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仔细阅读以下信息:
(2019 首届 DCPC 杜卡迪中国超级杯挑战赛以下简称 2019 DCPC)

简介
1．DCPC 简介
2019 杜卡迪中国超级杯挑战赛(DCPC)是杜卡迪面向非职业骑手举办的首届单一品牌赛。
DCPC 将统一为所有参赛车手提供 959 Panigale 作为赛事用车。

1.1 组织方将为参赛车手提供以下服务


1 辆杜卡迪 959 Panigale 赛车的使用，以及赛道装备和全年技术服务



杜卡迪 DRE 驾驶学院赛道培训（2019 年 3 月 30 日至 31 日,宁波赛道）



获取由中国官方认可的参赛资格证书（2019 年 3 月 30 日至 31 日,宁波赛道）



独家杜卡迪赛车装备，包括：



-

头盔

-

骑行皮衣

-

骑行靴子

-

骑行手套

4 场赛事活动，共 8 个回合，每一场赛事活动包括：
-

周六上午：赛道练习

-

周六下午：排位赛

-

周日：2 个赛事回合



年终颁奖典礼



全年比赛活动期间的技术服务



个人比赛技术分析



赛事活动期间的安全和医疗服务



赛事活动期间的现场午餐和茶歇



赛事活动期间的照片和视频



协助预定赛事活动期间的酒店及行程（酒店及行程费用由参赛者自理）

更多详情细节，请查阅以下相关条例
规则及条件
2. 2019 年赛事日程

2019 年 DCPC 杜卡迪中国超级杯挑战赛将设赛道培训，4 站共 8 场比赛，季后试车，
年终颁奖盛典。
初步赛事日程如下：
（以下为暂定的日历，可能会根据具体赛事日程变化而改动）
时间

地点

内容

2019 年 3 月

宁波国际赛车场

DRE 赛道课程&赛事

30 日-31 日
5 月 4-5 日

资格证书培训
珠海赛道

第一回合&第二回合

与 FIA F4&奥迪 R8 杯
赛同场

6 月 15-16 日

珠海赛道

第三回合&第四回合

9 月

上海（暂定）

第五回合&第六回合

10 月 19-20 日

宁波赛道

第七回合&第八回合

10 月

宁波赛道

季后试车

11 月

上海

年终颁奖盛典

与泛珠三角赛车节同场

与 FIA F4 同场

3. 比赛用车
DCPC 将提供杜卡迪 959 Panigale 赛车将作为比赛用车，为每一位 Ducati 爱好者提
供驰骋和挑战的机会。
组织者将为赛车提供赛道装备，不允许其它技术类改装。
每位报名参赛的车主可根据个人喜好设计涂装，并拥有专属号码及个人标示。
（不允许
其它类别改装）

4. 比赛规则
2019 DCPC 采用回合制竞速制度，根据完成固定圈数的时间长短来确定名次顺序。每
个分站包含赛道练习、1 次排位赛和 2 个竞赛回合，每一回合开始时发车位置由排位
赛的结果决定。

2019 DCPC 全年的 8 场赛事回合中，每回合都会产生冠亚季军并按成绩给予个人积分，
DCPC 2019 年度总冠军则由有效积分最高者获得。

5. 参与名额
2019 DCPC 共 16 个参赛名额

6.

报名资格



中国区杜卡迪爱好者



需参与 2019 年 3 月 30 日至 31 日的杜卡迪中国官方 DRE 赛道课程培训并
取得证书



不接受职业或半职业车手，不接受曾经在中国全国性比赛中获得前 5 名，以及在
地方俱乐部性比赛中获得前 3 名的车手

7. 报名方法
1)

全年报名


全年报名费：人民币 13 万元
-

获得包括上述 1.1 所有服务和权益

-

如果 2019 DCPC 参赛者已报名全年活动，但由于个人原因不能参加其中

一场活动，参赛者可邀请一名替代车手代替，但不能获得当站赛事活动的有效积分，
替补车手必须事先得到 2019 DCPC 批准，全年 4 次分站中，只能替代一次。
- 全年报名的参赛者可以在赛事活动之外优先预定车辆进行练习（额外收费）

2)

2019 DCPC 年度报名+ 959 Panigale 赛车购买(优惠价格)


年度报名费+私人专属 959 赛车=人民币 26 万元
-

获得包含上述 1.1 所有服务和权益、一辆全新的私人专属 959 Panigale

赛车所有权，以及两次珠海赛道培训机会
-

私人拥有的 959 Panigale 赛车将会由 2019 DCPC 全权管理，在非比赛

时间可以自由选择进行赛道练习。2019 年赛季结束后可以根据个人需要选择恢复
原厂状态进行日常使用，也可以优惠价格继续报名参加第二年的 DCPC 赛事活动。

3)

单次报名


单次比赛报名费：RMB 3.5 万元/站（两回合）
-

获得所选分站比赛活动中包含的车辆使用和技术支持

-

重要提示:单站报名的参赛者需要以优惠价格购买 2019 DCPC 统一专属

装备(头盔、连体皮衣、赛靴、手套)。同时需要以优惠的价格参加赛车执照培训课
程。单站报名将只能竞争单站冠军，而不能获得有效的全年积分。

凡于 2019 年 3 月之前通过 DCPC 官方微信服务账号完成注册及付款的车手，将获得价
值 1 万元人民币的比赛服务套餐作为礼品。

报名注册平台与联系方式
DCPC 微信公众号：DCPCSport
联系人：于凡
电话：13585756876
邮箱：dcpc2019@sina.com

更多详情及 2019 首届 DCPC 杜卡迪中国超级杯挑战赛报名事宜，请访问
www.ducatichina.cn

8. 关于人员安全和车辆使用


2019 DCPC 将在比赛活动期间提供现场医疗服务，包括专业急救人员、救护

车和应急措施。所有的参赛者需要签署安全责任声明并提交一份医疗报告 (参赛者申
请赛车执照时，同时需要提供一份医院的体检报告)。


安全责任和保险：每一个参赛者都需要签署声明以表明认可赛道驾驶存在危

险性以及有能力承担由此引发的潜在风险和相关责任。


2019 DCPC 将为每一位参赛者购买保险，赛事活动过程中车手发生的人身意

外伤害均纳入此保险范围。



赛事活动中的赛车损失：2019 DCPC 会在每次比赛前提交一份车辆使用确认

书，明确列出车辆各部件的工作状态和价值，如比赛中发生车辆损坏，将按照比赛协
议处理。具体协议规则如下：
-

赛车损失低于人民币 3000 元，由 2019 DCPC 承担

-

赛车损失在人民币 3000 元～20000 元之间，将根据具体金额（包括维

修工时）
，由责任车手确认后向 2019 DCPC 支付。
-

赛车损失在人民币 20000 元以上的部分，由 2019 DCPC 承担。

-

事故最大上限和最小下限将会在一起事故时计算。不能累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