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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赛段 / 发车  北京 - 呼和浩特
第 2 赛段  赛音乌苏 - 巴彦乌苏
第 3 赛段  狼山泡 - 巴拉贡
第 4 赛段  天鹅湖 - 工业园
第 5 赛段  工业园 - 巴彦若日公
中国越野拉力赛的大营
第 6 赛段  温图高勒 - 阿拉腾敖包
第 7 赛段  沙漠博物馆 - 雅布赖镇
第 8 赛段  老黄家 - 雅布赖盐场
大营维修
第 9 赛段  孟根布拉格 - 雅布赖镇
第 10 赛段  沙枣海子 - 铁矿
大营的餐饮文化
第 11 赛段  平山湖 - 高台
第 12 赛段  沙枣园 - 桥湾
媒体中心
第 13 赛段  敦煌
敦煌收车仪式
总成绩
车手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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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中国越野拉力赛将在北京、河北、内蒙古、甘肃举行。我谨代表中国
汽车运动联合会，向各位参赛选手和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
此项赛事是在中国首次举办的跨区域长距离越野赛，对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
的发展必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借此机会，我对赞助商和有关单位的大力
支持，以及组委会所有工作人员的辛勤劳动表示诚挚的感谢！
预祝比赛圆满成功！

中国汽车运动联合会主席 于再清

The 2013 China Grand Rally will start soon from Beijing, go through Hebei, Inner 
Mongolia until Gansu. On behalf of the Federation of Automobile Sports of China, 
I warmly welcome all the participants and guests to the event.
This event is a long-distance cross country rally which is the first edition to be 
held in China. I am sure that it will be a great impetus to the development of 
automobile and motorcycle sports of China. On this occasion,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sincere thanks to the sponsors and relative departments for their 
strong support. My thanks also go to all officials and staff members of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for their hard work.
I sincerely wish the event a great success!

Yu Zaiqing
President of  Federation of Automobile Sports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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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汽车第一大市场和制造大国，中国缺乏享誉国际的汽车赛
事。为此信中利资本集团和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及国家体育总局汽
摩运动管理中心共同携手打造中国越野拉力赛赛事推广平台，力争
创造出中国的国际赛事品牌

As the world’s largest auto market and the manufacturing country, 
China lacks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car races. The promotion 
platform for China Grand Rally, which has been built together by China 
Equity Group, CCTV sports channel and the State Automobile & Motor 
Sports Management Center, strives to create a Chinese brand of 
international event.

信中利资本集团董事长 汪潮涌

Wang Chaoyong
Chairman of China Equity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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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9 月 15 日，对中国赛车历史来说是一个特

殊的日子——中国越野拉力赛（China Grand Rally，简

称 ：CGR）在北京国家体育中心鸟巢前举行了隆重的开

幕仪式。

中国越野拉力赛是在国际汽联注册，列入 2013 年度

国际汽联长距离越野拉力赛第六站的大型国际赛事。该赛

是中国有史以来在境内举办的规模最大的汽车和摩托车越

野赛事，但更令组办者自豪的是，这是一个中国人自主创

办的长距离越野赛事。总行程 5422.69 公里，包括 13 个

比赛路段，总长 2044.24 公里。期间穿越库布齐、腾格

里塔拉、巴丹吉林等沙漠地区。此外，赛事的线路设置还

可以让参赛的中外选手在享受比赛的同时领略到中国中西

部独特的自然风光，特别是沙漠、戈壁、荒原、河道、山

谷等风格迥异的地貌。

中国的中西部地区拥有世界上最为全面的地形地貌资

源，非常适合举办越野拉力赛事，甚至超过了达喀尔的举

办地非洲和南美，中国越野拉力赛的出现无疑是振奋人心

的，它预示着中国将拥有自己的国际最高水准的汽车赛事。

CGR 的多个赛段首次在进行电视直播，每日赛后都

有综合报道，同时也利用全媒体平台共同打造高端品牌

赛事。 

中国大越野赛事组委会特邀前达喀尔拉力赛组委会主

席胡伯特·奥利奥尔担任赛事总监。来自国内外的数十个

车队、200 多名车手和 100 多辆赛车、摩托车以及近百

家的媒体 2500 人参与本次比赛。

经过 15 天的比赛，赛车和车手都经受了极大的挑战，

最终只有出发时的一半车手抵达终点敦煌。阿根廷的帕斯

库尔·帕布洛·奥斯卡和中国车手周勇分别取得摩托车和

赛车组总冠军。金城车队和长城车队如愿分别夺走摩托车

和汽车组总冠军。

首届中国越野拉力赛开启了漫漫征程，它寄托着中国

赛车人的梦想，尽管现在还很稚嫩，但未来将是中国进入

世界越野拉力车坛的突破口。

中国越野拉力赛是由国家体育总局汽摩运动管理中

心、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信中利资本集团主办，中视体

育娱乐有限公司、中视环球汽车赛事管理有限公司承办。

September 15th 2013 is a special day in the history of China 

motorsports-China Grand Rally (CGR) has been launched at 

Beijing Bird’s Nest National Sport Center.

China Grand Rally registered by FIA, has been listed in the 

sixth station of the 2013 International large long-distance 

cross-country rally event.CGR is the largest scale auto 

and motor cycle racing which has been hold in the Chinese 

domestic, the more proud thing is that CGR as the long-

distance racing is also independently hold by Chinese people. 

The total racing course is 5422.69 km, includes 13 stages 

which is 2044.24 km. The arrangement of the racing route 

let both Chinese and oversea racers enjoy the competition 

itself and even more the western magnificent natural scenery, 

especially for the variety landform, such as desert, gobi, 

wasteland, river, valley, etc.

The western of China owns the most complete landform 

source all over the world, which is perfect to hold the rally 

event, even better than Africa and South America where is 

the venue of Dakar. The presence of China Grand Rally is 

encouraged, and it indicates that China will own the highest 

international level auto competition.

Some of the stage of CGR is the first time to live broadcast 

on TV, daily report after the competition in the each day, at 

the same time the multi-media has been used to promote this 

high-end brand event.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China Grand Rally invited 

Hubert Auriol, who was Chairman of the Dakar Organizing 

Committee during 1995—2003, as CGR race director. 

Dozens of competition teams, more than 200 racers from 

home and abroad, over 100 vehicles, and almost near 2500 

journalists of hundred media joined the 2013 China Grand 

Rally.

During the 15-competition days, vehicles and racers 

sustained huge challenges, finally there was half of them 

arrived Dunhuang where is the end of the racing. Pascual 

Pablo Oscar who comes from Argentina and Zhou Yong who 

comes from China is the winer of Motorcycle Group and Auto 

Group.

The first CGR is the start of a long road, it drives the dream 

of Chinese motorsport people, although it is still pretty young, 

but it will be the breakthrough of the world rally racing where 

China could enter through.

China Grand Rally was jointly sponsored by Automobile & 

Motor Sports Management Center of the State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Sports, CCTV Sports Channel and 

ChinaEquity Group and undertaken by CCTV Sports & 

Entertainment Co., Ltd and China Grand Rally Auto Racing 

Management Co., Ltd.

2013 中国越野拉力赛成功举办 2013 China Grand Rally has been successfully hold
中国首创大越野 First China Grand R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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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赛段

北京 - 呼和浩特 
行驶路段：500.88 公里

2013.9.15

张家口

集宁

呼和浩特

北京

2013 年 9 月 15 日，中国越野拉力赛的发
车仪式在北京鸟巢体育场外举行，共有 9 辆
摩托车、3 辆 ATV、79 辆赛车、3 辆卡车
赛车参加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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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大军在静静地等待出发

中国汽联主席于再清（左四）、国家体育总局汽摩中心主任韦迪 ( 右四）、国家体育总局汽摩中心党委书记詹国君（左三）和信中利投资公司 CEO 汪潮涌（右三）及比赛沿途的市、旗领导启动了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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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加入图字，加上
图片说明文字

北京车手周勇是参加国际越野赛事最多的车手，在本次比赛中他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福田车队是参加中国越野拉力赛的厂商队之一，他们的主力车手有马淼和江惠坚

驾驶 111 号尼桑赛车的车手是内蒙古著名车手刘昆，他的领航是有“金牌领航”之称的廖岷

为了更好地与国际接轨，中国越野拉力赛组委会聘请前达喀尔赛事经理、法国人胡 - 奥里奥
尔（左）担任赛事主管

中国大越野也吸引了很多国内的越野俱乐部的参与于再清为驾驶 3 号摩托车的新疆车手周田发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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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车王”魏红杰为参加中国越野拉力赛，放弃了参赛多年的 CRC

宝马为中国越野拉力赛提供工作用车

CCTV 体育频道著名主持人沙桐这次变成了车手身份，他将驾驶依维
柯赛车参加 T2 组比赛。看的出来，他也是相当兴奋

驾驶 108 号赛车通过发车
台的是长城车队的周勇和
领航员潘宏宇。他们的目
标只有一个：夺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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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 149 号赛车的是赛手金建云，他的领航是李鲲鹏

佳通轮胎车队首次将江淮的产品推向越野赛场

国家体育总局汽摩中心副主席陈学众此刻非常轻松，但未来的比赛中他将非常忙碌

组委会的同行们来个大合照吧！举办这么大
规模的越野赛事在中国是第一次，不可预知
的困难还在后面呢 很有特色的鼓乐表演

在开幕式上表演的林业大学的学生非常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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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车队聘用的葡萄牙车手索萨是本次夺冠的大热门车手，没有之一

来自内蒙古艺术团的表演很快把观众的情绪调到草原和沙漠中去了

能让我开下嘛？ ATV 赛车的出现引起很多观众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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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车手全家福。这是全体参赛车手在北京汽联基
地大营的合影，但他们不会全都抵达终点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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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 160 号赛车的赵奇宇和王少伟进入了河道首次举办的中国越野拉力赛吸引了不少沿途观众

烤肉串！内蒙古的味道越来越浓了从北京到呼和浩特是行驶赛段，也是本次比赛最轻松的一个赛段

第2赛段

第 2 赛段摩托组 阶段排名表

阶段排名 车号 车手

1 11 胡爱东

2 3 周田

3 1 帕布诺

4 2 苏文敏

5 7 张敏

第 2 赛段 阶段排名表

阶段排名 车号 车手 领航

1 108 周勇 潘宏宇

2 111 刘昆 廖岷

3 114
Harley Lewis 

Letner
Donald Wayne 

Gehnert

4 107 韩魏 陈峰

5 139 汪海 赵向前

赛音乌苏 - 巴彦乌苏 
行驶路段：20.99 公里
特殊赛段：57.52 公里
行驶路段：86.01 公里

当天总里程：164.52 公里

赛音乌苏

独贵塔拉

巴彦乌苏

起点终点

2013.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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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萨在第 2 赛段的成绩并不是第一，他损失了 8 分钟，但未来的比赛还长着呐 孔雀开屏。133 号在河滩赛道比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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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 161 号赛车的是山西车手王华和领航李辉

日产途乐 Y60 不怒自威
119 号陆学斌的赛车是一辆三菱 V78

全地形车，无雨刮，风吹雨打最是辛苦的迪马克轮胎车队的车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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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熊猫车队的三菱钢管赛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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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通轮胎车队的韩魏和领航员陈峰进入第二赛段，他们驾驶的是尼桑 Navra 赛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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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号赛车上演惊天大翻车，但车手赵永国和领航邹晓松都安然无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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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号赛车（高海飞 / 刘昊）刚进入赛段不久就陷车了

168 号北京酷车时代车队的李锦涛和孙凯遇到了麻烦

175 号陈志宇的赛车也陷车，但很快可以脱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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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越野名将黄凤革这次成为刘彦贵的领航，他们的座驾是三菱钢管车，同样来自成都熊猫车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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