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大地水泥”杯

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

China Rally Championship 2018

宝丰 baofeng

2019 年 5 月 10 日至 12 日

参赛指南

更多信息见通知

常设秘书处：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

联系人：周青扬

电 话：13810347533

传 真：0086-10-61002066，67116872

信 箱: infocrc@163.com

中国汽摩联官方网站:

www.autosports.org.cn



2019 年中国汽车
拉力锦标赛 参赛指南 宝丰 Baofeng

1

CAMF-CRC2018-001

目录

一、简介 2 十一、保险 10
11.1公共责任险

二、组织者联系信息 3 11.2其它车辆保险

2.1 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常设秘书处 11.3赛员保险

2.2 赛事总部 11.4急救

2.3 赛事秘书处

十二、车检和技术要求 11
三、赛事日程表 3

十三、推广活动 11
四、赛事概况 5 13.1赛车体验

13.2开幕仪式

五、报名 5 13.3闭幕仪式

5.1 比赛项目设置

5.2 报名时间 十四、综合信息 12
5.3 报名资格

5.4 报名费 附件

5.5 付款方式 1 酒店预订信息表 14
5.6 报名方式 2 赛程表 15
5.7 退还报名费 3 高速路-维修区路书 17

4 维修区-总部路书 19
六、勘路 8 5 维修区-加油站路书 22
6.1 注册和行政检验

6.2 堪路时间

6.3 堪路车

七、维修区 8
7.1 维修区

7.2 加油区

八、轮胎和汽油 9
8.1 轮胎

8.2 汽油

九、酒店和住宿预订 9

十、广告、车手姓名和比赛号码 9
10.1广告



2019 年中国汽车
拉力锦标赛 参赛指南 宝丰 Baofeng

2

CAMF-CRC2018-001

10.2车手姓名和比赛号码

一、当地简介

宝丰县位于河南省中西部，总面积 722 平方公里，辖 13 个乡镇办事处和 1

个林站，总人口 52 万人。是中原城市群规划建设的平顶山市核心区，全国文明

城市县级提名城市、国家卫生县城、国家园林县城、全国文化建设先进县。目前

拥有一家国家 4A 级景区——香山寺，三家国家 3A 级景区——马街民俗园、中原

解放纪念馆和湛河源莲花湿地景区。

宝丰历史悠久，文化厚重。商周时代为应侯国。秦置父城县，唐、宋时先

后为龙兴县、武兴县、中兴县。北宋宣和二年，因境内冶铁、制瓷、酿酒业兴盛，

宝货兴发，物宝源丰，而奉敕赐名“宝丰”。宝丰是中国汝瓷文化之乡、中国汝

瓷之都、中国曲艺之乡、中国观音文化之乡、中国酒文化之乡、中国魔术之乡、

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中国长寿之乡、国家级说唱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全国

文化建设先进县和全国十佳文化旅游名县。县域内有宋代五大名窑之首的清凉寺

汝官窑遗址、汉化观音祖庭香山寺、绵延 700 余年的马街书会和享誉全国的宝丰

魔术。

宝丰区位优越，交通便捷。焦枝铁路纵穿南北，漯宝铁路横贯东西，县内

的平顶山西站（宝丰火车站）为国家二级编组站，正在建设中的郑渝高铁从县城

东南通过，并在县产业集聚区设始发站，2019 年 10 月 1 日正式通车。途经宝丰

的呼和浩特至广西南宁的呼南高铁已列入规划，汝州至南阳唐河的汝唐高速宝丰

段 2017 年开工，宁洛高速、郑尧高速交汇于县城东南。两年内，宝丰的高速、

高铁出入口将达到 6个，百公里内民用机场三个，公路、铁路、民航构筑成四通

八达的立体化交通网络。

宝丰经济繁荣，社会进步。2017 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 294.5 亿元，增长

8.5%；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0.03 亿元，增长 13.8%；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完

成 123 亿元，增长 9%；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282.6 亿元，增长 13%；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 58.8 亿元，增长 1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4535 元，增长 7.5%，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4540 元，增长 9.1%。

近年来，宝丰县政府本着“全民参与、全民展示、全民分享”的理念，先

后举办承办了 2016 第九届亚洲平面模特大赛中国总决赛、2017 中国·宝丰第五

届国际舞锦标赛、第七届全国小城镇篮球邀请赛等一系列大型文体活动，使得“赛

事”、“体育”、“旅游”与城市文化更好融合，从而实现了“以赛亮景，以景推赛”。

宝丰县连续三年荣获全国群众体育工作先进单位，是河南省运动休闲特色小镇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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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单位。

目前，宝丰县正按照“靓丽县城、美丽乡村、全域景观”的发展思路，

大力繁荣文化旅游体育事业。

2017 年宝丰县被河南省旅游局确定为“河南省旅游标准化试点县”。先

后荣获“中国传统建筑文化旅游目的地”、“中国最具影响力文化旅游名县”、“2017

年中国最具投资价值旅游示范县”、“2017 年河南省美丽乡村建设示范县”、“全

国十佳文化旅游名县”和“2017 年度全域旅游创新奖”和“中国最美汝瓷文化

旅游名县”等荣誉。全县正以香山寺为龙头，以清凉寺汝窑古镇为核心，以三间

房古村旅游区为落脚点，加快项目建设，形成三点一带旅游大轴线，从而带动魔

术小镇、曲艺小镇、杨家大院、马街民俗园等景区景点，把分散的景区景点有机

串联起来，形成各具特色的“珍珠链”，让文化体育释放产业红利，让青山绿水

变成生态福利，打造宝丰山青、水秀、村美、文香、民悦的全域旅游。

二、组织者联系信息

2.1 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常设秘书处

地 址:中国北京市东城区幸福大街 37 号 12 号楼

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

联 系 人:周青扬

邮 编:100763

电 话:13810347533

传 真:+86-(0)10-61002066,67116872

电子信箱:infocrc@163.com

2.2 赛事总部

名称：宝丰迎宾馆

地址：宝丰县文峰路东段

电话：0375-6139801

距维修区约300米。

2.3 赛事秘书处

地点：总部2号楼1楼东VIP 1会议室

开放时间：2019 年 5 月 7 日(星期二)至 12 日（星期日）

赛事秘书处开放之前请与设在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的拉力赛常设秘书处联

系。

三、赛事日程表

报名开始：

时间：2019 年 4 月 2 日（星期二）

地点：中国汽摩联拉力赛常设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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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截止日期：

时间：2019 年 4 月 29 日（星期一） 17:00

地点：中国汽摩联拉力赛常设秘书处

赛事公告栏：
时间：2019 年 5 月 7 日（星期二）至 12 日(星期日)19:00
地点：总部大堂

赛员注册（领取文件）和行政检验：

时间：2019 年 5 月 7 日（星期二）和 8日（星期三）上午

地点：秘书处，总部 2号楼一层东VIP 1会议室

具体安排将于 5月 5日（星期日）在中汽摩联网站公布。

车检、铅封、标记：

地点：宝丰县君安机动车检测中心（文化路）

时间：2019 年 5 月 8 日(星期三)

具体安排将于 5月 5日（星期日）在中汽摩联网站公布。

记者注册和新闻中心开放：

时间：2019 年 5 月 8 日(星期三)至 12 日(星期日)，09:00-20:00

地点：新闻中心，总部 2号楼一层东VIP 8会议室

赛员会：

无

勘路：

时间：2019 年 5 月 9 日（星期四）

具体时间安排参见补充规则附件二。

第一次仲裁会议：

时间：2019 年 5 月 9 日(星期四)13:00

地点：总部

公布参赛资格表：

时间：2019 年 5 月 9 日(星期四)14:00

地点：公告栏

公布仪式发车的发车顺序：

时间：2019 年 5 月 9 日(星期四)15:00

地点：公告栏

公布第一阶段第一部分的发车顺序：

时间：2019 年 5 月 9 日(星期四)16:00

地点：公告栏

赛前新闻发布会：

时间：2019 年 5 月 9 日(星期四)20:00

地点: 总部八层 会议中心

开幕仪式：

时间：2019 年 5 月 10 日(星期五)10:00

地点：宝丰县迎宾大道新世纪广场

拉力赛发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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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 年 5 月 10 日(星期五) 13:10

地点：维修区

具体发车时间见公告一。

超级赛段：

时间：2019 年 5 月 10 日(星期五)14:00

地点: 宝丰县大营镇

公布第一阶段第二部分的发车顺序：

时间：2019 年 5 月 10 日(星期五)19:00

地点：总部大堂，公告栏

公布第二阶段的发车顺序：

时间：2019 年 5 月 11 日(星期六)20:00

地点：总部大堂，公告栏

结束仪式：

时间：2019 年 5 月 12 日(星期日)15:00

地点: 宝丰县迎宾大道新世纪广场

最终车检：

时间：2019 年 5 月 12 日(星期日)15:30

地点：宝丰县君安机动车检测中心（文化路）

公布初步成绩：

时间：2019 年 5 月 12 日(星期日)17:30

地点：公告栏

公布最终成绩：

时间：2019 年 5 月 12 日(星期日)18:00

地点：公告栏

四、赛事概况

本次赛事执行《国内汽车拉力赛比赛通则》、《2019 年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

比赛规则》、《2019 年国内汽车拉力赛车辆技术规则》、《2019 年国内汽车拉力赛

量产车型安全改装规则》和本次比赛的《补充规则》。

4.1 比赛时间

2019 年 5 月 10 日至 12 日

4.2 赛事路线

4.2.1 赛事全程：约 475 公里，其中包括约 150 公里赛段。

4.2.2 赛段：赛段由包括超级赛段的 3条路线正反使用组成，赛段信息如下：

路段 1：超级赛段，长度约 3公里，沙石路面，使用一次。

路段 2：清凉寺赛段，长度约 19.64 公里，沙石、柏油、水泥混合路面，使

用两次。

路段 3：杨庄赛段，长度约 17.90 公里，沙石、柏油、水泥混合路面，使用

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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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段 4：观音堂赛段（杨庄赛段反向），长度 17.87 公里，沙石、柏油、水

泥混合路面，，使用两次。

路段 5：大营赛段（清凉寺赛段反向），长度 19.81 公里，沙石、柏油、水

泥混合路面，，使用两次。

4.3 赛段编排

赛段的编排见附件 2的赛程表。

五、报名

5.1 比赛项目设置

2019 年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车手杯

2019 年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领航员杯

2019 年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联合会杯

2019 年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厂商杯

2019 年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国际组车手杯

2019 年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国际组领航员杯

2019 年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国家四驱组车手杯

2019 年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国家四驱组领航员杯

2019 年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国家两驱组车手杯

2019 年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国家两驱组领航员杯

2019 年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国家两驱2.0 组车手杯

2019 年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国家两驱2.0 组领航员杯

2019 年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混合动力组车手杯

2019 年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混合动力组领航员杯

2019 年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国际组队赛杯

2019 年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国家四驱组队赛杯

2019 年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国家两驱组厂商队杯

2019 年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国家两驱组俱乐部杯

2019 年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混合动力组队赛杯

2019 年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国家两驱2.0 组俱乐部杯

2019 年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国家两驱2.0 组厂商杯

2019 年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希望杯车手杯（S10）

2019 年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希望杯领航员杯(S10)

2019 年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希望杯俱乐部杯（S10）

5.2 报名时间

报名开始：2019 年 3 月 28 日（星期四）

报名截止：2019 年 4 月 29 日（星期一）17:00

5.3 报名资格

5.3.1 车手资格

5.3.1.1 报名人和车组必须持有中汽摩联 2019 年的比赛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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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领 2019 年比赛执照的程序是：填写“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汽车类

参赛选手登记表”（见公布的报名表）、连同身份证和驾驶执照的复印件，扫描后

发至信箱 licence@camf-motorsport.org.cn

联系人：高远，联系电话 010-67141905/ 13581677182

第一次报名参加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的车手必须于报名截止前至少参加两

次全国性短道比赛，方有资格报名。

5.3.1.2 香港、澳门及中华台北车手参加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可持其所属汽

车会颁发的比赛执照、以及所属汽车协会的同意函或盖有该协会章的报名表报

名。

5.3.1.3 境外车手必须由国内车队或俱乐部为其向中国汽摩联报名参加比

赛，并由报名人为其办理中国大陆的驾驶执照。

境外车手在行政检验时必须出示有效比赛执照和所属汽车协会的同意函或

盖有该协会印章的报名表，方可参赛。参加各组别比赛的外籍车组所取得的成绩

只记入当站车队积分，不记其个人年底总成绩积分。

5.3.2 车辆资格

5.3.2.1 车辆组别和级别的划分参照《国内汽车拉力赛比赛通则》第 4条。

5.3.2.2 其它条件：参赛车辆的改装须符合《2019 年国内汽车拉力赛量产车

型安全改装规则》和《2019 年国内汽车拉力赛车辆技术规则》的要求。

5.3.2.3 参赛车辆须按《2019 年国内汽车拉力赛车辆注册办法》完成注册。

5.4 报名费

5.4.1 赛车报名费

使用组织者规定的可选广告： 1500 元

不使用组织者规定的可选广告： 2250 元

报名参赛的车辆数限制为 100 部。

5.4.2 每部赛车报名费包含：1 本补充规则、1 套路书、8 个维修证件和 1

张赛事地图。

5.4.3 车队报名费

参加队赛杯比赛的车队，每车队收取报名费 1000 元。

车队报名费包含：2本补充规则、1套路书、2张地图、1本服务手册（三辆

车以上 2本）、嘉宾车门贴（按下面规定发放）、1套维修车门贴。如需要更多车

门胶贴，则需向秘书处申请。

嘉宾车贴发放办法：报名三辆车(含)以下的车队，每队一套；三辆车以上的

车队，每队二套。

需要更多的嘉宾车贴，需填写“辅助车和维修车报名表”，每套车贴收费 50

元，在秘书处办理。

登陆中国汽摩联官方网站下载所报名的相关表格：www.autosports.org.cn

5.5 付款方式

请将所有参赛费用通过电汇方式按规定日期汇至如下帐户:

单位名称: 中汽摩联赛事运营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工商银行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支行

mailto:扫描后发至信箱licence@camf-motorsport.org.cn
mailto:扫描后发至信箱licence@camf-motorsport.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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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帐号: 0200 0081 0920 0160 378

银行地址: 北京体育馆路甲 11 号

特别注意：付款人须在附注里注明：纳税人识别号、付款人全称、单位注册

经营地址、联系人电话，另外，汇款单上需注明“比赛名称”和“报名人”。

5.6 报名方式

5.6.1 所有报名人必须提交填写完整的正式报名表格。

无论使用传真还是电子信箱报名，报名表和汇款单复印件都必须于规定的报

名截止日时间前发至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常设秘书处。

报名人被接受报名的时间，以组织者收齐其报名表和报名费凭证的时间为

准。只完成一项，视为报名无效。

带有相关人员（车手、领航员和报名人）签字正式报名表必须在报名截止期

后的5 天内寄到上述地址。

5.6.2 请各车队于5月5日12:00 前将所有外籍人员信息（包括英文姓名、

中文姓名、护照号码、国籍等）提供给赛事常设秘书处。

联系人：周青扬 13810347533。

5.7 退还报名费

5.7.1 报名未被接受，全额退还报名费

5.7.2 拉力赛未能举行，全额退还报名费。

5.7.3 组织者将向由于遇有不可抗力（已得到其所在国家或地区汽车协会证

明）而未能在拉力赛中发车的参赛者退还 50％的报名费。

5.7.4 非组织者原因在报名结束后至行政检验前取消报名，仅退报名费的

50%。

5.7.5 行政检验开始后退出比赛，将不退还报名费。

六、勘路

6.1 注册和行政检验

注册和行政检验同时进行。

6.1.1 各车组须于规定的时间在赛事秘书处注册，同时领取勘路号码等有关

证件和赛事文件资料。

6.1.2 注册和行政检验时出示以下资料：

车组成员必须参加行政检验。

a）车队执照、车手和领航员的比赛执照、中国大陆驾驶执照；

b）港澳台和外籍车手的所属汽协出具的参赛许可（或报名表盖章）；

c）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险单和报名表所涉及的全部细节资料。

d）无牌照的赛车须备有完整有效的车辆资料；

e）勘路车保险（不包括赛车）。

6.1.3 注册和行政检验时领取的文件：

a）补充规则、路书、服务手册、地图；

b）门贴：赛车、勘路、维修车、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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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证件：车手、维修、车队经理、嘉宾；

d）车检表、勘路卡、交通违章通知书。

6.2 勘路时间

勘路时间的具体安排参见补充规则。

6.3 勘路车

可以使用赛车勘路。赛车之外的勘路车必须携带有效的牌照（证）以及国家

相关法律和下面第十一条规定的保险。

七、维修区/加油区

7.1 维修区

7.1.1 维修区设在宝丰县盛宝路和昌盛路（相关路书参见服务手册和微信位

置），柏油路面。维修区的开放时间是 2019 年 5 月 6 日（星期一）08:30 至 12

日（星期日）24:00。

7.1.2 维修区的要求：

—各车队应按照维修区主管安排的地点设置并严格遵守进入时间。

维修区主管：陈华，电话：13901191601

—进行维修工作时务必使用“地布”类物品以保护路面。

—各车队有责任保持维修地点的卫生，垃圾及废弃的机油应放在规定的地

点。各车队在撤离前，必须将各自区域的卫生打扫干净。

—维修区内车速限制为最高 30 公里/小时。

7.1.3 总部维修区将提供水源、电源、公共厕所、安全保卫、垃圾回收。

7.1.4 禁止任何除赛车以外的无牌照车辆进入维修区。

7.2 加油区

比赛期间的加油区，均标注在赛程表中。

八、轮胎和汽油

8.1 轮胎

拉力赛期间禁止使用嵌有金属钉的轮胎，违规者除名。

8.2 汽油

8.2.1 组织者将为所有赛车在指定加油站（点）统一提供 95 号汽油，加油

费用自理。维修区至指定加油站（点）的路书另行通知。

为配合当地的安全管理，比赛期间各参赛车队指派最多二名本车队人员负责

在指定加油站的加油工作。请各车队于 5月 3日 12:00 前将指定的负责加油的车

队人员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提供给赛事常设秘书处。

联系人：周青扬 13810347533。

九、酒店和住宿预订

酒店的预定信息参见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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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广告、车手姓名和比赛号码

10.1 广告

10.1.1 允许在赛车的车身及车顶上贴广告，但要预留组织者的广告位置：

B1：车身两侧前门，67 厘米 x17 厘米

D：前引擎盖，43 厘米 x21.5 厘米

C：后风挡，30 厘米 x10 厘米

10.1.2 接受组织者可选择广告的报名人须按照下面“附图”粘贴可选择车

身广告，车身两侧的 A1 和 A2，规格为长 15cm 高、25cm 宽和在前引擎盖上的 A4，

规格为 10cmx60cm。这些广告的具体内容见公告。

10.1.3 在赛车前风挡和后风挡上方的广告为最高 10 厘米和 8厘米。

10.1.4 车身和车手赛服上的烟草广告无限制。

10.2 车手姓名和比赛号码

车手和领航员的姓名和国旗必须粘贴在《国内汽车拉力比赛通则》第 19 条

规定的位置。

车身广告、车组姓名和比赛号码的位置参见下面“附图”：

十一、保险

11.1 公众责任保险

组织者为赛事投保了公众责任险，此保险包括赛车和勘路车在赛事期间规定

的时间和规定道路上的第三者责任险（包含国家规定的交强险限额）。

见补充规则或公告。

上述保险的保费：350 元/赛车。

11.2 其它车辆保险

11.2.1 勘路车保险：如使用非赛车勘路，则必须带有交强险。

11.2.2 车队的其它车辆必须带有交强险，并建议办理商业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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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赛员保险

所有大陆赛员必须办理不低于70万人民币的人身意外保险和30万元的意外

医疗保险，保费 600 元。入境参赛者必须自行携带人身意外保险。

境外车组需携带有关医疗急救和转运的保险，并在注册时出示相关资料。

上述所有保险必须在赛员注册时办理完毕。

11.4 急救
组委会指定亚洲国际紧急救援中心(AEA)在拉力赛期间负责外籍人员及港澳

台人员的医疗急救。各车队须将下述有关外籍、港澳台人员的医疗保险内容于报
名结束后 5 天内提供给永久秘书处，这对使用组织者提供的医疗服务至关重要：

十二、车检和技术要求

12.1 车检地点和时间

时间：2019 年 5 月 8 日（星期三）

地点：宝丰县君安机动车检测中心（文化路）

具体安排将于 5月 5日（星期日）在中国汽摩联网站公布。

参赛车组必须按在车检前规定的时间完成行政检验。

12.2 报到车检时，各车组必须将比赛号码及组织者广告贴在规定的位置。

12.3 车检时须携带的物品：车检表、国际汽摩联（或中国汽摩联）车辆注

册表、三角牌、安全信息带、一个 SOS 和 OK 标志牌。

12.4 赛员装备必须符合《2019 年国内汽车比赛车手装备及其它安全规定》

第一条的要求。

12.5 赛车必须安装《2019 年国内汽车比赛车手装备及其它安全规定》第二

条所要求的挡泥板。

12.6 赛车必须安装《2019 年国内汽车拉力赛量产车型安全改装规则》第 11

条规定的车窗膜和第 7条规定的灭火系统。

12.7 为了便于铅封和标记，赛前车检须携带备用变速箱和涡轮增压器。

十三、推广活动

如需下述各项活动的更多信息，请与中国汽摩联联系：

13.1 赛车体验

受保人姓名

保险公司名称

保险公司地址

保险公司电话

保险公司传真

保险条款编号

是否包括飞机转送费用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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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排。

13.2 开幕仪式

时间：2019 年 5 月 10 日（星期五）10:00

地点：宝丰县迎宾大道新世纪广场
组织者要求所有车组参加开幕仪式，全体车组按照仪式发车顺序的时间到维

修区出口等待区集结 08:30 带队出发参加巡游前往开幕式场地，仪式结束后按路

书自行返回维修区，14:00 开始 SS1 超级赛段比赛。

13.3 闭幕仪式

时间：2019 年 5 月 12 日（星期日）15:00

地点：宝丰县迎宾大道新世纪广场

13.3.1 获得全场总成绩前 9 名的车组、自主品牌两驱车第一名的车组和联

合会杯第一名的车队参加闭幕仪式车台的颁奖。

各车组进入结束仪式封闭区后，听从当值裁判的指挥停放赛车。
13.3.2 颁奖程序

A、全场总成绩前 3名车组和联合会杯第 1名的颁奖程序：

获得全场总成绩前 3名的车组按名次倒序分别将赛车停上车台，车组成员出

车外，拍照留念；由颁奖嘉宾颁发奖杯、佩戴花环、赠送香槟并合影留念，车组

喷香槟之后将赛车驶下车台。

—获得联合会杯第 1名的车队代表登上位于车台一侧的领奖台，由颁奖嘉宾

颁发奖杯并合影留念；

B、国家两驱组前 3 名车组的颁奖程序：

获得国家两驱组前 3 名的车组按名次顺序分别将赛车停上车台，由颁奖嘉

宾为获奖车组颁发奖杯、赠送香槟、佩戴花环并合影留念，车组喷香槟之后将赛

车驶下车台。

C、全场总成绩第 4 至 9 名车组的颁奖程序：

获得全场总成绩第 4 至 9 名的车组按名次顺序分别将赛车停上车台，由颁

奖嘉宾为获奖车组颁发奖杯、赠送香槟、佩戴花环并合影留念，车组喷香槟之后

将赛车驶下车台。

13.3.3 闭幕仪式车台颁奖之后，其他完成比赛的车组按序通过车台，之后

按路书指示前往封闭停车场进行封闭（参加最终车检的赛车除外）。

13.3.4 各车队须在最终成绩公布后一小时内从封闭停车场取走赛车。

十四、综合信息

14.1 临时驾驶执照和临时车牌

报名者须为本车队的港澳台和外籍车组成员办理有效驾驶执照，并在行政检

验时出示。报名者应尽可能为本车队无牌照车辆自行办理由交管部门核发的有效

牌照（证）。报名时必须详细准确填写车辆资料信息。

14.2 气温/海拔

宝丰县地属暖温带，四季分明，夏热多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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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救援

A:组织者在比赛期间负责将赛段内的故障赛车拖回赛段道路、或拖至起点或

终点。为避免拖车损失，参赛车队应在现场留有车队人员协助拖车工作。

此救援拖车的工作是免费的。

B:参赛车队自行将上述故障赛车拖回维修区。

C:如果在勘路时赛车发生故障需要拖车服务，则产生的费用由车队承担。

D:拖车服务，联系方式如下：

徐军杰，电话 13721885666

14.4 宣传

14.4.1 宣传资料

略

14.5 交通

A:宁洛高速、郑尧高速、207 国道、郑南西线、洛界公路穿境而过。

B:宝丰县到高铁郑州东站约 155 公里

宝丰县到高铁许昌东站约 110 公里

宝丰县到高铁漯河西站约 114 公里

宝丰县到高铁洛阳龙门站 120 公里

C:宝丰县到郑州新郑国际机场约 146 公里

宝丰县到洛阳北郊机场约 144 公里

14.6 路线提示

开车前往宝丰县：郑尧高速公路（S88），在“平顶山西”出口驶离高

速，可以前往县城和维修区。收费站至维修区的路书另行通知。

14.7 租车

参赛车队如需要在当地租赁车辆，可按下面信息联系：

单位 部门 联系人 电话

宝州租赁

有限公司

总经理 解晨阳 15836986168

副总经理 程月培 18768983222

调度部经理 杨少恒 18236692159

综合部经理 王晨曦 15617322123

车管部经理 陈全伟 18537466333

14.8 证件

种类 准 进 区

1 官员 总部,指挥中心,维修区,赛事路线,控制区,新闻中心

2 赛员 总部,维修区,赛事路线,控制区,封闭区,车检区

3 车队经理 总部,维修区,赛事路线,新闻中心,车检区

4 记者 新闻中心,维修区,赛事路线,控制区

5 贵宾 VIP 总部,观众区,维修区,赛事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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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嘉宾 总部,观众区,维修区,赛事路线

7 工作人员 总部,维修区,赛事路线

14.9 即时成绩

组织者在比赛期间为参赛者提供即时成绩服务。

各车队需自备带有无线上网的电脑（GSM 或 CDMA）。

14.10 赛前试车

不安排试车。

附件 1：酒店预订信息表 区号-0375

酒店名称 宾馆地址 电话 房间数 协议价
距维修区

（千米）

宝丰迎宾馆 文峰路东段
0375—6139800

78
标间：168
单间：268
套间：398

0.3
朱 13938679355

宏泰宾馆

迎宾大道与

平宝路交叉

口

0375—7231111

148
单间：158--218
标间：148--208

套间：418
2.5刘瑞

15038849369
18768987716

盈瑞酒店
山河路与人

民路北 100米

0375-7130777

54
单间：168
标间：158
套间：310

3.6
徐 18337531588
15137541099

宝丰宾馆 南大街 47号
0375—6500000

61
单间：100
标间：100

4.5
王 15503756702

裕昌源大酒店
人民路酒厂

院内

0375—3366800
50

单间：120
标间：120
套间：300

4.6
胡 15837580678

美宜家时尚快捷宾

馆

山河路与源

丰路交叉口

（东关医院

东 500米路

0375—7130555
60 单间：110

标间：118
5.1

杨 15137511293

尚客优快捷酒店 龙兴路北段
0375—7055666

28
单间：109
标间：99

8.6
李 13663871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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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宾馆

山河路中段

（陈营社区

北）

0375—7300888
44

标间：80
单间：90
套间：120

3.2赵 13803901887

星月园宾馆 迎宾大道
0375-6581566

30
单间：118
标间：118
套间：188

3.4
0375-6592999

电力宾馆 迎宾大道

0375-6580888
18

单间：100
标间：90

3.5

李 15713757111

百合酒店

西环路南段

（建设局斜

对面南 100
米）

0375-6566789

26
单间：70
标间：70
套间：260

5
牛 18003903900

希尔顿时尚酒店
新汽车站楼

下

0375-6338888
48

单间：78
标间：78

4.6
林 13603906556

寻梦丽江主题宾馆
迎宾大道 201

号
0375-6207777 37

标间：70--86
单间：70--86

4.6

得源宾馆 龙兴路北段

0375-6511123
40

单间：70
标间：70

套间：110--160
8.6

吕 13233705979

新绿园宾馆 永铭路中段 0375-7132222 31
单间：70
标间：70
套间：100

3.9

君泰宾馆
迎宾大道西

段

0375-7307777

54
单间：60
标间：60
套间：90

5.6
陈 18237522516

明珠商务酒店 前进路 0375- 6598888 67
单间：90
标间：80
套间：150

4.9

金盾宾馆
龙兴路与建

材街交叉口

0375-6333888
27

单间：60
标间：60
套间：100

5.5

13303905332



2019 年中国汽车
拉力锦标赛 参赛指南 宝丰 Baofeng

16

CAMF-CRC2018-001

附件 2：赛程表

详见补充规则

宝丰三环宾馆

为民路南段

三环洗浴院

内

0375-6396666 39
单间：80
标间：70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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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高速路-维修区路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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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维修区-总部路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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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维修区-加油站路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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