATV 运动车型组                                500元（单站） 

G．（   ）青少年 UTV 运动车型组                                500元（单站） 

四、重要事项 

1、本人(参赛者)及队员已阅读本赛事的规则，并同意接受和遵守由国际摩托车联合会运动章程和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

联合会制度的各项规章制度。在比赛前后期间，同意不会因任何意外受伤或死亡或财物损失而向该地政府及主办机构、推广

机构、赛事委员会等工作人员（包括其它有关的行政部门、组织部门或赞助商公司或任何个人）采取追究、索赔等行动。本

人同意该协议对参赛者其司机、乘客、维修人员、队员或其它人士在比赛及比赛途中的旅程上有相同约束力，  

2．本人以提名人的身份声明，所有与本人参赛之有关人员，已完全明白及接受当有任何事故发生时赛事委员会做出的

任何裁决，本队的任何人员将不会向法庭提出任何民事或商业诉讼。 

3、本人以车手的身份深信，本人具有自制和适当的能力参与比赛，以及参赛车辆是符合在道路及跑道上行驶比赛，本

人同意在跑道上及其措施上所引起的意外全由自己负责。 

4、我明白作为此项比赛的车手，如曾遭受任何暂时性或永久性伤残，可能影响本人正常对车辆的控制，我必须向赛会

仲裁处报告，及获得赛会仲裁处的书面允许方能参赛。 

5、声明：本人同意赛事委员会引用本人及本人的赛车作为刊物、新闻、电视、电台或其它传媒有关的广告宣传。 

签名   提名人                 参赛者             

日  期                     

填写表格后请交回以下地址之一： 北京市崇文区体育馆路九号 

电话：010-67117619       传真：010-67116872 

 

    车 

    手 

照 

片 



 

附件 2 

申请比赛执照登记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贴 

照 

片 

处 

代表车队 

（或个人） 

 

身份证号码 
 

通讯地址 
 

籍贯 
 

血 型 
 

职业 
 

政治面貌 
 

联系电话 
 

婚姻状况 
 

手机 
 

身高 
 

紧急联系电话 
 

体重 
 

电子邮件 
 

个人爱好 
 

参加运动年限及参

赛履历 

 

 

 

 

 

 

 

 

 

申请执照类别 
越野□  公路□  技巧□  拉力□  全地形□ 

雪地□ 

申请执照级别 
A 级□     B 级□     C 级□     临时□ 

执照有效期 201   年 12 月 31 日 



 

 

 

 

 

 

 

 

 

 

 

 

 

 

申请执照单位意见： 

 

 

                     经办人：           单位盖章 

 

本单位参赛人员（或本人）在赛区训练、比赛时，同意在训练、比赛过程中发

生导致本单位人员（或本人）受伤、死亡或财产损失时，由本单位（或本人）负责，

不会强调任何原因而向竞赛组织者、承办者、赛事委员会、赛事工作人员和任何有

关单位、团体及有关人员采取追究、索赔行为。 

 

年   月   日 

车手意见： 

 

                       车手： 

                                          年   月   日 

监护人意见: 

                       监护人: 

                                          年   月   日 

 

注：1、本表格填写后，经双方（或三方）签字确认。 

    2、如车手是代表注册车队参赛，其代表资格必须是一个自然年度以上（含 1 个

自然年度）。 



附件 3 

 

车队注册申请表 

注册车队编号：201  年 0      号 

注册车队名称  

申请单位法人代表姓名  

申请单位法人代表身份证号  

办公地址  

通讯地址及邮编  

电话：              传真：              电子邮件： 

车队负责人姓名  

所属协会、俱乐部或独立： 

车队基本情况：领  队（车队经理）：              

教练员：                   机械师： 

              车  手： 

本队承诺已熟知、理解并同意此《车队注册管理办法》。并承诺与所属的所有车手签署了正式协议书，并同

意向中国摩托运动会随时出示协议文本。保证车队所有人员和与车队有关人员遵守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的

有关规章和规则，并按照规定为所有参与竞赛工作的人员投保了相关保险。保证车队所有的广告和标识符合国家

有关法律。 

 

法人代表签字：                   车队（单位）盖章 

车队负责人签字：                 申请日期：201  年  月  日 

审批意见： 

 

                                          签发人： 

注册有效期：201  年   月   日至 201  年 12 月 31 日 

备注：1、本表格复印有效。 

2、附申请注册单位法人身份证、营业执照、企业代码证复印件。 

 

 

 

 

 

 



附件 4 

 

 

2016 中国全地形车锦标赛培训班报名表 
 

 

姓    名：__________________  性  别：_________    血  型: ______  _ 
  

出生年月: 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证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  编:______________ ___  
  

电  话：_____________       ______ 
 

 重 要 声 明 

   

1、本人已阅读培训班的相关规则，并同意接受此规则以及由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颁布

的其他规定和国际摩联运动规则的约束，鉴于此报名被组织者接受并获准参加培训,我同意在

培训过程中及在退出培训后，如发生我本人死亡、受伤或财产的损失情况，将不向组织者及

与赛事相关的任何有关部门采取追究、索赔的要求。 

  

2、本人有自制和适当的能力参与培训，本人同意在跑道上引起的意外由我自己全权负责。 

  

3、本人同意如果因患有慢性、急性或其他影响我正常控制赛车的疾病或伤残，不报名参加培

训。 

  

4、本人同意按照规程规定附上报名费并接受由赛事组委会统一办理的人身意外伤害和医疗保

险。 

  

5、我声明此表所填写的各项内容都经我核实，情况属实。 

 

 

 

 

 

 

签     名：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________________  
 

注：参加培训车手年龄在 18 周岁至 45 周岁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