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HTC Hainan Handbook Welcome
We are very inspired to host your team in the 4th annual BMW Hood To Coast Hainan Relay! A big thank 
you to BMW, with their long standing commitment as title partner of the Mother of All Relays in China, as it 
ties in beautifully in their mission with HTC Hainan in the constant pursuit of healthy living and adventure! 
Your team will certainly make amazing memories together, have fun, challenge, and adventure, along 
this well supported race course thanks to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Starz Sports 
organizers. 
We will hold the 41st annual Hood To Coast Relay again in Oregon next August, with your fellow HTC 
runners in mind and spirit, crossing over rugged emerald forests, through cities and along rivers, being 
motivated by encouraging teammates, making it to the Finish Party on the beach. We hope you and 
your teammates also enjoy these moments of scenic beauty along the race course with the HTC Hainan 
race experience. Embrace the journey. My family and I will see you next year in person. In the meantime, 
embrace the spirit of the Mother of All Relays for us all in Hainan!

WELCOME TO THE 
MOTHER OF ALL RELAYS

BMW 越山向海人车接力海南年终巅峰赛，自 2019 年起已连续三年成功在海南举办。赛事自举办以来，每年都吸引

众多来自岛外不同城市的跑者共同用汗水、热爱与欢呼向过去的一年告别，迎接新一年的挑战。运动员们在享受奔

跑乐趣的同时，享受海南的碧海蓝天，品尝海岛特色美食，体验海南特有的海岛休闲度假方式。

BMW 越山向海人车接力海南年终巅峰赛这项中国跑圈极具口碑的特色赛事在海南的举办，不仅促进了海南省全民健

身运动的发展，更为海南打造水上运动天堂，促进海南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建设和体育旅游消费，助力海南自贸港

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022 年 12 月 3 日，BMW 越山向海人车接力海南年终巅峰赛又将在海南再度起跑。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将

联合赛事途经的文昌、琼海、万宁三座城市的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全力在治安、交通、医疗、卫生等各方面为赛

事活动提供完善的综合保障。

12 月，欢迎岛内外热爱运动的朋友再次相聚海南，用奔跑的方式感受海南优美的自然风光和淳朴的风土人情。衷心

地祝愿各位参赛运动员在海南尽情奔跑，超越自我，再创辉煌！

海南省旅游和广电体育厅

2022 年末， BMW 越山向海人车接力海南年终巅峰赛如约而至。我们即将从航天之城文昌出发，跑过风光旖旎的琼

海博鳌，抵达冲浪之城万宁。

More Than Running，无论是即将踏上的这条长长的赛道，还是即将过去的这努力的一年，都值得再一次一起跑过，

给予彼此鼓励与力量。我将和美丽海南的白色沙滩、中国最美的日落一起在终点等待着携手冲线的你们！

12 月 3 日，海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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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说明： 
简单（E）：Easy     中等（M）：Medium      难（H）：Hard     极难（VH）：Very Hard       无（NA）：Not Available

赛道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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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队携带至少反光背心 2 件、头（胸）灯 2 个、软水袋 2 个以上（非一次性水壶 / 水袋 250ml 以上）至检录区；

2. 全队出示防疫手环，并提供号身份证或驾照核验身份信息；

3. 核验通过后全部队员佩戴参赛手环、领取参赛臂包 1个、计时芯片 1个、定位器 2个（车载 *1 选手 *1），选手

号码布及车贴；

4. 选手检查队伍的计时芯片和定位器是否装入参赛臂包，另外一台定位器放入参赛车辆内。（到达终点后切记归还

组委会）

1. 组委会根据预估完赛时间安排起跑顺序，起跑时间以组委会最终公布为准；

2. 穿着反光背心时间：早 00:00-07:00，晚 17:30-24:00。未在规定时间内穿着反光背心及佩戴头 ( 胸 ) 灯者，不得

进入赛道。如遇突发天气情况，请听从组委会统一安排。

3.每个赛段接力的选手必须携带满水非一次性使用水壶（袋）才可进行接力。

4. 建议携带手机及保暖衣物。

1. 车辆高度不超过 2.2 米，长度不超过 6 米。

2. 不允许使用房车、卡车、皮卡、巴士、摩托车或超过 6 米的加长轿车。

3. 禁止除 BMW 以外的一切德系豪华品牌轿车驶入赛道，如奥迪、奔驰。

4. 除企业队、赞助商队外，禁止参赛车辆在车身涂装违反赛事商务规则的企业名称及 Logo；

5. 所有参赛队伍赛道内禁止使用航拍无人机；

6. 比赛过程中，禁止双耳佩戴入耳式耳机或使用头戴式耳机，允许单耳佩戴入耳式耳机或佩戴开放双耳聆听的耳机；

7. 接力点交接时，请务必将参赛臂包交接给下一棒选手，若未交接参赛臂包，将会影响赛事成绩；

8. 赛道为非封闭道路，还请车辆依照交通规则行驶，选手按规定路线指示奔跑，密切留意赛道周边路况

9. 参赛选手及车辆若遇到红绿灯，请务必按照红绿灯指示前行，严禁闯红灯等行为；

10. 夜间行驶时，如有会车情况或临近接力点，请驾驶员关闭远光灯；

11. 由于参赛选手较多，接力点附近会发生拥堵，请选手在车上保持耐心，切勿随意超车、鸣笛、逆行；看到参赛选

手时，请避让。

1. 请参赛选手务必归还组委会发放的定位器 ( 车载及选手 )，用以换取完赛奖牌。请妥善保管，丢失或损坏将会影响

参赛成绩，并按照原价赔偿该物品。价格：定位器 500 元 / 台；

2. 终点将有大型庆祝活动和各类餐饮，欢迎跑友后援团先行前往，在终点区域娱乐、休息。

重要须知
检录

起跑

赛中

赛 后

第一反应医疗紧急联系电话：18917769919      拖车应急电话：18876006680
本赛事为全程“自补给，自导航”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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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须知

挑战组（CHALLENGE）：由 5 名选手和一辆机动车组成。最终成绩在显示整体排名外还将根据年龄、性别另外显示

排名，组别划分条件如下：

1. 后浪组（UND30）：队伍成员平均年龄在 30 岁以下；

2. 前浪组（ABO50）：队伍成员平均年龄在 50 岁以上；

3. 男子组（ALLMALE）：队伍成员全部为男性；

4. 女子组（ALLFEMALE）：队伍成员全部为女性；

5. 混合组（MIX）- 队伍构成不满足以上任意条件，自动并入混合组。

参赛组别

参赛车辆要求

强制装备

号码布

计时管理

1. 所有参赛车辆均为参赛选手自备，赛事组委会不提供参赛车辆；

2. 不允许使用房车、卡车、皮卡、巴士、摩托车、或高度不超过 2.2 米，长度超过 6 米的加长轿车；

3. 禁止除 BMW 以外的一切德系豪华品牌轿车驶入赛道─如奥迪、奔驰；

4. 除企业队、赞助商队外，禁止参赛车辆在车身涂装违反赛事商务规则的企业名称及 Logo；

5. 参赛车辆必须将参赛车贴置于前、后挡风玻璃不影响安全驾驶的区域内；

6. 参赛车辆必须拥有国家法律规定的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险等车辆保险；

7. 参赛车辆必须携带车辆三脚警示牌及灭火器。

违反上述规定的队伍，将不被允许进入比赛赛道。

1. 每队至少：两套反光背心、两支头或胸灯、两个非一次性水壶 / 水袋。

2. 反光背心及头（胸）灯强制穿戴时间早 00:00–07:00, 晚 17:30–24:00，组委会还将根据比赛当日天气状况动态更

新强装穿戴时间。水壶 / 水袋需全程携带。

挑战组：采用分批次发枪办法。每批次 25 支队伍，每 20 分

钟一批次。

1. 参赛选手必须将号码布需佩戴于身前明显位置，正面在前。

2. 参赛选手号码布全程必须一致且对应，禁止转借、交换，

否则发生一切事故，由原号码布持有者负责。

3. 如号码布丢失或损毁，则该选手不能继续参赛。

1. 不得遮盖、折叠、涂改或粘贴其他物品。

2. 未佩戴号码布的选手无权进入接力区。

3. 赛事采用芯片计时办法。挑战组每队将领取参赛臂包一个（内含计时芯片 1 个、人员定位器 1 台）以及车辆定位器 1 台。

4. 参赛选手需全程佩戴臂包。车辆定位器须置于参赛车辆中。

参赛臂包 计时芯片 定位器

竞赛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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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方式 完赛奖励
完赛奖励

团队奖项

赛段奖项

颁奖

1. 规定时间内完赛队伍均可领取完赛奖牌，持人员、车辆定

位器前往终点指定区域领取（如定位器丢失，需按定价 500

元 / 台进行赔偿）。

2. 完 赛 实 时 成 绩 可 于“ 众 辉 致 跑” 微 信 公 众 号 内 链 接 查

询，最终核实成绩将于 5 个工作日后公布，公布后官方网站

http://www.hoodtocoast.cn 下载完赛证书。

挑战组整体排名第一的队伍（不分组别）将获得一个 2023 年美国俄勒冈州举办的 Hood to Coast 赛事免费直通名

额（12 人）。获得第二名和第三名的队伍将获得 2023 年美国俄勒冈州举办的 Hood to Coast 赛事半价名额。

暗夜行者：完成起点 -EX1 的选手将会获得“暗夜行者”奖牌。

日行千里：完成 EX1-EX2 的选手将会获得“日行千里”奖牌。

终点处为获奖队伍设置颁奖仪式，若前三名在颁奖后，被发现有违规行为，组委会有权取消该队伍名次，并发布公告。

1. 选手到达接力点完成打卡后，将参赛臂包传递给下一棒选手，下一棒选手出发视为完成接力。

2. 参赛选手不允许连续跑 2 个及以上的赛段。

3. 选手以赛段为单位接力，必须在接力区域内完成接力，不可以在其他区域交接。

4. 选手如在比赛中偏离赛道，须跑回赛道重新比赛。

5. 如选手因身体原因不能到达接力点，请及时联系工作人员乘车前往接力点，下一位选手在接力点完成接力后        

再出发，剩下的选手按原定次序继续完成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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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规与处罚

出现以下行为罚时 1小时：

1. 车辆超速、陪跑、阻挡后方车辆。

2. 选手未在规定时间穿戴强制装备。

3. 佩戴双耳入耳式耳机或头戴耳机。

4. 晚 22:00 后至早 06:30 使用外置音响、扩音器等公放设备。

以下犯规行为罚时 2小时：

1. 比赛过程中，参赛选手未按规定线路跑步或任何一个赛段未打卡。

2. 比赛过程中任何原因换人。（因伤或其他任何原因）

3. 赛道内随意停车，阻碍比赛进行。

4. 未按规定时间批次起跑。

5. 预计用时与实际用时误差超过 90 分钟到达终点。

6. 未能在打卡点关门时间前抵达。

7. 车辆行驶中通过车窗递送水或其他补给物资。

以下犯规行为取消队伍参赛成绩：

1. 提交虚假或篡改过的审核资料。

2. 参赛车辆恶意干扰其他选手及车辆。

3. 由他人代跑，或在赛段行进途中使用助力工具。（包括但不限于汽车、自行车、人力三轮、滑板、轮滑鞋等）

4. 赛道内任何区域吸烟、饮酒、破坏公共设施及自然环境。

5. 危害赛道安全、危害其他选手人身安全。

6. 与赛事组委会工作人员发生冲突。

7. 携带 15 岁以下未成年、携带宠物。

8. 经提醒后扔未正确佩戴号码布。

9. 经提醒后扔未正确粘贴车辆号码贴。

10. 超出 120 分钟开关门时间的。

再次发生（1）和（2）中犯规行为。

11. 如参赛车辆违规张贴违反赛事商务规则或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符号、标识，需清除违规标识，否则车辆禁止驶入

赛道，情节严重者将被取消参赛资格。

以上所有违规行为（罚时及取消资格），将依据组委会工作人员、裁判、志愿者和后台数据
的记录作为判罚依据或其他队伍成员提供明显违规“图片、视频”2次，所有举证材料都应
通过官方要求渠道发送，否则将被视为无效举证。

犯规与处罚
1. 参赛队伍可在赛事结束后 24 小时内通过官方邮箱 h2czuweihui@starzsports.cn 对违规行为进行举证。

2. 举证内容需为有效的影像或图像资料。

3. 接到处罚通知的队伍，如对处罚有异议，可在 24 小时内通过官方邮箱进行申诉。

4. 超出有效时间内的举证或申诉，将不被受理。

5. 举证及申诉均需通过官方要求的渠道发送，其他渠道将不被受理。

1. 参赛选手和助威团成员请勿在赛道和其他比赛区域随意丢弃垃圾，须在起终点、接力点使用组委会指定的垃圾箱

或回收箱。

2. 组委会在起点、终点和接力点设有公共卫生间，其他地点的常设卫生间可能会收取费用。

3. 违反环境保护规则者，破坏自然环境，按当地环境保护法规予以处罚；情节严重者，取消比赛资格。

所有违规行为（罚时及取消资格），将依据组委会工作人员、裁判、志愿者和后台数据的记录作为判罚依据或其他

队伍成员提供明显违规“图片、视频”，所有举证材料都应通过官方要求渠道发送，否则将被视为无效举证。

组委会联系信息：

客服微信：zhzp9999

电子邮箱：htczuweihui@starzsports.cn

官方网站：http://www.hoodtocoast.cn

官方微信公众账号：众辉致跑

仲裁委员会主要用于公正、高效地解决 Hood to Coast China 相关活动出现的违规问题和队伍纠纷。仲裁委员会成

员有权对违规队伍、队员进行符合赛事规定的判罚。若参赛期间对工作人员、裁判的判罚不满意，也可向仲裁委员

会提起申诉。

Felicia Hubber               President of Hood to Coast

谢秋雄             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群众体育处处长

陆    浩             众辉体育董事长

李    璐             众辉致跑总经理

仲裁委员会

犯规与处罚

环境保护

举证与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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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惊喜活动重磅来袭！

起点拍照打卡，并带 #王府井国际免税港# 话题，
将合影发布在小红书、抖音、微信等平台，

同时成为王府井免税会员，
即可免费领取千元购物礼包！

终点展区还有更多硬核潮酷活动等你体验！

王府井国际免税港是王府井集团首个离岛免税旗舰店，承接着集团六十余年零售行业
经验，深度结合海南万宁当地特色旅游优势，开拓“旅游+购物”特色免税业务战略布局，
打造独具特色的离岛免税旅游零售新物种。未来，项目还将开设海南首个汽车电影院，
与知名体育赛事、厂牌音乐节、公益环保组织等机构保持合作，为消费者提供更加舒适
便捷、逸趣横生的离岛免税购物旅游新体验。

扫码抢先加入
王府井免税会员

扫码关注公众号获取更多活动详情
*具体活动以现场执行为准，现金券详细使用规则以门店告示为准。

*地图搜索“王府井悦舞小镇”直达购物



参赛选手须知
每支参赛队伍须在报名中指定一名队长，需负责：

1. 安排团队接力顺序，出发时检查选手是否佩戴接力臂包及非一次性水壶（袋），每段确认队友交接参赛臂包，规

定时间内需佩戴反光背心及头 ( 胸 ) 灯。

2. 在赛前组织队员一起制定详细的比赛计划，根据每位成员的能力及不同赛段的难度分配。

3. 当自己的队员遇到紧急状况时，请配合组委会工作人员做好应急处置。

4. 在出发前清点和检查物资，特别是反光背心、头 ( 胸 ) 灯、非一次性水壶（袋）、电池、手机、保暖衣物和急救包

等安全装备。

1. 应遵守赛事规则，听从裁判指令，服从现场志愿者安排，保障赛事顺利进行；遵守接力区管理规定，保护赛场环境，

文明参赛。

2. 由于比赛时间较长，请您在参赛车辆上准备充足的食物及水源补给，途中设有少量的赞助商补给点。组委会会在

起点为每支队伍配发饮用水，建议您按组委会的规定携带必要装备，注意饮食与休息，合理分配体能。运动前建议

合理饮食，适量补充碳水化合物、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少吃油腻辛辣食物。

3. 选手起跑后，请注意路侧指示牌，按规定线路进行跑步，并小心沟渠及树上的椰子。

4. 海南当地白天温度较高，且会有突然降雨的可能，请做好相应的防雨措施及准备相应衣物。

5. 请携带充电宝、车载充电器。确保手机电量充足，突发状况能与队友或组委会保持联系。

6. 请您注意赛道提示、警告标志和接力点指示，避免跑错路线。如果您偏离赛道，那么必须回到错误点上重新开始

沿赛道行进，这将浪费您大量的时间与体力。

7. 参赛选手须按规则完成“参赛臂包”的交接，如未在接力点交接，将被视为犯规；如因个人原因未能到达接力点，

且没有通知组委会工作人员，视为自动退赛。

8. 请各参赛队在起跑前给车辆加满汽油或充满电，若途中进行加油或充电可能会影响队伍成绩。

9. 晚 17:30 至早 07:00，所有在赛道上的选手必须佩戴反光背心、头 ( 胸 ) 灯。请提前预估时间，若您在傍晚接棒且

超过 17:30 后才能完成您的赛段，请提前穿戴好反光背心及头（胸）灯再出发。

10. 每个赛段接力的选手必须携带满水非一次性水壶（袋）才可进行接力。

11. 请携带常规医疗箱，以便应对参赛选手身体不适、意外受伤等情况 ( 服用药物后，请不要驾车 )。

12. 建议起源组队伍携带帐篷、睡袋等工具，在长时间等待两车互换时可以在接力区搭建帐篷休息。

13. 防晒霜、驱蚊剂，赛道日间日照比较强烈，请涂抹防晒霜以防晒伤；夜间蚊虫较多，请喷好驱蚊剂预防蚊虫叮咬。

14. 哨子，建议您在比赛途中随身携带哨子，如遇意外及时吹响，以便组委会及时提供支援，但切不可以随意鸣哨。

15. 一定的现金，方便您用于支付起点、终点的物资采买、餐饮、住宿及汽油等费用。

参赛队长的工作

竞赛装备和补给

1. 车辆高度不超过 2.2 米，长度不超过 6 米；

2. 不允许使用房车、卡车、皮卡、巴士、摩托车或长度不超过 6 米加长轿车；

3. 禁止除 BMW 以外一切德系豪华品牌轿车驶入赛道，如奥迪、奔驰 ( 建议大家驾驶 SUV 或 MPV 参加比赛 )；

4. 每支队伍只允许有 1 辆参赛汽车，参赛队伍应将组委会发放的车贴置于前、后挡风玻璃区域内，便于工作人员识

别车辆，未贴参赛标识或车辆标识丢失视为弃权；

5. 组委会鼓励选手对自己的车辆进行涂装，但车身上的装饰不可以出现性别歧视、猥亵并带有挑衅等不文明的内容

或者其他攻击性语言，及其它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标语、标识，一经发现，组委会有权取消比赛资格；

6. 所有参赛车辆均应拥有国家法律所规定的交强险和第三责任险等车辆保险；

7. 所有参赛车辆需携带车辆三脚架以及灭火器。

1. 所有参赛车辆应按道路规定行驶，并遵守当地交通标识的规定，进入无标识道路应沿道路右侧行驶，看到选手时

请靠左避让并减速慢行，严令禁止闯红灯等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为。

2. 参赛车辆必须按规定时间出发，不得在赛道中停车影响后方行驶车辆，夜间及城区道路请小心驾驶。

3. 车辆不得驶入接力区域，在接力点等待的过程中听从安保、志愿者的指挥，将车停在指定区域内，禁止插队、阻

挡后方车辆，一经发现此类行为，将受到罚时处罚。当完成接力，上一棒选手上车后，队伍车辆需要从指定的出口

进入赛道，驶到下一个接力点。( 部份赛段，将由志愿者逐辆放行 )

4. 赛道属不完全封闭道路，请您留意社会车辆以及行人，不得阻挡或干扰比赛选手的行进，不得连续鸣笛。如遇选

手在赛道中超越其他选手时需减速，等选手超越完后再加速前进。

5. 比赛过程中，若出现陪跑影响赛道交通，组委会将对该队伍进行罚时处罚，若不听警告继续陪跑，将取消比赛资格。

( 详见处罚规则 )

6. 车辆停靠在指定区域后，车上必须保留一名队员并将两名驾车队员的电话置于挡风玻璃内，并听从工作人员指挥

移动车辆。

7. 文明使用远光灯，如有会车情况或临近接力点，请驾驶人员关闭远光灯

8. 如果您的车辆出现故障不能正常行驶时，请将车辆停放在安全区域内，并开启故障灯、放置三角架提示。

参赛车辆必须服从赛事组委会工作人员的指挥，一切违反交通法规的车辆，均由驾驶者自行承担。如出现参赛车辆

之间的交通事故，请您联系：122

参赛车辆须知
参赛车辆

车辆行驶和停放

交通责任与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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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点 : 铜鼓岭景区

提示：
选手抵达起点后，请听从安保、工作人员的指挥依照指示在规定停车区域内停放车辆。记住所停放位置及出发时间，

建议不要随意移动车辆。

检录时间：12 月 2 日 20:30—12 月 3 日 4:00
检录步骤：
1. 全队携带至少反光背心 *2、头（胸）灯 *2、软水袋 *2 以上（非一次性水壶 / 水袋 250ml）至检录区；

2. 全队出示防疫手环，并提供号码布编号、身份证或驾照核验身份信息 ;

3. 核验通过后佩戴参赛手环、领取参赛臂包 *1 计时芯片 *1 定位器 *2（车载 *1 选手 *1）；

4. 请选手检查队伍的计时芯片和定位器是否装入参赛臂包，提示另外一台定位器放入赛事用车前风挡。

START
难度水平：简单

赛段长度：9.7 km

累计完成：9.7 km

累计上升：64 m

累计下降：52 m

驾驶提示 :
遵守交通规则，禁止闯红灯等行为。留意选手及社会
车辆，如遇会车情况或临近接力点时，请减速慢行。
此接力点停车较复杂，请注意道路两侧指示物，听从
工作人员指挥。

选手提示 :
早 06:00 之前选手必须穿戴反光背心及头 ( 胸 ) 灯，靠
辅道行进，部分赛道靠左侧行进，遵守交通指示与工
作人员引导，遇路口时请留意来往车辆与行人，注意
指示物。

本路段经过较大十字路口，还请选手按照交通规则穿
过路口，特别注意过往车辆。

交通状况 :
所有车辆均需按照当地限速要求行驶，请务必遵守交
通规则，注意行车安全，经过城镇减速慢行。

开门时间：0:15 am      关门时间：5:30 am

铜鼓岭景区—文昌航天科普中心赛道详情LE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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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水平：极难

赛段长度：15.8 km

累计完成：25.5 km

累计上升：39 m

累计下降：58 m

驾驶提示 :
遵守交通规则，禁止闯红灯等行为。当地限速要求行驶，
道路两侧有较多村庄出入口，留意村民及社会车辆，
如遇会车情况或临近接力点时，请减速慢行。

选手提示 :
早 06:00 之前选手必须穿戴反光背心及头 ( 胸 ) 灯，靠
辅道行进，遵守交通指示与工作人员引导，遇路口时
请留意来往车辆与行人，注意标识。

交通状况 :
所有车辆均需按照当地限速要求行驶，请务必遵守交
通规则，注意行车安全，村落路口处减速慢行。车辆
到达接力点后听从工作人员指挥靠道路右侧停车。

开门时间：1:30 am      关门时间：5:50 am

文昌航天科普中心—海南椰雕文化博览园赛道详情LEG2

难度水平：中等

赛段长度：12.5 km

累计完成：38 km

累计上升：82 m

累计下降：64 m

驾驶提示 :
遵守交通规则，禁止闯红灯等行为。当地限速要求行驶，
道路两侧有较多村庄出入口，留意村民及社会车辆，
如遇会车情况或临近接力点时，请减速慢行。

选手提示 :
早 06:00 之前选手必须穿戴反光背心及头 ( 胸 ) 灯，靠
辅道行进，城镇路段优先选着人行道行进，遵守交通
指示与工作人员引导，遇路口时请留意来往车辆与行
人，注意标识。

交通状况 :
所有车辆均需按照当地限速要求行驶，请务必遵守交
通规则，注意行车安全，村落路口处减速慢行。

本路段经过施工桥面和较大十字路口，还请选手按照
交通规则穿过路口，特别注意过往车辆。

开门时间：3:15 am      关门时间：6:30 am

海南椰雕文化博览园—航天现代城赛道详情LEG3

冠名接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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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水平：极难

赛段长度：15.5 km

累计完成：53.5 km

累计上升：82 m

累计下降：94 m

驾驶提示 :
遵守交通规则，禁止闯红灯等行为。当地限速要求行驶，
本路段会穿越城镇，有较多道路出入口，注意过往车辆。
如遇会车情况或临近接力点时，请减速慢行。

选手提示 :
早 06:00 之前选手必须穿戴反光背心及头 ( 胸 ) 灯，选
手靠道路右侧行进，遵守交通指示与工作人员引导，
本路段会穿越城镇，遇路口时请留意来往车辆与行人，
注意标识。

靠辅道行进，城镇路段优先选择人行道进行，遵守交
通指示与工作人员引导，遇路口时请留意来往车辆与
行人，注意标识。

交通状况 :
所有车辆均需按照当地限速要求行驶，请务必遵守交
通规则，注意行车安全，村落路口处减速慢行。

开门时间：4:45 am      关门时间：8:00 am

航天现代城—会文佛珠市场赛道详情LEG4

难度水平：简单

赛段长度：7.3 km

累计完成：60.8 km

累计上升：18 m

累计下降：27 m

选手提示 :
靠辅道行进，城镇路段优先选择人行道行进，遵守交
通指示与工作人员引导，遇路口时请留意来往车辆与
行人，注意标识。

交通状况 :
所有车辆均需按照当地限速要求行驶，请务必遵守交
通规则，注意行车安全，村落路口处减速慢行。

开门时间：5:30 am      关门时间：8:50 am

会文佛珠市场—冯家湾旅游区赛道详情LEG5

驾驶提示 :
遵守交通规则，禁止闯红灯等行为。当地限速要求行驶，
本路段会穿越城镇，有较多道路出入口，注意过往车辆。
如遇会车情况或临近接力点时，请减速慢行。

saucony 冠名接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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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水平：简单

赛段长度：7.7 km

累计完成：68.5 km

累计上升：31 m

累计下降：16 m

驾驶提示 :
遵守交通规则，禁止闯红灯等行为。当地限速要求行驶，
本路段会穿越城镇，有较多道路出入口，注意过往车辆。
如遇会车情况或临近接力点时，请减速慢行。

选手提示 :
靠辅道行进，城镇路段优先选择人行道进行，遵守交
通指示与工作人员引导，遇路口时请留意来往车辆与
行人，注意标识。

交通状况 :
所有车辆均需按照当地限速要求行驶，请务必遵守交
通规则，注意行车安全，村落路口处减速慢行。车辆
到达接力点后听从工作人员指挥有序进出停车场。

开门时间：6:00 am      关门时间：9:45 am

冯家湾旅游区—无名砂石厂赛道详情LEG6

难度水平：简单

赛段长度：8.0 km

累计完成：76.5 km

累计上升：51 m

累计下降：46 m

选手提示 :
靠辅道行进，城镇路段优先选择人行道进行，遵守交
通指示与工作人员引导，遇路口时请留意来往车辆与
行人，注意标识。

交通状况 :
所有车辆均需按照当地限速要求行驶，请务必遵守交
通规则，注意行车安全，村落路口处减速慢行。

本路段经过较复杂路口，还请选手特别道路两侧指示
物，以免跑错路线！

开门时间：6:45 am      关门时间：11:15 am

无名砂石厂—长坡镇多异小学赛道详情LEG7

驾驶提示 :
遵守交通规则，禁止闯红灯等行为。当地限速要求行驶，
本路段会穿越城镇，有较多道路出入口，注意过往车辆。
如遇会车情况或临近接力点时，请减速慢行。本路段
经过较复杂路口，还请驾驶人员特别留意道路两侧指
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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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水平：难

赛段长度：11.3 km

累计完成：87.8 km

累计上升：47 m

累计下降：61 m

驾驶提示 :
遵守交通规则，禁止闯红灯等行为。当地限速要求行驶，
道路两侧有较多村庄出入口，留意村民及社会车辆，
如遇会车情况或临近接力点时，请减速慢行。

选手提示 :
靠辅道行进，遵守交通指示与工作人员引导，遇路口
时请留意来往车辆与行人，注意标识。

交通状况 :
所有车辆均需按照当地限速要求行驶，请务必遵守交
通规则，注意行车安全，村落路口处减速慢行。接力
点在城区，车辆到达接力点后听从工作人员指挥有序
进出停车场。

开门时间：7:50 am      关门时间：12:30 pm

长坡镇多异小学—潭门镇公共停车场赛道详情LEG8

难度水平：难

赛段长度：11.3 km

累计完成：99.1 km

累计上升：39 m

累计下降：47 m

选手提示 :
靠辅道行进，城镇路段优先选择人行道进行，遵守交
通指示与工作人员引导，遇路口时请留意来往车辆与
行人，本路段经过人车分流路口，还请注意标识。
本路段经过人车分流路段，还请选手特别留意道路两
侧指示物，以免跑错路线！

交通状况 :
所有车辆均需按照当地限速要求行驶，请务必遵守交
通规则，注意行车安全，村落路口处减速慢行。

开门时间：9:10 am      关门时间：13:45 pm

潭门镇公共停车场—博鳌亚洲风情广场赛道详情LEG9

驾驶提示 :
遵守交通规则，禁止闯红灯等行为。当地限速要求行
驶，本路段会穿越城镇，有较多道路出入口，注意过
往车辆。如遇会车情况或临近接力点时，请减速慢行。
本路段经过人车分流路口，还请驾驶人员特别留意道
路两侧指示物。车辆到达接力点后注意避让参赛选手，
听从工作人员指挥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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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水平：简单

赛段长度：6.5 km

累计完成：105.6 km

累计上升：24 m

累计下降：24 m

驾驶提示 :
遵守交通规则，禁止闯红灯等行为。当地限速要求行驶，
道路两侧有较多村庄出入口，留意村民及社会车辆，
如遇会车情况或临近接力点时，请减速慢行。此路段
经过较长桥面路段，请勿停车，注意行车安全。

选手提示 :
靠辅道行进，城镇路段优先选择人行道进行，遵守交
通指示与工作人员引导，遇路口时请留意来往车辆与
行人，经过较长桥面路段，特别注意来往车辆，注意
安全。

交通状况 :
所有车辆均需按照当地限速要求行驶，请务必遵守交
通规则，注意行车安全，村落路口处减速慢行。接力
点停车场比较分散，车辆到达接力点后听从工作人员
指挥停车。

开门时间：9:30 am      关门时间：14:40 pm

博鳌亚洲风情广场—博鳌论坛游客中心赛道详情LEG10

难度水平：简单
赛段长度：8.4 km
累计完成：114 km

累计上升：43 m
累计下降：31 m

选手提示 :
靠辅道行进，城镇路段优先选择人行道进行，遵守交
通指示与工作人员引导，遇路口时请留意来往车辆与
行人。

交通状况 :
所有车辆均需按照当地限速要求行驶，请务必遵守交
通规则，注意行车安全，村落路口处减速慢行。接力
点在城区，车辆到达接力点后听从工作人员指挥有序
进出停车场。

开门时间：9:50 am      关门时间：16:00 pm

博鳌论坛游客中心—迈岭村赛道详情LEG11

驾驶提示 :
遵守交通规则，禁止闯红灯等行为。当地限速要求行驶，
道路两侧有较多村庄出入口，留意村民及社会车辆，
如遇会车情况或临近接力点时，请减速慢行。

冠名接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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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水平：N/A

赛段长度：N/A

累计完成：114 km

累计上升：N/A

累计下降：N/A

驾驶提示 :
所有车辆均需按照当地限速要求行驶，城镇路段设有
红绿灯，请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切勿闯红灯。此路段
所有选手将乘车前往。

选手提示 :
抵达此接力点后，所有选手再次打卡出发，切记出接
力点重新打卡，未打卡队伍将影响赛事总成绩。

交通状况 :
高速路段，请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下高速后城区内车
辆较多，注意行车安全，路口处减速慢行。

开门时间：11:00 am      关门时间：16:45 pm

迈岭村—观海驿站赛道详情LEG12

难度水平：简单
赛段长度：8.9 km
累计完成：122.9 km

累计上升：62 m
累计下降：48 m

驾驶提示 :
遵守交通规则，禁止闯红灯等行为。当地限速要求行驶，
留意社会车辆，如遇会车情况或临近接力点时，请减
速慢行。此路段经过较长桥面路段，请勿停车，注意

选手提示 :
晚 18:00 点后选手必须穿戴反光背心及头 ( 胸 ) 灯，靠
辅道行进，遵守交通指示与工作人员引导，遇路口时
请留意来往车辆与行人。

交通状况 :
所有车辆均需按照当地限速要求行驶，请务必遵守交
通规则，注意行车安全，村落路口处减速慢行。车辆
到达接力点后听从工作人员指挥有序路侧停车。

开门时间：11:30 pm      关门时间：18:05 pm

赛道详情LEG13

冠名接力点

观海驿站—海境观潮

saucony 冠名接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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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水平：简单

赛段长度：9.3  km

累计完成：132.2 km

累计上升：32 m

累计下降：46 m

选手提示 :
晚 18:00 点后选手必须穿戴反光背心及头 ( 胸 ) 灯，靠
辅道行进，遵守交通指示与工作人员引导，遇路口时
请留意来往车辆与行人。

本路段途径较复杂路口，请跑友特别留意道路两侧指
示物，以免跑错路线。

交通状况 :
所有车辆均需按照当地限速要求行驶，请务必遵守交
通规则，注意行车安全，村落路口处减速慢行。车辆
到达接力点后听从工作人员指挥有序路侧停车。

开门时间：12:00 pm      关门时间：19:30 pm

海境观潮—旅游公路 13 号赛道详情LEG14

驾驶提示 :
遵守交通规则，禁止闯红灯等行为。当地限速要求行驶，
留意社会车辆，如遇会车情况或临近接力点时，请减
速慢行。此路段经过较长桥面路段，请勿停车，注意
行车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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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水平：简单

赛段长度：6.4  km

累计完成：138.6 km

累计上升：53 m

累计下降：56 m

选手提示 :
晚 18:00 点后选手必须穿戴反光背心及头 ( 胸 ) 灯，靠
便道行进，遵守交通指示与工作人员引导，遇路口时
请留意来往车辆与行人。

本路段的游客车辆和行人较多，参赛选手注意安全！

交通状况 :
所有车辆均需按照当地限速要求行驶，请务必遵守交
通规则，景区车辆较多，注意行车安全；夜间赛段请
车辆打开双闪，减速慢行。

开门时间：12:30 pm      关门时间：22:00 pm

旅游公路 13 号—神州半岛喜来登度假酒店沙滩FINISH

驾驶提示 :
遵守交通规则，禁止闯红灯等行为。当地限速要求行驶，
留意社会车辆，如遇会车情况或临近接力点时，请减
速慢行。

选手动线

管制路口

管制路口

跑步选手路线

其他选手路线

其他选手路线

停车场

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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