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竞赛规程

一、指导单位

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

二、支持单位

江苏省体育竞赛管理中心

三、主办单位

苏州市体育局

苏州工业园区宣传部（文体旅游局）

四、承办单位

苏州阳澄湖半岛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

五、运营机构

苏州工业园区阳澄湖半岛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六、比赛时间、地点

时间：2018 年 10 月 20-21 日

地点：苏州阳澄湖半岛旅游度假区

七、比赛项目

1、男子公开组 150 人

公路大组赛，比赛当年为 18-55 周岁，竞赛里程为 71.4 公里（10 圈）

2、大众男子组、大众女子组 200 人

比赛当年为 16-55 周岁、竞赛里程为 43.4 公里 6 圈。

3、自行车定向赛 400 人

设置“20 公里长距离组”、“6 公里短距离家庭体验组”2 个组别，满足大众骑行需求。

4、自行车马拉松 600 人

设置“44.5 公里、89 公里自行车马拉松挑战组”，丰富赛事形式，吸引更多的非赛事类型
骑行爱好者人群。

八、参赛资格

（一）参加男子公开组、大众组选手必须是拥有有效身份证件的中国内地，港、澳、台华人、
年龄 16-55 周岁（非职业）运动员；在（或曾在）国家体育总局注册的专业运动员须在终
止注册后距比赛当日满 2 年后方可参与各项赛事。

（二）参赛选手必须符合竞赛规程中竞赛分组规定和报名资格要求。

（三）正式报名必须签署自行车赛事安全风险免责法律声明。

（四）参赛选手必须携带本赛季全年的意外伤害保险进行报名确认，并接受组委会的验证。

（五）参赛者应具有良好的适合本次比赛的健康状况，要求无视力、听力和语言障碍。组委
会有权拒绝身体状况不适合的选手参赛。对此参赛选手负有全部的责任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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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比赛路线

1、男子公开组、大众男子组、大众女子组

起点：阳澄环路

终点：阳澄环路

竞赛路线： 

第一圈：由阳澄环路出发 - 经汀舟路左转        经绿汀路左转        沿绿汀路直行        经水
泽路右转         经阳澄环路右转          随后直行通过起终点（S/F）

第二圈及之后：起终点（S/F）- 经水芙路右转       经水泽路右转       经阳澄环路右转       随
后直行，形成环形赛道（水芙路 - 绿汀路 - 水泽路 - 阳澄环路 -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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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路线见图（单圈7公里）：

海拔高程图（单圈）：



2、自行车定向赛

起点：阳澄环路

终点：阳澄环路

半岛度假区内设置“20 公里长距离组”、“6 公里短距离家庭体验组”2 个组别，共设置 7 个定向赛
任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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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行车马拉松

起点：阳澄环路

终点：阳澄环路

半岛度假区内设置“44.5 公里、89 公里”2 个组别。

（一）报名

男子公开组比赛报名参赛人数限制 150 人，大众男子组、大众女子组比赛报名参赛
人数限制 200 人。

自行车定向赛报名参赛人数限制 400 人，自行车马拉松参赛人数限制 600 人。

本次赛事组委会接受以参赛队为单位的报名和选手个人形式的报名。所有报名须登
陆网上报名平台。报名男子公开的比赛不得兼报男子大众组。

报名费：男子公开组 100 元 / 人

大众男子组 100 元 / 人

大众女子组 50 元 / 人

官网、官微报名、野途 APP、行者 APP、美骑网缴费成功后，报名费不予退还。

报名须提供有效证件，如身份证、军人证等。

报名电话：13358013987  联系人：孙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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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圈 44.5 公里，两圈 89 公里



（二）报到确认
所有组别完成报名的运动员需在赛前一天 14:00-17:00 前到苏州阳澄湖半岛星华街游客
中心（苏州工业园区阳澄环路 999 号）进行报到确认。报到时，须携带本人身份证领取
参赛物品和信息资料。
十、技术规定
（一）本次赛事执行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最新审定的《自行车竞赛规则》。
（二）参赛器材必须符合规则规定，公路赛组别只能使用公路赛车。所有参赛运动员必须
穿骑行服参赛。参赛运动员车辆、服装、器材等自备，须符合竞赛规则要求方可参赛。
比赛中必须佩带头盔，否则不准上赛道。并且比赛装备的任何广告部分不能违反规则规定。
比赛期间，参赛运动员不得佩戴、使用任何无线通信设备。运动员及车辆必须佩戴组委
会统一配发的号码布、车牌号，且号码必须一致；号码布和车牌不可自行裁剪，否则不
予参赛。
（三）所有参赛运动员必须使用公路大组赛车辆器材，不允许使用封闭轮。严禁使用碟刹。
裁判将严格进行赛前检查，违规车辆禁止参赛。
（四）本站所有比赛项目不安排饮食补给过程。
 为赛事运行安全的需要，组委会不允许任何队车上道。
（五）各组比赛开始前 45 分钟开始进行检录（具体时间参照运动员竞赛日程），比赛开始
前 10 分钟停止检录，未检录者视自动放弃，未经而进行比赛者即使完成比赛成绩亦无效。
检录时必须按规定在身体两侧肋间佩戴号码布，在车辆座管固定好车号牌；必须穿着骑
行服和头盔、携带车辆接受裁判检查。
所有组别运动员需在起点处集体亲自签到，并接受媒体的采访、赛事宣传。
（六）为比赛安全运行，裁判团将根据赛事整体情况安排比赛出发后进行 1.5 公里荣誉骑
行后进行比赛。参赛运动员必须服从裁判管理。
（七）出于对健康和安全因素考虑，裁判有权令明显落后的运动员退出比赛。任何退出比
赛的运动员必须摘下号码布，并上收容车。不能骑行通过终点。
（八）如遇极端天气等不可抗拒的因素，裁判长有权决定暂停或停止比赛。
（九）获奖运动员应在赛后及时到达颁奖区等候颁奖，未按时参加颁奖仪式的选手视为自
动放弃奖项。获奖运动员必须按时参加媒体见面会。
大会现场将为男子公开组、男子大众组及女子大众组个人前三名进行颁奖。
（十）本次比赛采用电子计时设备，选手报到确认时须向组委会缴纳计时芯片押金，200
元 / 枚。赛后，归还时退回押金。
（十一）关门时间：常规情况下为 10%，裁判团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最终关门时间。
十一、成绩排名
    各项比赛以运动员完成比赛，到达终点的先后顺序决定成绩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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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奖金分配

本站比赛将对男子公开组、男子大众组个人前 50 名；女子大众组个人前 40 名，给予相应的奖金奖
励。详见下表：

注：所有获奖运动员的“奖金”为税前奖金，依据《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属于“偶然所
得”，需按照所得 20％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组委会将从获奖运动员的奖金中代扣代缴相
应的个人所得税。运动员获得是税后奖金。

十三、本规程解释权归赛事组委会。

十四、本规程未详尽事项，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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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组委会

二○一八年九月十二日

成绩排名
男子公开组奖金

（元） （元） （元）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17
18-20
21-25
26-30
31-35
36-40
41-50

10000 3000 3000
8000 2500 2500
6000 2000 2000
5000 1500 1500
4000 1400 1400
3000 1300 1300
2000 1200 1200
1800 1100 1100
1600 1000 1000
1500 900 900
1400 800 800
1300 700 700
1200 600 600
1100 500 500
1000 500 500
800 500 500
500 300 300
300 300 300
200 200 200
200 200 100
100 100

男子大众组奖金 女子大众组奖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