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中国汽车短道力锦标赛--南昌湾里站 

参赛指南 
 

 

声明：  本文件内容仅作为信息使用，不具有规则效力。  

  

2018 中国汽车短道拉力锦标赛南昌湾里站站将于 10 月 12 日-10 月 14 日在江

西南昌举办，为便于各赛车俱乐部和广大汽车运动爱好者报名参赛，现将有关赛事安排

及 参赛有关事项简要介绍如下：  

1、比赛名称：2018 中国汽车短道拉力锦标赛 - 南昌湾里站  

2、比赛时间：2018 年 10 月 12-14 日  

3、比赛地点：江西南昌市湾里区禹港国际赛车公园 

4、赛道长度：1.3 公 里（砂石路） 

5、组办单位  

  主办单位： 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南昌湾里区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 北京中汽摩运动发展公司、南昌湾里区招贤镇人民政府、无锡 JJ

竞技赛车俱乐部 

6、赛事总部酒店：南昌保利皇冠假日酒店  地址：南昌湾里区红湾大道 66 号  

7、行政检验 

时间：2018 年 10 月 12 日（09:00-18:00） 

地点：江西南昌市湾里区禹港国际卡丁车馆(南昌湾里区天宁路与红湾大道交接处) 

本次赛事（A+B 组）限制参赛人数为 100 人，公开组车辆不限，额满后将不再

接受报名。 

报名时间：2018 年 09 月 10 日-  10 月 10 日，如报满提前截止。 

报名地点：江西南昌市湾里区禹港国际卡丁车馆(南昌湾里区天宁路与红湾大道交

接处）   

报名方式：填写电子版报名表发送到组委会邮箱,   

联系人：熊艳 手机：15519589000 微信同号，邮箱：75209257@qq.com            

8、定义： 本次比赛是在封闭的赛道上进行的比赛。  

9、比赛车辆：  

● A 组、B 组为组织者以租借的方式提供改装的本田新飞度 GK5 赛车。  

● 公开组为车手自带改装车辆，且符合：《2018 国内汽车拉力赛车辆技术规则》 

相关组别改装要求,且在中汽摩联注册的车辆。同时需要符合《2018 国内汽车比赛量 

产车型安全改装规则》要求。  

  



 

10、车手参赛资格和报名 

10.1 车手参赛资格：只有加盟俱乐部的车手方可通过俱乐部报名参赛。 

10.2 国内车手需持有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颁发的当年有效的 A 级、B 级

及其以上级别越野或拉力比赛执照。 

10.3 香港、澳门及台湾籍车手参加比赛可持香港、澳门及台湾汽车会颁发的 当年

有效的比赛执照，及所属汽车协会的同意函或盖有该协会章的报名表。 

10.4  不接受外籍车手报名。 

10.5  该赛事没有领航员。 

 10.6  A 组车手资格：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车手参加 A 组的比赛：曾参加 过 A 

组的车手、上一年度 B 组单站前 4 名、上一年度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车手杯排 名前 

16 名、上一年度中国汽车越拉力锦标赛车手总积分前 16 名；上述情形以外 的车手

也可报名参加 A 组比赛，但原 B 组积分作废，且不得新参加 B 组比赛。 

 10.7  B 组车手资格：除 A 组车手外。 

 10.8  公开组车手资格由补充规则及公告规定。 

  

 11、组别设置  

本次比赛设 A 组、B 组、公开组 

11.1 参加由组委会提供统一规格改装赛车的车手，分为 A、B 组。 

11.2 为增进赛员之间友谊，发扬团队协作精神，特设 A、B 组队赛杯。队由 2-3 

名车手组成，取最好 2 名车手成绩积分累加计算排名。  

11.3 公开组队赛杯：由 2-3 名相同级别的车手组成，取最好 2 名车手成绩， 积

分累加计算排名。  

1600cc 级：车队使用赛车为自然吸气排高于 1400cc 低于 1600cc（含）的；  

2000cc 级：车队使用赛车为自然吸气或涡轮增压,排高于 1600cc 低 2000cc（含）

的；  

2000cc 以上级：车队使用赛车为自然吸气排量高于 2000cc、及 1.4T 以上涡轮增

压的； 

无牌照的赛车必须停放在指定维修区，未允许不得驶离赛车场，违者取消比赛资格。 

赛事加油区为民用加油站，需按照赛会现场安排统一进行加油工作。  

  

12、保险：  

12.1 组织者为所有参赛车手投保不低于 70 万元人身意外保险和 30 万元医疗

保险。 保险有效期为：2018 年 10 月 13 日-14 日参赛者投保。 

12.2 组织者投保比赛公众责任保险。  

  



 

13、广告： 车手与车队如自带广告，请尽快与组委会联系，得到允许后方可使用。 

参赛车队须在指定位置预留给组委会，且自带广告不得与组委会广告冲突。  

  

14、装备 本次比赛要求所有赛员比赛时严格按照比赛规则穿着连体赛服并佩戴头

盔，且须在赛服指定位置预留出组委会广告位，赛员可以佩带组织者提供的头盔，也可

以自带符合 FIA 认证的头盔。  

  

15、参赛费用 

15.1  A 组、B 组 , 报名费：500 元/人,车辆使用费：3500 元/人。  

15.2  车损押金：10000 元/人（行政检验现金缴费）。车手在出现事故后， 将

按车辆实际损失扣除押金。（组委会将在赛前公示配件价格清单），实际损失超过 10000 

元，则扣除全部 10000 元。（被扣除押金的车手如再进行下一轮比赛，则需 要补交

所扣除的押金差额）。如出现翻车（含：侧翻）现象，车辆将不进行实际损失评估，车

损押金直接全部扣除，同时取消继续参加本站比赛的资格。 

15.3 报名 A 组、B 组队赛杯的，每队须交纳 1000 元队赛服务费。 

15.4 公开组赛员报名费：500 元/人。 报名公开组队赛杯的，每队须交纳 1000 

元队赛服务费。  

15.5 以上费用在 10 月 10 日报名截止（17:00）之前缴纳。 

15.6 报名费及租车费用请汇入： 

开户人名称：李若楠       

开户银行：农行无锡旺庄支行        

帐号：6228480435302633977                   

请汇款之后将汇款凭证彩信或微信号至：13665170306 并附 汇款人姓名及联系

方式。 

16、安全义务： 参加比赛的车手应遵守比赛规则、交通法规及其他政府部门的相

关法律法规， 违者取消参赛资格。   

17、竞赛方法：见本站补充规则。   

 

 

 

 

 

 

 

 



 

18、录取名次及奖励： 

单一品牌： 
获得 A、B 组个人前 6 名的车手，颁发奖金（税后）和奖杯：  

A 组 B 组 
第一名 10000 元 第一名 6000 元 
第二名 5000 元 第二名 3000 元 
第三名 4000 元 第三名 2500 元 
第四名 3000 元 第四名 2000 元 
第五名 2000 元 第五名 1500 元 
第六名 1000 元 第六名 1000 元 

注：若参赛车手≦6 人则只取前三名，≦4 人则只取第一名。 
 

参加单一品牌女车手前三名获奖金（税后）和奖杯： 
巾帼杯 

第一名 2000 元 
第二名 1000 元 
第三名 500 元 

注：若参加单一品牌的全部女车手≦3 人则第一名：2000 元+奖杯，第二、三名：奖杯
各一座。 

 
单一品牌队赛杯前三名获奖金（税后）和奖杯： 

A、B 组队赛杯 
第一名 2000 元 
第二名 1000 元 
第三名 500 元 

注：若参加比赛的车队按组别≦4 支车队；则第一名：2000 元+奖杯，第二、第三名：
奖杯各一座 

 
公开组： 
获得 1.6L 级、2.0L 级、2.0L 以上级个人前 6 名的车手，颁发奖金（税后）和奖杯： 

公开组 1.6L 级 公开组 2.0L 级 公开组 2.0L 以上级 
第一名 10000 元 第一名 15000 元 第一名 20000 元 
第二名 4000 元 第二名 6000 元 第二名 8000 元 
第三名 3000 元 第三名 4000 元 第三名 6000 元 
第四名 2000 元 第四名 3000 元 第四名 4000 元 
第五名 1000 元 第五名 2000 元 第五名 2000 元 
第六名 1000 元 第六名 1000 元 第六名 1000 元 
注：若参赛车手≦6 人则只取前三名，≦4 人则只取第一名。 

 
 
 



 

参加公开组比赛的车队按级别高于 4 支车队的前三名设立奖金（税后）和奖杯： 
公开组 1.6L 级、2.0L 级、2.0L 以上级队赛杯 

第一名 3000 元 
第二名 2000 元 
第三名 1000 元 

注：参加公开组比赛的车队按组别≦4 支车队；则第一名：3000 元+奖杯，第二、
第三名：奖杯各一座 

 

18、酒店预订信息：  

赛事总部酒店：南昌保利皇冠假日酒店（五星）  地址：南昌湾里区红湾大道 66

号 电话：0791-83056666   价格：标间 、 大床 500 元 

  

19、江西南昌市湾里区禹港国际卡丁车馆(禹港国际赛车公园)位置 

    南昌市湾里区天宁路与红湾大道交接处  

交通工具飞机：搭乘飞机到达南昌昌北国际机场，驾车或乘车到达距离 22 公里。 

高铁动车：到达南昌西站驾车或乘车到达距离 16 公里，到达南昌站驾车或乘车

到达距离 21 公里。 

  



 

 

20、赛道图 

 

 

  

 

 

 

 

 

 

 

 

 

 

 

 

 

 

 

 

 

21、重要提示： 由于提供参赛的车辆数及比赛时间的限制，本站比赛报名时间于 

2018 年 10 月 10 日 17 点整截止，逾期恕不接受，如果在截止报名时间前已达到

限制报名参赛人 数，也不再接受报名。行政检验期间不接受之前未递交报名表的新赛

员的报名， 谢谢合作！                 

 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三日  

  



 

附报名表 

 

2018 中国汽车短道拉力锦标赛-南昌湾里站 

参赛报名表 
 

2018 年 10 月 12 日—2018 年 10 月 14 日 仅供组织者填写 

 参赛组别 比赛号码 

报名者： 
  

姓名 
 

照
片 

联系电话及传真  

性别 
 移动电话  

血型 
 身份证号码  

出生年月 
 驾驶证号码  

报名组别 □A组 □B组 
运动执照号码  

报名费用 

□500 元 租车费 3500 元，车损押金 10000 元 
合计： 

 
□队赛，必须 2 人以上才可报名 

邮政编码 
 

运动执照级别 A□ B□ 

工作单位 
 

通讯地址 
 

请将表格填写完备并附上： 

1、报名费 500 元、租车费 3500 元，车损押金 10000 元（未造成车辆损伤如数退还），此三项费用在行

政检验结束前交纳。 

2、初次参赛申请人的身份证和驾驶执照复印件。 

3、车手签名需本人亲笔，代签无效。 

4、每位参赛者的 2 张一寸照片，请在背面写上姓名。 

请详细阅读组织者要求报名参赛人员必须签署的如下声明，签字后立即生效。 

声明: 

鉴于此报名被组织者接受并获准参加比赛，我已详细阅读了本次比赛的规则，并同意自愿接受该规

则和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规则的约束。本人在获准参加本次比赛期间，同意在比赛过程中如发生

导致本人受伤、死亡或财产损失时，由本人自己负责，不会强调任何原因而向此项赛事的组织者、承办

者、赛事委员会、赛事工作人员和任何有关团体及有关人员采取追究、索赔等行为。 

我声明赛员具备比赛要求的能力，赛车性能也符合赛事要求，此表所填写的各项内容属实。 

我按照规则规定附上报名费并已按照规则的要求办理了有效的人身意外伤害和医疗保险。 

公平竞赛声明： 

本人保证尊重比赛，尊重对手，公平竞赛，不弄虚作假，不做违背体育道德的行为。 

肖像权是用声明： 

本人自愿参加本次比赛，同意赛事组委会使用本人肖像用于赛事活动宣传。 

属实声明： 

我声明此报名表所填内容都经我核实，情况属实。 

 

车手签字：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_ 

 

 



 

 
2018 中国汽车短道拉力锦标赛-南昌湾里站 

 

公开组参赛报名表 
2018 年 10 月 12 日—2018 年 10 月 14 日 
 

车队名称：_______________ 

报名者：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人：_____________联系方式：____________MAX/电邮：______________ 

联系地址：_____________邮编：___________ 

车队赞助商： 

参赛车辆资料： 

 

牌照号码 厂牌 型号 车身颜色 出厂年份 

     

FIA 或 FASC 注册编号 级别 发动机排量 发动机号码 底盘号码 

 □1.6□2.0□2.0 以上    

 

赛员报名费 500 元/人、赛事服务费 1000 元/队，此两项费用在行政检验结束前交纳。 

请详细阅读组织者要求报名参赛人员必须签署的如下声明，签字后立即生效。 

声明： 

鉴于此报名被组织者接受并获准参加比赛，我已详细阅读了本次比赛的规则，并同意自愿接受该规

则和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规则的约束。本人在获准参加本次比赛期间，同意在比赛过程中如发生

导致本人受伤、死亡或财产损失时，由本人自己负责，不会强调任何原因而向此项赛事的组织者、承办

者、赛事委员会、赛事工作人员和任何有关团体及有关人员采取追究、索赔等行为。 

我声明赛员具备比赛要求的能力，赛车性能也符合赛事要求，此表所填写的各项内容属实。 

我按照规则规定附上报名费并已按照规则的要求办理了有效的人身意外伤害和医疗保险。 

公平竞赛声明： 

本人保证尊重比赛，尊重对手，公平竞赛，不弄虚作假，不做违背体育道德的行为。 

肖像权是用声明： 

本人自愿参加本次比赛，同意赛事组委会使用本人肖像用于赛事活动宣传。 

属实声明： 

我声明此报名表所填内容都经我核实，情况属实。 

公开组车手亲笔签字： 

日期： 

车手信息填写： 

级别 车手 性别 身份证号 

 

   

汽车比赛执照 NO. 血型 移动电话 
比赛号码 

（仅供组织者填写） 

□队赛，必须 2 人以上才

可报名 
    

  



 

 

飞度赛车配件车损价目表 

 

 

配件名称 价格（元） 配件名称 价格(元） 配件名称 价格（元）  

大灯 860 赛用离合器片 1600 变速箱壳 1879  

后尾灯 500 赛用离合器压盘 2200 前防撞杠 600  

倒车镜 450 轮圈 650 后防撞杠 500  

前保险杠 1400 发电机 1260 排气管总成 1600  

后保险杠 1200 起动机马达 1200 发动机总成 16800  

前翼子板 600 油门踏板 350 发动机支架 360  

前车门 1800 油箱 2260 大梁校正 8000  

后车门 1700 后桥 2480 车门补漆 500  

机盖 1720 羊角总成 1850 车顶补漆 600  

尾门 1700 后轴总成 1850 前叶子板补漆 400  

前挡风玻璃 800 水箱 1209 后叶子板补漆 400  

后挡风玻璃 600 风扇 1480 进气支管总成 1500  

前门玻璃 300 水箱框架 1306 全车整形 5000  

后门玻璃 300 油底壳 1600 机盖带喷漆 1450  

发电机皮带 150 方向机 2800 后尾门补漆 500  

前减震器 8000 平衡感短拉杆 80 前保险杠补漆 450  

后减震器 8000 方向机横拉杆总成 180 后保险杠补漆 450  

前刹车卡钳 500 三角臂总成 680 全车喷漆 5000  

后刹车卡钳 450 长半轴 1500 刹车油 150  

前刹车盘 800 短半轴 1200 换挡拉线 800  

后刹车盘 800 节气门总成 1240 机盖锁 700  

前桥 1274 机油 700 刹车油管 400  

变速箱检修 4500 防冻液 200 排气管总成 2000  

变速箱支架 500 轮胎 800 保险杠中网 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