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 

暨中国汽车越野锦标赛新疆分站赛 

参赛指南（一） 

声明： 

本届赛事遵照《2023 年越野拉力赛比赛规则》和《2023 年

汽车越野拉力赛车辆技术规则》以及《中汽摩联工作手册》的有关

规定和办法执行。 

本文件比赛日期及相关内容仅作为信息使用，具体赛事日

程按后续赛事指南及补充规则为准。 

一、本届名称： 

2023 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暨中国汽车越野拉力锦标赛新疆

分站赛 

主办单位：  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体育局 

宝武集团新疆八一钢铁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  新疆环塔汽摩运动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 

中汽摩联赛事运营有限公司 

时 间： 2023 年 5 月 20 日—5 月 31 日 

地 点：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 

赛 段： 初定：8 个 

全 程： 全程约 4000 公里 



赛段里程：约 2000 公里 

具体赛程见后续参赛指南。 

二、报名时间 

报名日期：2023年 3 月 10 日起 

优惠报名期截止于 2023 年 4 月 10日，在优惠报名期内,报名费减

免 10%，之后 100%收取。 

报名截止：2023年 4 月 25 日（周二 17:00）。 

报名地点：中汽摩联-中国汽车越野锦标赛秘书处、新疆环塔汽摩

运动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 

请参赛者在规定时间内进行报名，超过报名截止日期的报名将不

予接受。 

三、车手报名资格 

1、报名参加汽车组、卡车组的国内车手和领航须持有中国汽

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2023年当年越野拉力R级或A级（含）别以上的

有效比赛执照。 

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及中华台北赛员可持所属汽车协会颁发的

当年有效的比赛执照，及所属汽车协会的同意函报名参赛。 

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华台北赛员还需持有中国境内临时驾

驶执照，中国境内临时驾照在入境时由个人办理。 

如有国外赛员报名参赛请联系中汽摩联越野赛秘书处了解相

关政策。 



2、报名参加两轮摩托组、ATV 组的车手必须年满 18 周岁，

并持有交管部门核发的摩托车驾驶执照，且持有中汽摩联颁发的 

2023 年摩托拉力 A 级比赛执照。 

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及中华台北车手可持所属摩托车协会颁发

的当年有效的比赛执照，及所属协会的同意函报名参赛。     

如有国外赛员报名参赛请联系中汽摩联越野赛秘书处了解相

关政策。 

3、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华台北、国外赛员还需持有中国

境内临时驾驶执照，中国境内临时驾照在入境时由个人办理。 

4、请报名参赛的车手尽快完成当年有效比赛执照的注册，联

系人：中汽摩联-运动部；高远、电话：010-67141905 

四、参赛车辆 

1、车辆组别 

比赛接受摩托车组、汽车 T1+、T1、T2、T3、T4、T5 组赛车报

名参赛。 

2、车辆资格 

汽车组赛车必须遵守《道路交通法》所制定的安全准则和中汽

摩联 2023 年汽车越野拉力赛车辆技术规则《改装通则》(G282) 

《安全装备和改装》(G283)等相关规定。 

摩托车组参阅后续相关规则文件。 

参赛车辆其它规则详见后续公告及通知。 

五、费用 



1、报名费及服务费 

1.1 汽车组报名费： 

每车组：赛车 1 辆、车手 1 人、领航员 1 人； 

    接受组织者广告：70000 元人民币（报名费含赛车证件、车贴

一套，工作车贴 1 套）。 

    不接受组织者广告:90000 元人民币（报名费含赛车证件、车

贴一套，工作车贴 1 套）。 

报名参加俱乐部杯的俱乐部车队免收团体报费。 

    报名参加厂商队杯的厂商车队免收团体报名费。 

1.2 卡车 T5 组报名费： 

每车组：1 台赛车、1 名赛手、1 名领航员、1 名机械师。 

接受组织者广告：80000 元人民币（报名费含赛车证件、车贴

一套，工作车贴 1 套）。 

不接受组织者广告: 104000 元人民币（报名费含赛车证件、

车贴一套，工作车贴 1 套）。 

报名参加厂商队杯的厂商车队免收团体报名费。 

1.3 摩托车组报名费： 

每车组：1 台赛车、1 名赛手。 

接受组织者广告：40000 元人民币（报名费含赛车证件、车贴

一套，工作车贴 1 套）。 

不接受组织者广告: 50000 元人民币（报名费含赛车证件、车

贴一套，工作车贴 1 套）。 



报名参加厂商队杯的厂商车队免收团体报名费。 

1.4 车队工作人员报名费：每人 3000 元（包含机械师、随队记者、

后勤等各类工作人员）费用包含不低于人民币 1000,000 元的人

身意外伤害保险和 300,000 元意外伤害医疗保险，相关纪念品。 

1.5 车队工作车报名费：每车 4000 元（组委会注册车贴）。 

1.6 出于安保需要，出入大营的人员须佩戴证卡，车辆须有车贴为

准，非相关人员与车辆不得随意出入。 

2.服务费包含内容 

2.1 参加权（含赛车牌、车贴、身份识别证卡、报名人员纪念品及

文件袋。赛事路线全程、营地及赛段起终点、开闭幕式等大型活动

设置控制区，实行出入安全管制，公安警力查验人员及车辆识别证

卡）。 

2.2 根据车队报名情况组委会将为其分配营地相应面积和位置。 

2.3 赛段内针对车手、领航员提供空中直升机紧急医疗救援服务保

障。 

2.4 赛段内针对车手、领航员提供地面医疗救援服务保障。 

2.5 针对报名赛车和工作车，提供全程脱困拖拽救援保障（为商业

行为，费用有偿收取）。 

2.6 提供报名者每人不低于人民币 1000,000 元的人身意外伤害保

险和 300,000 元意外伤害医疗保险。 

2.7 比赛路线、场地区域使用及赛事全程通行保障。 



2.8 赛段内对摩托车组、ATV 组、T3、T4 组的油料供应保障（油费

有偿收取）。 

2.9 营地提供公共区域照明用电服务。 

2.10 营地卫生和盥洗设施服务。 

2.11 营地开放秘书处用于查阅比赛情况。 

2.12 出席开幕发车仪式及颁奖典礼。 

3．报名及服务费不包含由第三方提供的服务，以及赛事安全设备

租用费和押金（非组织者收取）； 

 卫星追踪器 

 比赛专用 GPS 

 视频专用设备 

 油料费 

 临时驾照、车辆临时牌照等相关费用 

 车辆运输、海关等费用 

 对赛车收容产生的费用 

 医院的诊疗费用 

4. 其它由第三方提供的安全设备及服务押金 

4.1 卫星追踪器 

 卫星追踪器系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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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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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部卫星追踪器租用费为（本站）：人民币 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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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比赛专用导航及超车报警系统（ENB） 

 比赛专用导航系统由 1 条 GPS 天线、1 个显示器、1 个车载

支架、1 条电源连接线组成。可提前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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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部比赛专用导航及超车报警系统租用费为（本站）：人民币 

5500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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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卫星追踪器、比赛专用导航系统押金汇款方式： 

 公司名称及账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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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视频采集设备 

 系统由 1 台凯眸 256G 数据通话版全息记录仪、1 个相机镜头保

护盖、1 个相机包、1 条 1.2 米 Micro USB 充电线、1 条音频

线、1 套安装件转换件、1 条 OTG 线缆、1 个 GPS 模块、1 个充

电宝组成（可提前安装）。 

 中汽摩联年度种子车手及历届优胜车组（报名后公布名单）强

制安装该系统（交押金免费使用），在车检时进行检查。其他

车组如需使用视频摄像设备必须在行政检验时向组织者备案，

经官方技术检验认可后安装。 

 每套凯眸全息记录仪押金为人民币 5000 元/套。相关公司将

安排专人于行政检验时收取押金之后协助车组安装设备，在比

赛结束日时收回设备，检查无损后退还设备押金。若所租凯眸

设备在赛后三天内未退还则视为购买，不退还押金。 

4.5 视频采集设备押金汇款方式： 

 公司名称及账户：凯眸(中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三角支行 

 银行账户：2011 0044 0920 0035 638 

注：本账户只适用于企业支付押金，因需退还押金，故汇款用途请

注明 往来款 

 私人账户： 

 户名：张正中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北京海淀二里庄支行 

 账户：621226 0200037953110 

注：本账户适用个人私人账户支付押金，因需退还押金，故汇款用

途请注明设备押金。 

5. 本次赛事的其他相关费用详见后续通知。 

六、保险 

1、赛事组委会统一承担赛事的公共责任险的投保，其中包括赛车

在规定的时间和规定的赛事路线上的第三者责任保险。 

2、人身意外伤害险和医疗急救保险，组织者为所有的参赛车组提

供每人不低于人民币 1000,000 元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和 

300,000 元意外伤害医疗保险。非内地车组须自行附加个人旅游

保险，该保险单需在注册时准备好，并在行政检验时出示。除赛手

外人员保险费赛事组织者将在注册时查验，未缴费者组织者提供

指定保险购买服务。 

3、第三者责任保险和交强险 

   除赛车以外的所有参赛车辆包括临时入境车辆在比赛期间必

须办理第三者责任保险和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第三者保险

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000 元。保险单必须在行政检验时出示。

赛事组织者将在行政检验时提供保险服务。 

七、奖项设置：各组奖项及奖金分配计划详见后续赛事指南。 

八、付款方式 

请将报名费（赛车）通过电汇方式按规定日期汇到如下帐户： 



收款人:新疆环塔汽摩运动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乌鲁木齐市北京南路支行 

收款账号：3002 0195 0902 4550 929 

请将报名费在报名截止日期之前汇到，并通知环塔拉力赛常设秘

书处。 

九、报名方式 

1 、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官方网（www.autosports.org.cn）下

载报名表；环塔拉力赛官方网(www.atr123.com)下载报名表，填妥

后以电子邮件等发送形式报名。 

2、登录环塔拉力赛官方网站 www.atr123.com，点击车手车队报

名页面→注册个人用户信息→点击选择组别→填写报名表→提交

报名表→等待审核→审核通过→报名成功。 

3、传真报名：0991-3678775 

电子邮箱：atr123@atr123.com、1030013865@qq.com; 

电话：010-67134060（中汽摩联） 

联系人：周青扬、移动电话：13810347533 

电话：0991-3678775、0991-3678665（环塔专线） 

联系人：孙杰 、移动电话：15999176978 

请将报名费用、报名表发至环塔公司 

十、补充规则及各类服务信息将在近期上网公布 

 

2023 中国环塔拉力赛秘书处 

2023 年 3 月 8 日 

mailto:atr123@atr12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