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7月8日,第六届丝绸之路拉力赛从莫斯科红场发车一路向东穿越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中国三个国家，
连接三国首都：莫斯科、阿斯塔纳、北京，赛事总里程超10,000公里。

赛事组委会致力于将丝绸之路拉力赛打造成一个具有非洲拉力赛传统精神的横跨亚欧大陆的优秀拉力赛事。

现在我们完成了所有挑战，达成了这一目标。那广阔大地上的自由的驰骋、沿途美丽的景色、营地里友好的氛
围、赛道里的冒险精神和激烈的竞争都让参赛者们怀念起上个世纪末那些难忘的比赛经历。全世界数百万的车迷
见证了参赛者们直面挑战，征服这片显有人涉足的土地。我们做到了！组织这届跨越亚欧大陆的拉力赛让我们得到
了宝贵的经验。在2018年将接受摩托车组选手报名的组委会，已经知道怎样让下届比赛更好又有趣。

我仅代表丝绸之路拉力赛组委会向所有支持这届比赛的人们表示感谢。同时要特别感谢俄罗斯天然气公司的
CEO米勒先生在丝绸之路拉力赛项目上给我们的启发和对这个伟大而多元的赛事给予的大力支持。

组委会得到了中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政府及合作伙伴最高级别的支持。我们的国家之间有着几个世纪的传
统和友谊。2016丝绸之路拉力赛旨在为古丝绸之路沿线的国家创造更密切的沟通与合作。沿途人民的热情，令人不
可思议的自然景观和辽阔的土地为下一届的丝绸之路拉力赛增加了更多的魅力。

2017年丝绸之路国际拉力赛将于7月7日从莫斯科红场出发，在两个星期内经过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与中国，7
月22日到达连接东西方的古丝绸之路起点，古都西安。

来参赛吧！2017丝绸之路拉力赛见!

赛事总监——查金



乐吉安——丝绸之路拉力赛副总监、欧洲组委会主席

去年我们以两周马拉松的形式顺利举办了丝绸之路拉力
赛，196个国家播出了这一令人兴奋的比赛。2017年的赛事
将更上一层楼。刚刚完成的勘路工作证明了，赛事穿越的
三个国家在路线方面具有巨大潜力。我们认认真真地准备
了赛事各方面，以便使赛员享受丝绸之路的赛段和营地。 

阿尔方——丝绸之路拉力赛运动顾问

我参 与拉 力赛 事已经有二十年时间了,但 是 地 球上无 尽的 
美景依然让我觉得不可思议。我从赛事勘路回来只有几天，
相信我,明年丝绸之路拉力赛的参赛者们将会非常享受这一
切。至于竞赛方面，我们掌握好平衡，例如行驶路段的比例减
少了。2017年比赛会令人惊叹，超级极限！

丹尼斯•西马切夫——丝绸之路拉力赛创意总监

丝绸之路拉力赛的参与者们让我印象深刻,组委会成员、车
队、媒体记者和车迷们都有着惊人的能量。再加上比赛的竞
争精神、壮美的景色、丰富的文化和拉力赛途 经国家深厚的
历史积淀,这些都让丝绸之路拉力赛的赛 事品牌有了巨大的
飞跃。这只白虎又更上了一层楼!



杰出赛事

丝绸之路拉力赛是世界规模最大的越野赛事之一。2009年第一届赛事连接了俄罗斯、哈萨克斯坦 
和土库曼斯坦。当时三国的总统做出了共同举办拉力赛的决定并亲自出席了颁奖仪式。丝绸之路拉力 
赛的名称反映了赛事的跨洲特征及其连接古丝绸之路区域的伟大意义和号召力。在2010–2013年期 
间共有一千多名选手驾驶着汽车和卡车代表世界30多个国家参加了这项赛事。

2016年的丝绸之路拉力赛更上一层楼:俄罗斯天然气公司为举办该年度及未来两年的赛事提供 
了赞助资金。此外,2016年丝绸之路拉力赛在其历史上也是第一次从莫斯科出发,跨越俄罗斯、哈萨 克
斯坦和中国等三国,在北京收车,这条赛事路线也成为了促进俄中两国的外交、社会、经济等各方面 共
同发展的象征。2016年第六届丝绸之路拉力赛在莫斯科红场发车,经过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 最
终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庆典广场举行盛大的收车仪式。

组委会期待下届赛事赛员更加优秀，2018年丝绸之路将会接受摩托车组报名，这也反映赛事的迅
速发展趋向。



2017丝绸之路拉力赛： 
体育界精英

自2009年举，丝绸之路拉力赛选手们一直没有今年那么优秀。汽车卡车两组都将展出极为热
烈的竞技。2017年赛员名单反映了世界领先车队和厂商对这一艰难赛事的深厚兴。

汽车：谁来出牌？
标 致 车 队：德 普 雷、勒 布 和 彼 得 汉 塞 尔 驾 驶
3008DKR出征

丝绸之路拉力赛冠军标致车队凭着德普雷
（Cyril Despres）与卡斯特拉(David Castera)的
超高速度和无比可靠性占据了首位，今年它归队
加入争斗！

去年拉力赛最优秀车手勒 （Sebastien Loeb）
成为这一车组的主要竞争对手，但是因错失两个
计时点被罚时，失去了上冠军台的机会。今年他积
累了力量，再次出征！

第 三 辆 标 致 3 0 0 8 D K R 车 由 彼 得 汉 塞 尔
（Stephane Peterhansel）驾驶，他曾以在达喀尔获得十三次冠军而创造了记录。一开始，得汉塞
尔与队友一样争取胜利，但因为意外翻车，推出了战斗。

MINIX-Raid车队： 
奎特（SvenQuandt）率领队伍

上届丝绸之路拉力赛亚军阿尔拉吉（Yazeed 
AlRahji）作为这一德国车队参加赛事。曾参加
过世界拉力锦标赛的阿尔拉吉已经发挥了杰出
的潜力，今年他将向冠军台迈出最后一步。

今年美国车手孟席斯（Bryce Menzies）将
成为阿尔拉吉的队友，他曾驾驶着四驱汽车以
115米打破了越野车腾跃世界纪录。2017年丝绸
之路拉力赛将成为他的首场越野赛事和对他越野
驾驶技术的考验。



G-Energy车队：俄罗斯车组追求胜利

2016年丝绸之路拉力赛季军瓦斯利耶夫(Vladimir Vasiliev)和左特索夫(Konstantin Zhiltsov)
再次携手争取金牌。

GEELY AUTO COOPERTIRES TEAM：韩魏和他的巴吉车

去年韩魏驾驶着SMG二驱巴吉车以杰出成绩得了汽车组第六名。今年这一中国能手派两辆同
一为吉利车队竞赛。

海阔天空勇之队：周勇再次出发！
2016年中国著名赛手周勇获得了第十七名，

今年驾驶着由Overdrive改装的丰田汽车再次试
图至少排名前十。

北京汽车越野世家车队:欢迎新厂商队参赛！
中国大汽车生产商北京汽车今年至少派五台

汽车参加丝绸之路拉力赛。具有经验的法国车
手克里斯蒂安（Christian Lavieille）和托马斯
（Pascal Thomasse）将指导中国赛手陆学斌、鹿丙龙与沈伟健参赛。

T2组：丰田对抗五十铃
丰田Autobody只派由莫伊拉（Akira Miura）驾驶的一辆汽车竞赛。其目标是很简单的：争

取打败五十铃的迪拉劳（Adrian DiLallo）获得胜利。

第七届丝绸之路拉力赛的黑马：各位会出乎人的意料

• 斯扎莱（Balazs Szalay）：2012年丝绸之路拉力赛亚军驾驶着欧宝车再次参赛；

• 扎普莱塔（Miroslav Zapletal）驾驶悍马Evo3；

• 佩里切特（Jérôme Pélichet）；

• 沙维尼（Frédéric Chavigny）和他的日产汽车；

• 阿莫斯（Eugenio Amos）驾驶二驱巴吉车；

• 塞拉多里（Mathieu Serradori）驾驶大功率的SRT巴吉。

T3组

T3组的最强竞争者为Team Extreme Plus Polaris车队的皮安纳 （Marco Piana）车组。



卡车：英雄之战！
德鲁尼（Gerard de Rooy）正式确认将会

参加丝绸之路，并且率领他车队Petronas De 
Rooy依维柯的三辆卡车，其它两辆卡车有阿达
维库斯（Artur Ardvichus）和吉纳格滕(Tonvan 
Genugten)驾驶。荷兰Mammoet Riwald Rally 
Sport车队的登布雷克(Martin van den Brink),
德巴尔(Pascal de Baar)和胡兹尼克（Gert 
Huzink）开着雷诺卡车前往冠军台。

白俄罗斯的MAZ SPORT Auto车队跟去年
一样，仍将派三辆卡车从莫斯科红场出发，车
手为杨佐维奇（Siarhei Viazovich），维斯纽
斯克（Aliaksei Vishneuski）与瓦斯列夫斯基
（Aleksandr Vasilevski）。

代表捷克泰脱拉车牌的有三个车队的车组：Instaforex Loprais Team的路普莱斯（Ales 
Loprais）、Team Bonver Dakar Project车队的乌拉特内（Tomas Vratny）和Tatra Buggyra 
Racing车队的克罗目（Martin Kolomy），每组同样渴求胜利。

加入丝绸之路比赛的东欧人有Team Qualisport DAF车队的匈牙利优秀车手科瓦斯（Miklos 
Kovacs）。代表日本有驾驶日野卡车的菅原照
仁（Teruhito Sugawara）。

这次丝绸之路主要竞争者仍然是著名卡玛兹
大师车队，丝绸之路冠军和纪录创造者。来自卡
马河畔切尔尼的车队奖牌五个车组参赛，包括已
在丝绸之路获得两次胜利的马迪夫、2017年达
喀尔冠军尼古拉耶夫、2017非洲拉力赛冠军卡
金诺夫及具有经验的沙巴洛夫和索特尼科夫。

期待着热烈竞技！



国际水平的传播 

2017年丝绸之路拉力赛组委会与55个主流国际电视台签订了关于转播赛事报道的合作协议

在筹备第七届赛事框架内丝绸之路拉力赛组委会与55个国际电视台和网络平台签订了关
于跨洲拉力赛媒体覆盖的合作协议。

今年拉力赛选手将完成9500余公里的路线，经过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中国，最终于7月
22号在西安古都收车。

“由55个电视台组成的广阔媒体网络将在世界196个国家转播有关2017年丝绸之路拉力
赛的报道。我们非常高兴获得世界主流电视媒体的支持。赛事组委会与Motorsport TV、欧
洲新闻电视台、Fox Sports Latin America, Fox Sports Europe, Fox Sports Asia, Fox 
Sports Australia, Sony Entertainment India, Velocity USA及阿联酋的Dubai Sports建
立了合作关系”赛事副总监勒吉安表示。



凭借赛事合作伙伴越野一族的大力支持，俄方组委会获得了中国媒体的踊跃关注：中国湖
南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及澳门的TDM电视台将定期转播24分的赛事精英节目。

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和体育频道将对赛事各阶段进行报道。此外，BT Sport, SFR SPORT, 
BFM SPORT, RTL Klub, M4 Sports, Czech Television, Sport HD, NOVA Sports, SP 
TV, ERT, SVT, RTV, LAOLA1 TV, STAR TV, Garage TV等主流国际电视台已经确认将覆盖
赛事各段进程。

“通过那么广阔的媒体覆盖丝绸之路拉力赛不仅为赛迷提供最有意思的报道，同时也吸
引新的关注者、提高丝绸之路品牌知名度、引起世界各国观众的兴趣”勒吉安补充说。



2017丝绸之路拉力赛要点

赛事路线跨越3个国家（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中国）

9,599 公里全程，包括4,094公里特殊赛段里程

来自35个国家的赛员 

90个赛车，包括2017年7月7日从莫斯科红场出发的40辆汽车和21辆卡车，再加上在中国乌鲁木齐加入
拉力赛大队的中国越野拉力赛30辆赛车

385辆车辆（各类）

143个俄罗斯和国际媒体记者

55个世界主流电视台在196个国家进行报道

12架航空器（6架固定翼飞机和6架直升机）

14 个赛段

1天休息日



国家
俄罗斯

在莫斯科红场盛大的发车仪式后,参赛者们将 
驶向风景如画的崎岖路段,在一望无际的俄罗 
斯疆土上驰骋,只有最好的领航员才能在高草 
间找到正确的行驶路线。第七届丝绸之路拉力 
赛将在俄罗斯的欧洲部分设立全新的路线,无 
论你是传统拉力赛的拥护者还是更热爱辽阔 
空间的高速赛段,都将非常享受比赛。

哈萨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是连接欧亚的一座桥梁。从伏尔加 
三角洲一直延伸到天山山脉,它即将第三次成 
为丝绸之路拉力赛路线的一部分。令人惊叹的 
湖泊、峡谷、高原及山谷都是拉力赛的地标,也 
将是参赛者们即将面临的挑战,他们必须调整 
驾驶技巧和状态以适应地表状况。海拔高度和 
温度的变化也将是对耐力的严峻考验。

中国

丝绸之 路 拉力赛的大部队会穿过天山山脉进
入 中国,在这里参赛者们要高度集中精神来应
对 戈壁沙漠中的激烈竞争。在中国境内,参赛者 
们会探寻古老的文明和未知的土地。巨大的沙 
丘、沙山,极限温度的考验,方向的突转和隐藏 
的陷阱会让一路向东前往西安的探险之旅成为 
一次难忘的、难以置信的经历。



城市 
莫斯科

自2011年开始,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红场就一直是 丝
绸之路拉力赛的起点。一年又一年,克里姆林宫墙 下既
庄严又欢快的发车仪式凸显了丝绸之路拉力赛 在俄罗
斯体育领域的重要地位,同时也吸引着成千上 万的车迷
前来见证这个激动人心的赛事。丝绸之路拉 力赛连接
欧亚大陆,秉承促进友谊与合作的精神,而 莫斯科作为
欧洲人口最多的城市是丝绸之路拉力赛 最理想的起点
城市。

乌鲁木齐

在积雪覆盖的博格达山和当地人称之为“中国死海” 的 
盐 湖 之 间 有 着 一 片 绿 洲 — — 乌 鲁 木 齐,在 这 里 
2 0 1 7 丝绸之路拉力赛将迎来休息日。乌鲁木齐是中
亚地区 最大的城市之一,这里由于人口众多而成为一个
工业 中心城市,同时也由于其众多的历史遗迹和道教、
佛 教建筑而成为一个文化中心。乌鲁木齐同时也是吉尼 
斯世界纪录中离海洋最远(2500公里)的城市。

西安

十三朝古都西安有着三千年的历史,它是中华文明的 发
源地之一,也是最早的人类居住遗迹和村庄遗迹的 发现
地。作为古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曾经在唐朝达 到鼎盛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如今,西安已经成一 个人口超
七百万的发达都市和多元文化中心,同时也 是中国大学
最多的三座城市之一。承载着中国历史和 建筑文化积
淀的碑林和传奇的秦始皇陵兵马俑也坐 落于此。



勘路。通往西安
距2017丝绸之路拉力赛仅剩两个月的时间，组委会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筹备工作。巴黎、莫斯科和

北京办事处的后勤工作也进入了最后阶段。赛道方面，勘路队伍已于五月中旬完成最后一次从莫斯科
到西安的往返路线。这支由国际拉力赛专家组成的队伍穿过大约9800公里的道路，完善第七届丝绸
之路拉力赛路书的制作。

通向西安之路

为了勘探未知地段，勘路团队首先利用卫星地图进行了详细准备，并于去年11月驾驶三辆装备齐
全的丰田海拉克斯汽车和一辆卡玛兹后勤卡车深入哈萨克斯坦草原，开展了为期三周的勘路，完成了
路书的初步制作。

在完成哈萨克斯坦草原路段后，勘路团队继续前行，攻克2017丝绸之路拉力赛最重要部分——
中国赛段，本次比赛一半以上赛段将落地在中国 ，最精彩的部分将在这里等待迎接车手。



吕克•阿尔方称：“这是一条了不起的路线！”

作为丝绸之路拉力赛的顾问及大使，吕克•阿尔方在勘路队伍中发挥了尤为积极的作用。作为一名顶
级车手，吕克•阿尔方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比赛经验，他参与制定的比赛路线必将更加丰富有趣。吕
克•阿尔方说：“汽车拉力赛，尤其是丝绸之路拉力赛是了不起的比赛，它在成为体育竞赛前是人类的探
险活动，勘路途中的美景十分重要。我们尽量缩短连接赛段，同时尽可能地设计不同的特殊赛段，保证
导航和地形的多样性。我们的目标是将具有挑战性的地形和车手的驾驶享受完美结合，同时保证紧张的
领航状态，我认为这对丝绸之路拉力赛而言是十分重要的。”

此外，组委会还十分关心安全问题。吕克•阿尔方接着说：“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保证赛道的安全。勘路
途中，哪怕路书的标注存在一丝疑惑，我们都会毫不犹豫地返回查看。”

2017丝绸之路拉力赛开辟了许多全新的赛段，有望成为历年来最佳的比赛。吕克•阿尔方最后说
道：“和去年相比，第七届丝绸之路拉力赛将更能满足拉力赛爱好者们的梦想。戈壁沙漠的巨大沙丘，著
名的敦煌、阿拉善右旗赛段，和通往西安的最后几个特殊赛段将发挥决定性作用，并使整场比赛的悬念
保持到最后……”



莫斯科-阿斯塔纳-西安： 
前往新天地

第七届丝绸之路国际拉力赛仍将采取跨洲马拉松的形式，穿越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中国三个国家。一
路向东的杰出赛事从莫斯科红场出发，经过阿斯塔纳和塞米伊，沿着土西铁路到达沙滩炎热的戈壁沙漠，以
全新路线为丝绸之路拉力选手全新的挑战。

2017年赛事组委会减少了连接路段总长1000多公里，赛事3个阶段各有两个特殊赛段，由此对激烈的
竞争添柴火。 

戈壁沙漠的宏伟远景和世界最大固定沙丘再次将成为赛事全程中的珍宝，并为选手和观众提供更令人
兴奋的比赛。

超越极限，铸就辉煌



第1赛段: 莫斯科-切博克萨雷。 前往下诺夫哥罗德
这一莫斯科与切博克萨雷间的61公里长赛段是这次赛事第1个赛段。从开始丝绸之路拉力赛就为其选
手们提出真正的挑战，车辆技术性能在这个赛段中受到巨大的考验，领航员也要迅速找出最合适的行
驶路线。

第2赛段:  切博克萨雷-乌法。 喀山大路   丰 田 挑 战 杯

在第二个赛段中车手们展出驾驶技术，在切博克萨雷和乌法之间的途中完成157公里长的狭窄而挑战性的
道路。迅速赛段与行驶速度更慢的路段相寻，但选手一定要注意安全，特别当心急弯和草中的凹凸。

第3赛段: 乌法-库斯塔奈。托博尔河
这是俄罗斯境内的最后一段特殊赛段，选手要以高速度经过行驶方向更变的路线。灌木中的快速路段使
车手一直集中精神，领航员要留心地看路书，在高草找出正确的路线是一个难以完成的任务。

第4赛段: 库斯塔奈-阿斯塔纳。向阿克莫拉行使  丰 田 挑 战 杯

这是的带有由中立区域隔开的两个特殊赛段的丝绸之路拉力赛第一个阶段。前一个特殊赛段由众多高速
土路组成，后一个穿越哈萨克斯坦的一望无际的草原，终于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营地结束。

第5赛段: 阿斯塔纳-塞米伊。通往塞米巴拉敦斯克
赛事第五阶段是领航员的真正考验。400公里长的特殊赛段经过哈萨克斯坦的美丽草原，只有最留心的选
手才能找出合适的路线并夺取领先地位。

第6赛段: 塞米伊-乌尔贾尔。沿土西铁路走
第六个特殊赛段头段中方向不断改变，此后为选手布下种种陷阱，所以领航员更要紧跟路书行使。

第7赛段: 乌尔贾尔-卡拉玛依。寻找黑金
这一106长的特殊赛段会给选手带来 真正的享受！路线经过由种种植物覆盖的丘陵区域，在接近中国边境
之点结束。

第8赛段: 卡拉玛依-乌鲁木齐。追索新建维吾尔族人踪迹
第八个赛段跨越挑战性的区域，南方是山地地貌，北方有众多钻井。选手越进入特殊赛段，行使越难。驾驶
技巧在开始阶段极其重要，在赛段结束之际领航员也要表现出领航的能力。

第9赛段: 乌鲁木齐-哈密。伊州之路
赛事路线上第一批山丘，比去年的山丘更广大。在经过令人惊叹的景观车手们要特别小心方向变化，领航
员要靠众多航点行使。在结束阶段特殊赛段路线更显出快速。

第10赛段: 哈密-敦煌。莫高窟
在开始阶段很快速的特殊赛段在干枯的河道中伸展，越来越具挑战性。领航员要特别关注不断变化的方
向，但是赛段最后一段的路线变得更明显。



第11赛段: 敦煌-嘉峪关。沙漠中的营地  丰 田 挑 战 杯

选手们再要在一天内完成两个特殊赛段。在前一个赛段中车手要面临软山丘、祁连山高速赛道和导航艰
难的路段。后一个赛段穿越山峡沙路，一直到终点。

第12赛段: 嘉峪关-阿拉善右旗。长久之旅
第十二个赛段大部分是大山丘，由此成为赛事最艰难赛段之一。快速赛道和种种地面为车手提出不同的挑
战，但更要关注的是领航员的导航技术。

第13赛段: 阿拉善右旗-中卫。宏伟沙丘
赛事带有两个特殊赛段的最后赛段。第一个部分是戈壁沙漠最美丽的沙丘，为赛员和摄影师带来无限的
乐趣！赛段第二个部分都是难以导航的路段和挑战性沙丘。

第14赛段:。中卫-西安。十三朝古都
两周比赛以100公里长的特殊赛段结束。沙路和小沙丘会给竞赛增色，并给牌位带来变化。最终完成9500
公里旅程的赛员要在古丝绸之路起点、十三朝古都西安参加隆重闭幕式。

2017年丝绸之路拉力赛路线要点：

• 赛程全长：9599公里

• 特殊赛段总长：4094 公里 （赛事全程42,6%）

• 全程中特殊赛段的比例增加4,41%

• 俄罗斯赛程中特殊赛段的比例增加8,44%

• 中国赛程中特殊赛段的比例增加5,55%

• 连接路段总长减少1124公里



2017丝绸之路拉力赛日程

2017年1月10日：开放报名（优惠期）

2017年4月4日：优惠期结束

2017年6月1日：报名截止

2017年7月5日-6日：行检车检（莫斯科）

2017年7月7日：莫斯科红场发车仪式

2017年7月8日-22日：14个赛段，1个休息日

2017年7月16日：休息日（乌鲁木齐）

2017年7月22日：颁奖典礼（西安）



丝绸之路拉力赛更上一层楼： 
2018年赛事接受摩托车参赛

2018年丝绸之路国际拉力赛将分为汽车、卡车及摩托车等三个大组。

2009年丝绸之路拉力正式开赛，2018年在其历史上首次欢迎摩托车参加。作为选手最多的国
际越野赛事组别，摩托车手一直对丝绸之路感兴趣，今年终于获得了参赛的宝贵机会。



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做国际能源企业的领导者

米勒-俄罗斯天然气公司CEO :

“我们与中国在天然气方面的合作正在迅速发展。丝绸之路拉力赛联结中俄两国，将成
为我们战略合作的一个标志。俄罗斯天然气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公司，我们支持丝绸之路拉
力赛，并希望它成长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拉力赛事。”

俄罗斯天然气公司是一家国际能源企业，其主要业务包含：地质勘探、采矿、运输、仓储、
加工和产出天然气（包括用于汽车燃料）、凝析油、汽油以及热能和电能的生产和销售。俄罗
斯天然气公司的使命是为客户提供天然气及其他能源和产品并成为可靠、高效、均衡的供应
商。

俄罗斯天然气公司拥有全世界最丰富的天然气储量，采矿业也处在领先地位。公司同样也
着眼于亚马尔半岛、北极大陆架、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大规模天然气能源开发项目以及
一些海外碳氢化合物的勘探和开采项目。俄罗斯天然气公司是俄罗斯以及许多其他海外客户
可靠的天然气供应商。公司拥有俄罗斯国内统一的天然气供应系统，该系统包含了世界上最
庞大的天然气运输管道系统，公司同时还拥有开采和处理设备以及地下天然气仓储设备。

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占有其国内天然气市场一半以上的份额。同时该公司也向超过三十多
个国家输送天然气。

2014年俄罗斯天然气公司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签署协议，将通过中俄天然气管
道东线向中国供气，这份有效期30年的协议涉及超过一万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出口。供气所需
的基础设施目前正在建设中。2015年双方又签署了经中俄天然气管道西线向中国供气的协
议，以及由俄罗斯远东地区向中国供气的合作谅解备忘录。

俄罗斯天然气公司是俄罗斯唯一一家液化天然气供应商和出口商。通过库页岛2号项目
俄罗斯天然气公司成功拓展了其液化天然气业务并促成了新项目的开发，这些新项目将大
大增强俄罗斯天然气在迅速成长的世界液化天然气市场中的影响力。

俄罗斯天然气公司是俄罗斯国内最大的油品和电力生产商，同时也是世界排名第一的热
能生产商。

俄罗斯天然气公司的目标就是做国际能源企业的领导者，为达到这一目标，俄罗斯天然
气公司将致力于市场领域的多元化、保证运输安全、提高效能以及使用高科技潜在能源。



越野e族是中国著名的汽车类资讯与社区网站，2017年正式成为丝绸之路拉力赛合作伙伴。

越野e族成立于2002年，经过15年的发展和创新，至今已成为了中国越野、汽车赛事、娱乐、公益
等领域第一媒体与互动中心。通过新鲜商业模式，越野e族形成了全球最大户外文化平台之一，已经吸
引了一亿余人关注，其中包括七百万注册用户和专业旅游者。与此同时，越野e族在环保和防灾方面也
拥有绝对权威与领导地位。

西伯利亚乌拉尔天然气石油化工公司（SIBUR）是俄罗斯领先的气体加工和石油化工公司。公司建
设的商业机构极为固定、强大，在全球市场具有竞争力，利于保障利润增长。

通过运用最现代的技术，公司构建油气田伴生品制造成高增值燃料、原料和有机合成材料的环保
模式。以公司产品为基础的商品形成生活的更高水平，易于各位客户使用。 

SIBUR公司拥有23个生产厂地和来自世界75个国家的燃料动力、汽车制造、建设、消费、化学等行
业的1400余大客户，员工总数达2.8万人。



如果没有丰田越野车，越野拉力赛的世界将难以想象。丰田汽车在国际拉力赛，尤其是在达喀
尔拉力赛中取得的胜利是丰田公司众多成就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厂商组（T2）的比赛中，丰田车
是不二之选。65年不断完善的技术造就了其卓越的性能和和耐力，不管是职业车手还是业余车手
都对丰田越野车青睐有加。

半个世纪以来，丰田都在汽车技术方面占据世界领先地位。丰田的量产车辆使用顶级的越野
技术创新，在赛车领域取得了不凡的成绩，也为世界汽车领域设立了可靠性、质量和耐力的标杆。
丰田越野车能最高程度的适应恶劣的道路和天气条件，其车体结构、四驱系统和越野驾驶的现代
电子控制系统让驾驶者不畏任何情况。

丰田越野车是各种卓越性能的结合，是丝绸之路拉力赛官方车辆的不二之选，这一点已经在
俄罗斯的土地上得到了证明。



丝绸之路拉力赛媒体中心

中国

中国媒体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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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hylihui@silkwayrally.ru

俄罗斯

俄罗斯媒体总监

Erik Khayrullin

media@silkwayrally.ru

国际

国际媒体总总监

Chris Rodrigo

crodrigo@silkwayrally.r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