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丝绸之路国际汽车拉力赛中国站 

参赛指南二 

 

各车队负责人： 

为保证 2018 丝绸之路国际汽车拉力赛顺利进行，现通知如下： 

    1、赛事日程表 

报名: 

开始：2018年9月1日 

地点：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 

报名截止：2018年9月17日 17:00 

报名电话：周青杨、电话：13810347533;张雨欣、电话：13601329587 

 注：报名截止后组委会将通知各报名人行参加政检验的时间，请参赛车队按照通知的

时间到秘书处办理相关报到手续。 

总部营地： 

营地一：总部营地-西安市中俄丝路创新园 

地点:陕西省西安市沣东新城沣东大道 

时间：2018年9月20日（星期四）-9月24日（星期一） 

营地二：比赛总部营地 

地点：内蒙古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梦想沙漠公园” 

时间：2018年9月22日（星期六）-9月29日（星期六） 

公告板： 

地点：各营地秘书处   

时间：2018年9月21日-2018年9月28日 

报到及行政检验： 

地点：赛事秘书处 

时间：2018年9月21日（星期五） 10:00－18:00 

9月22日（星期六） 09:00－12:00 

设备培训：行政检验完毕的全体车组必须前往培训中心进行设备培训，否则将禁止参赛。 

培训中心地点：见秘书处公告栏 



 

车检: 

预车检 

时间：2018年9月21日、下午14:00-18:00 

地点：总部营地-车检区 

赛前车检咨询：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 王涛：13910705453 

正式车检 

时间：2018年9月22日（星期六）9:00－16:00  

地点：总部营地-车检区 

参赛者按时间表（行政检验完毕后公布）到车检裁判处（时间控制点）报到车检。 

赛员会： 

第一次（全体必须参加） 

地点：西安市长安区中俄丝路创新园 

时间：2018年9月22日（星期六）18:00 

之后： 

地点：营地中心区 

时间： 每天18:00（车队经理必须参加） 

车队经理会： 

地点：西安市中俄丝路创新园 

记者注册： 

地点：西安市长安区中俄丝路创新园  

时间：2018年9月22日 

赛前新闻发布会: 

地点：西安市长安区中俄丝路创新园 

时间：待定 

公布发车资格名单/发车顺序: 

发车仪式：9月22日20:00  总部秘书处 

赛段发车： 21:00  总部/营地公告板 

仲裁会: 

地点：总部营地-仲裁会议室 

第一次：9月22日17:00 

其他：每阶段后 19:00 

开幕仪式: 



 

注：为确保安全，赛事期间禁止在各营地内为比赛车辆加油。 

地点：陕西省西安市沣东新城王寺东街（中俄丝绸之路创新园） 

时间：2018年9月23日（星期日）（预计9:00）全部赛车到达等候区  

10:00首辆赛车发车（预计时间） 

赛程安排: 

 

2018 丝绸之路拉力赛中国站日程表（预计） 

日期 赛程 时间 内容 里程（KM） 位置 赛事区域 

9月 21日 10:00-18:00 行政检验 

西安市中俄丝路创新园 

西安市 

9月 22日 9:00-12:00 行政检验 

9月 22日 9:00-16:00 技术车检 

9月 22日 下午 17:00 第一次仲裁会 
 

9月 22日 下午 18:00 全体赛员会 
 

9月 23日 上午 10:00 发车仪式 
 

9月 24日 发车仪式之后赛事车辆开始运输 西安--阿拉善梦想公园营地 

9月 25日 SS1 12:00 特殊赛段 125KM 

腾格里沙漠、梦想公园 
阿拉善 

9月 26日 SS2 8:00 特殊赛段 220KM 

9月 27日 SS3 8:00 特殊赛段 220KM 

9月 28日 SS4 9:00 特殊赛段 150KM 

9月 28日 下午 20:00 收车仪式、颁奖仪式 阿拉善左旗定远营 
 

结束仪式： 

地点：阿拉善左旗王府街定远营贺兰门 

时间：2018年9月28日（星期五） 

最终车检: 

地点：阿拉善左旗王府街定远营停车区 

时间：2018年9月28日（星期五） 

完成SS4赛段的所有车组到达指定地点后直接进入车检封闭区。 

公布成绩的时间和地点: 

初步成绩：（预计时间） 

地点：营地公告板  

时间：2018年9月28日（星期五）16:00 

颁奖仪式： 

地点：阿拉善左旗王府街定远营颁奖仪式现场 

时间：2018年9月28日（星期五）20:00 



 

 

2、其它由第三方提供的安全设备及服务押金 

1) 卫星追踪器及比赛专用导航系统（ENB） 

2) 卫星追踪器及（EN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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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提前安装。 

3) 强制要求参加比赛的所有车组必须安装该系统，在车检时进行检查。 

4) 每部卫星追踪器及（ENB）租用费为（本站）：人民币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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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卫星追踪器、比赛专用导航系统押金汇款方式： 

6) 公司账户 

公司名称：北京天宇卫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北京海淀支行 

银行账号：35030 18800 03337 03 

注：因需退还押金，故汇款用途请注明 往来款  

个人账户 

中国农业银行：6228 4500 1800 1040 078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北京昌平北七家支行 

开户名：姜红军、联系电话：13801156313 

 3、奖项 

本赛事为 2018 丝绸之路国际汽车拉力赛，赛员、车队积分执行《2018 全国汽车越

野系列赛比赛规则》的有关规定。 

（T1、T2、T3、公开组）总成绩                                                

 

 

 

 

 

分组奖项                                                                    

 

 

 

 

 

 

 

名次 奖项 名次 奖项 

第一名 奖杯+30000 第六名 奖杯+7000 

第二名 奖杯+20000 第七名 奖杯+6000 

第三名 奖杯+10000 第八名 奖杯+5000 

第四名 奖杯+90000 第九名 奖杯+4000 

第五名 奖杯+8000 第十名 奖杯+3000 

T1组 奖项 T2组 奖项 

第一名 奖杯+10000 第一名 奖杯+10000 

第二名 奖杯+8000 第二名 奖杯+8000 

第三名 奖杯+5000 第三名 奖杯+5000 

T3组 奖项 公开组 奖项 

第一名 奖杯+10000 第一名 奖杯+10000 

第二名 奖杯+8000 第二名 奖杯+8000 

第三名 奖杯+5000 第三名 奖杯+5000 



 

卡车组总成绩                                                             

 

 

 

 

注：各分组报名车辆未达到 5辆（含）仅取第一名，超过 6辆赛车报名取前三名 

俱乐部杯／厂商队杯                                                       

 

 

 

 

 

 

 

 

 

巾帼杯                                                                  

 

 

 

注：全部由女性组成的车组，完成全程比赛。 

 

4、本站比赛补充规则将于近期在网上公布，请所有参赛车组关注。 

5、车队工作车、工作人员资料请提前交赛事秘书处。 

6、赛事日程表以补充规则为准 

   

 

 

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 

                                             2018年 9月 10日 

T4 组 奖项 

第一名 奖杯 

第二名 奖杯 

第三名 奖杯 

T1.1、T1.2、T1.3组、公开组俱乐部杯、奖项 

第一名、奖杯 

第二名、奖杯 

第三名、奖杯 

T2.1厂商队杯 奖项 T2.2厂商队杯 奖项 

第一名 奖杯 第一名 奖杯 

第二名 奖杯 第二名 奖杯 

第三名 奖杯 第三名 奖杯 

T4 组厂商队杯 奖项   

第一名 奖杯   

巾帼杯 奖项 

全部 奖杯＋5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