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汽摩联字 〔２０１８〕８１号

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关于开展２０１８年

汽车自驾运动营地申报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汽车摩托车运动协会:

为贯彻落实 «汽车自驾运动营地发展规划»(体经字 〔２０１７〕

３４６号),加快推动以汽车自驾运动营地为主体的体育综合体的

发展,满足群众日益高涨的体育旅游需求,推进健身休闲产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全民健身和项目产业融合发展.经研究决

定,２０１８年继续在全国评选出一批具备体育运动休闲主题的复

合型汽车 (房车)自驾运动营地,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基本原则

实事求是,坚持标准,体育特色,以点带面,自愿申请.

二、评选对象

各地已开放运营的汽车 (房车)自驾运动营地且符合评选条

件 (见附件１).

三、评定机构

中汽摩联汽车露营分会设 “汽车自驾运动营地”评定委员

会,负责对各省 (区、市)汽摩协会申报的汽车自驾运动营地材



料初审、汇总和评定工作.

四、评定程序

(一)各申报单位根据评选条件先行自查,符合条件后,向

省 (区、市)汽摩协会提出申请.

(二)各省 (区、市)汽摩协会负责组织检查验收,并按程

序将结果上报中汽摩联.

(三)评定委员会通过资格认定、审核材料、对部分单位抽

查的办法对申报单位作出评定结论,并报中汽摩联审核批准.

(四)所在地未成立省级汽摩协会的,可以直接向中汽摩联

提出申请.

五、命名与评定周期

(一)评选为 “汽车自驾运动营地”的单位,由中汽摩联授

予 “汽车自驾运动营地”称号,并在第五届中国汽车 (房车)露

营大会中予以授牌.

(二)评定周期为３年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

(三)在评定周期内,营地应按照体育总局颁布的 TY/

T４００１－２０１３ «汽车露营营地开放条件和要求»逐步提升服务条

件和能力;符合条件的可按照中汽摩联 «中国汽车自驾运动营地

星级评定办法»申请星级评定.

六、申报时间

须于２０１８年８月２９日前将申报材料报到中汽摩联.

收件单位:中汽摩联社会服务部

邮寄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９号体育总局汽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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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７室

邮　　编:１０００７６１

联 系 人:冯子轩 (１８２１０６０７０３３)

电　　话:(０１０)６７１８８６５４

邮　　箱:fengzixuan＠camf－motorsportorgcn

七、申报单位需提供以下材料

(一)汽车自驾运动营地申报表 (附件２);

(二)申报单位概况及开展相关活动情况介绍 (不少于１０００

字);

(三)省 (区、市)汽摩协会推荐函;

(四)申请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五)汽车 (房车)自驾运动营地平面图,重点标明体育健

身区域或营地周边健身区域;

(六)汽车 (房车)自驾运动营地实景图;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八、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附件:１．汽车自驾运动营地评选条件

２．汽车自驾运动营地申报表

３．申报材料格式模板

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

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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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汽车自驾运动营地评选条件

序号 项　　　　目

１ 一般要求

１．１ 远离滑坡、泥石流、洪水等自然灾害频发的场所

１．２ 远离生长有害动、植物的场所

１．３ 营地周围有自然或人为界限

１．４
接待服务中心宜设置在营地明显处,若非位于营区入口附近,出入口应设接
待室

１．５ 道路平坦,且有硬化处理

１．６ 提供乘用车及公共汽车停车场

２ 设施要求

２．１ 住宿设施

２．１．１ 旅居车营位数量不小于５个

２．１．２ 帐篷营位数量应不小于１０

２．１．３ 其他类型住宿设施数量应不小于１０个

２．１．４ 房内应提供暖通设施

２．１．５
房间应每日全面整理一次,应宾客要求更换床单、被套及枕套,并做到每客
必换

２．１．６ 房间内２４h提供冷热水

２．２ 体育休闲设施

２．２．１ 应至少开设３个休闲娱乐项目

２．２．２
营地自身具备体育设施,如开展综合类体育健身活动的广场、各类健身器材、
各种球类场地等

２．２．３
以营地为圆点四周辐射１０公里内有体育运动项目设施,如登山步道、自行车
骑行车道、游泳馆、网球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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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目

２．３ 生活卫生设施

２．３．１ 提供方便顾客使用的带有夜间照明功能的公共卫生间

２．３．２ 提供公共洗手池

２．４ 安保、消防、紧急救援与应急疏散设施

２．４．１ 有安保监控,覆盖所有公共区域

２．４．２ 营地内建筑物的防火设计应符合GB５００１６的要求

２．４．３ 各功能区设置室外消火栓和消防器材

２．４．４
应配备供紧急处理、救治所需的急救箱(包)、AED(自动体外除颤器)、氧气
组、轮椅及可供救援使用的担架等设备.AED(自动体外除颤器)应摆放在醒
目的位置并沿途提示标识

２．４．５ 游泳和水上运动项目应配备水上救生器材及救生员

２．４．６ 应配置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

２．４．７ 有覆盖全部区域的中、英文双语应急广播系统

２．５ 给排水及污水处理设施

２．５．１ 有独立污水处理系统或并入市政污水处理管道,按规定排放污水

２．６ 生活垃圾处理设施

２．６．１ 使用带有垃圾分类的带盖垃圾桶

２．７ 标识设施

２．７．１ 危险区域设置安全警示牌

２．７．２ 应设置禁止吸烟标识

２．７．３ 各类公共信息图形符号标志符合GB/T１０００１．１、GB/T１０００１．２、GB/T１０００１．４

３ 服务要求

３．１ 接待服务

３．１．１ 应至少提供１２h接待、问询、结账服务

３．１．２ 应公示价目表、住宿须知等信息

３．２ 体育活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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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目

３．２．１ 与顾客和健身者出现不良反应或操作失误等状况,应及时停止设备,劝阻顾客

４ 管理要求

４．１ 人员管理

４．１．１ 具备完整健全的组织结构,明确部门职责和岗位职责

４．２ 服务人员要求

４．２．１ 所有核心服务人员应使用普通话交流

４．２．２ 每天至少具备１名掌握急救技能的服务人员在岗

４．２．３ 身体健康,有身体健康合格证明

４．３ 质量控制管理

４．３．１ 应执行切实可行的服务承诺,并在营地显著位置公示

４．３．２ 认真、快速、有效处理顾客投诉,形成相关记录

４．３．３ 每年进行一次满意度测评,满意率达到８０％以上

４．４ 设施设备管理

４．４．１ 设备巡检、故障申报、故障维修应形成记录

４．４．２ 不能及时维修更换的设备应标明停用标识

４．５ 活动管理

４．５．６ 应将与活动相关的资料收集整理,归档保存

４．６ 消防和电气管理

４．６．１ 消防设施设备应由具有职业资质的消防安全员管理,并定期检查其有效性

４．６．２ 电气设备应有具有电工特种作业操作证的专业人员进行管理和操作

４．８ 应急预案管理

４．８．１ 应建立火灾事故应急预案,并组织演练,形成记录

４．８．２ 应建立紧急救援应急预案,并组织演练,形成记录

４．８．３ 应建立紧急疏散应急预案,并组织演练,形成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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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汽车自驾运动营地申报表

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

申请单位:

申请时间:

—７—



填 表 说 明

１．表格内容请电子版填写后打印,填写完毕盖申请机构章.

２．对表格内 “营地项目基本信息”中部分内容填写示意说明:

(５)营地是否有特色风景区,如营地中有湿地、湖泊、山川、花

海等;

(６)营地目前主题项目,请填写营地目前的主要营收项目;

(７)营地是否有体育项目,体育项目如各种球类、登山、垂钓、健

走、骑行等与体育运动或体育休闲有关的项目;

(８)营地是否建有赛道,如卡丁车赛道等任何主题赛道;

(９)营地是否组织汽摩赛事或体验活动,如汽车、房车、摩托车等

主题活动或赛事;

(１０)营地是否有配套综合娱乐项目,综合娱乐项目指能为游客提供

娱乐休闲的项目,如汽车院线、儿童游乐设施、电子镭射游乐设施等;

(１３)营地是否有意向升级改造的项目,指营地近期有无意向对营地

进行功能或服务上的改造,功能性如改造汽车营位房车营位等,服务上

如增加某休闲娱乐或运动休闲项目等;

说明:“营地项目基本信息”,申请机构可根据自身情况,填一项或

多项.

３．主送单位:中汽摩联汽车露营分会 “汽车自驾运动营地”评审委

员会.

４．申报材料必须实事求是,如有弄虚作假,中汽摩联可以取消该申

请单位５年以内申请评审资质.

５．本申请表格提供电子版即可,盖章文件请扫描后提供电子版本

(邮箱:fengzixuan＠camf－motorsportorgcn).

—８—



2018 年度汽车自驾运动营地申报表 
 

项目
单位
基本
信息 

（1）营地全称  

（2）运营规模 面积： （3）会员数量  

（4）营地剩余可开发
土地 

面积： （5）土地性质  

营
地
项
目
基
本
信
息 

（1）营地基本区域 
住宿区面积：               餐饮区面积：            
综合服务区面积：           综合游乐区面积：            

（2）营地住宿情况 自建房屋：   间；房车：   辆；木屋：   间；其他：          

（3）营地汽车房车营
位 

汽车停车位数量：           总面积：              
房车营位数量：             总面积：              

（4）营地基本服务 
（提供服务打√） 

免费 WIFI□      水电桩□    淋浴□     洗衣□ 

（5）营地是否有特色
风景 

□是  面积：           主题：                □否 

（6）营地目前主题项
目 

名称：                                                     
主要内容：                               
面积：            ；平均客单价：            

（7）营地是否有体育
项目 

□是  面积：           主题：                 □否 

（8）营地是否建有赛
道 

□是  内容：                            □否 

（9）营地是否组织汽
摩赛事或体验活动 

□是  内容：                            □否 

（10）营地是否有配套
综合娱乐项目 

□是  面积：         主题：                □否 

（11）营地是否有配套
餐饮区 

□是  面积：          餐位：               □否 

（12）营地是否有配套
超市 

□是  面积：                          □否 

（13）营地是否有意向
升级改造的项目 

 

营地是否获得过政府相应财政资金支持        □是 支持金额：               □否 

营地是否有意愿申请星级营地        □是 星级级别                   □否 

法人代表（签章）：                       

项目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电话：                  

传      真：____________________         邮政编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 系 地 址：                                     

电 子 邮 箱：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表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请单位公章） 



附件 3 
 

 

申报材料格式模板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局经济处 (产业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