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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汽联电动方程式锦标赛三亚站圆满落幕，向全球数亿观众呈现海南精彩——

美丽海南，在“速度与激情”中飞向世界
观众点赞国际汽联电动方程式锦标赛
三亚站活动——

“太刺激了，三亚站比赛
让人难忘！”

这是一项全新的国际赛事，颠覆了人们以往对赛车的印象。
在这里，听不到发动机的轰鸣，只有电机的嗡鸣。伴随着蓝

天白天、碧海椰风，这种全新的体验刺激着人们感官。3月23
日，国际汽联电动方程式锦标赛三亚站开赛，“太刺激了、太炫酷
了、太难忘了……”世界各地赛车爱好者齐聚一堂，在风驰电掣
中，速度、激情、梦想、超越，太多的感受在海棠湾汇聚。

“电机的声音听起来像飞机的喷气引擎声，这车刷一下就过
了，整场氛围很好。”湖南游客李豪一家4口特地从家乡赶来，

“我可是地地道道的赛车发烧友，我喜欢赛车，但一直没机会现
场观赛，这个赛季三亚站是中国内地唯一的分赛站，我迫不及待
买票，现场感受惊险与刺激。”

三亚站赛道设有11个弯道，其中有3个是狭窄的弯道，惊
险程度可见一斑，激烈赛况让前来观赛的市民游客直呼过瘾。
虽然天气炎热，但观众观赛的热情丝毫不减，临时搭建的看台
上，很多人举着手机，拍下赛车飞驰瞬间，微信朋友圈成为赛事
的又一个“直播”平台。

“今天我的朋友圈基本都被锦标赛攻占，朋友们现场观赛的
视频基本都刷屏了，大家从不同角度拍摄赛事的盛况，赛车很炫
酷，比赛很刺激，车手很努力，隔着手机屏幕都能感受到速度、激
情和赛车手追逐梦想、超越自我的勇气。”三亚市民陈翔说。

绿色发展一直是海南可持续发展的坚定方向。如今的海
南，积极拥抱清洁能源汽车，计划从2019年至2030年分三阶
段，在社会各领域逐步实现汽车清洁能源化，至2030年全域禁
止销售燃油汽车。而国际汽联电动方程式锦标赛作为国际汽车
运动联合会新推出的一项赛事，所有参加比赛的方程式赛车只
依靠电力来提供能源，绿色的理念与海南持续加强生态文明建
设的努力相契合。“赛事零排放、零污染，活动的举办有助于人们
了解清洁能源，对于海南绿色发展会有助力。”三亚市民向之韵
认为。

赛场上赛车飞驰引来阵阵喝彩声，赛场旁明星助力亦引来
阵阵尖叫声。黄晓明、易烊千玺、邓亚萍等明星纷纷来到赛场，
为新能源事业助威鼓劲。“明星助力顶级赛事，支持新科技和新
能源事业，这对于赛事的传播和绿色、高质量发展的理念普及会
有帮助。”游客张鑫说。

三亚站活动通过10余家网络平台，吸引了全球2亿观众实
时观看。为了更好地让公众感受赛车文化和绿色发展理念，主
办方专门开设E部落专题体验区，供市民游客近距离体验赛车
文化。E部落位于主赛场东侧，总面积达3万平方米，设置了赞
助商展示区、模拟互动区、儿童娱乐区、舞台演出区等多个区域，
向现场观众展示当今电动汽车及相关企业的科技发展成果。同
时，培养观众对汽车运动的兴趣，也为赛事提供更多的休闲娱乐
空间。正值中午，在等待正赛的间隙，E部落挤满了前来体验的
人群，各体验场馆火热异常。

其中，现场摆设的模拟器，通过提供近似实景的FE赛道
模拟环境和赛车数据的高度真实模拟游戏，让参与者可以像
一个真正的车手一样体验赛车驾驶乐趣。“体验感特别强，赛
道和比赛的赛道一模一样的，赛车的选择也很多样。”三亚市
民陈女士说。

借助这一巧妙融合高科技、观景、娱乐等元素的FE赛事，三
亚在赛事期间举办系列独具海南特色的音乐、美食及表演活
动。赛事举办期间，观众除了能观赏到紧张激烈的比赛，还可以
享受音乐、美食及海南特色表演等具有琼岛元素的互动活动。

“太刺激了，三亚站比赛让人难忘！”来自英国的游客大卫
表示，“我是赛车爱好者，这次因为看比赛第一次来三亚，这里太
美了，而且这里的文化也很有特色，当然美食也很棒，希望以后
有机会和朋友们再次到访。”

FE电动方程式锦标赛三亚站活动，
吸引了超300家境内外媒体的千余名记
者对赛事进行报道。除了将镜头聚焦赛
事盛况，独特的赛道、鹿城的旖旎风光等
也受到了不少境外媒体人的点赞。

来自意大利的马塞洛·帕丁就职于
《Electric Motor News》，自2014年开
始，他就全程参与电动方程式比赛报道。

为确保比赛公平公正，本次赛事的
所有参赛车辆都使用同一类型的轮胎，
采用“专业工程师+计算机”的方式，对参

赛车辆性能、数据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
检测。“不少车手告诉我，电动方程式三
亚站专业、独特的赛道让他们很激动。”
马塞洛·帕丁说，三亚站赛道为逆时针方
向，11个弯道中有3个是狭窄的弯道，对
于车手而言具有一定的挑战性，让不少
参赛选手直呼过瘾。

电动方程式锦标赛三亚站是马塞
洛·帕丁参与报道的第51场比赛，他坦
言，初次来到鹿城，这里迷人的风光让他
十分享受。“这并非是首次在滨海城市举

办电动方程式比赛，但是在三亚能让人
完全放松下来。”马塞洛·帕丁说，酒店的
配套设施很齐全，赛事组委会为他们采
访报道提供了极大保障，参与电动方程
式三亚站比赛的报道，有一种边工作边
度假的感觉。

谈及有机会是否还会再次来到海
南，马塞洛·帕丁很坚定地说：“当然，我
还想和亲朋好友一起过来。”

马塞洛·帕丁为鹿城的旖旎风光点
赞，海南留给就职于《Spacesuit Media》

的媒体人卢·约翰孙最深的印象是人们的
友善、热情。“我总是在酒店和比赛场地之
间迷路，给工作带来了很多不必要的麻
烦。”卢·约翰孙说，尽管语言不通，这边的
工作人员总是很用心地帮助她解决了不
少小困难，这让她感到十分感动。

在报道赛事之余，卢·约翰孙也不忘
欣赏三亚美丽的风景，品尝当地独特的
美食。卢·约翰孙说：“三亚的经历让我
对这座滨海城市有了不一样的看法，如
果有机会，我会带着家人再次来三亚。” 本版策划/庄文 本版撰文/肖皇 惠玲

仅次于F1的国际顶级赛事

提起F1赛事，即便是普通大众也
不会觉得陌生。F1赛事的每一次举
办，都能给举办地带来巨大的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

FE，在FIA的各项赛事中等级仅
次于F1，它不仅是一项极具突破性的
国际顶级竞技体育项目，还同时肩负
着清洁能源及可持续发展的推广重
任，在诞生之初就受到全球广泛关注。

有别于传统汽车运动，FE会在全
球核心城市的中心地标选址举办“城
市街道赛”，赛事集新能源、环保、娱乐
于一身，并融入时下最流行的各项元
素，力求以崭新的赛事模式让现场观
众全情投入这项致力于推动可持续发
展的全球顶级盛事。

2018-19赛季是FE的第五赛季，
参赛车辆为全新设计、电量加倍的二
代赛车（Gen2）。11支车队、22位车
手将在全球12座城市展开13场比赛，
举办地包括香港、三亚、巴黎、摩纳哥
和纽约等。

在这场赛事中，赛事“发烧友”观
看到了全新设计的外形酷似蝙蝠战车

和高智能方程式赛车的二代赛车，赛
车百公里加速用时仅2.8秒，极速可达
280公里/时，让现场观众真正感受到

“速度与激情”的赛车魅力。
FE车手阵营中不乏“发烧友”们

熟悉的名字：小尼尔森·皮奎特，塞巴
斯蒂安·布埃米和卢卡斯·迪·格拉西
等，他们分别是前三赛季的冠军。

FE青睐知名国际大都市

在过去的几个赛季中，能想到的
大城市，FE都去过。2014年9月，FE
在北京鸟巢附近的街道上开始了它历
史上的首场比赛。第二赛季的揭幕战
也在北京举办，之后两个赛季的首场
比赛移师到香港。在2018-19年的
第五赛季，FE重返中国内地，在三亚
海棠湾举办比赛，这是FE首次牵手
海南。

FE赛事创始人、首席执行官阿加
格坦言，能够把FE带到三亚这样风景
优美，空气宜人的城市是绝对正确的
选择。海南已经制定了清晰的清洁能
源车替代传统燃油车的计划，这是电
动方程式比赛选择这里最重要的理
由。“我们希望为全球各地的新能源汽
车发展、环境保护做出不懈努力。”阿

加格说，如果在此基础
上，还能为这里的

居民带来一
场 精 彩

的比

赛，还有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那就更
美妙了。“电动方程式已经在很多世界
著名城市落地生根，我相信，三亚马上
也会成为电动方程式版图上不可或缺
的一块拼图。”

作为赛事承办方，伊诺华电动方
程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李渤认为，三亚与这样一场世界顶级
新能源汽车赛事的结合，将吸引全世
界的高端消费群体，有助于打造国际
级的体育旅游消费新名片。作为全
球顶级的电动汽车赛事之一，FE赛
事也将促进电动赛车运动和新能源
汽车产业在海南的发展，成为展示
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成果的重要
窗口。

FE赛车因为靠生物燃料发电、电
机驱动，没有排放污染，没有噪声污
染，才有在世界著名城市中心举办比
赛的“特权”。如已经举办三场比赛的
巴黎，赛道围绕着荣军院和拿破仑墓，
观众入口直对亚历山大三世桥，远景
可以看到埃菲尔铁塔；纽约的赛道设
在布鲁克林码头，离著名的布鲁克林
砖桥只有几条街的距离，越过州长岛，
可以看到自由女神像和远处的曼哈顿
天际线；罗马赛道背景中有建筑设计
独特的“方形斗兽场”，发车直道旁还
有一座方尖碑……

三亚赛道位于三亚海棠区风塘路
与海棠北路交汇处的西南路段，全长
2.236千米，共有11条弯道。赛道途
经三亚·亚特兰蒂斯、三亚国际免税城
等地标景观，车手在比赛的同时还能

感受到三亚最美的海水

与天空。

FE带来无限商业潜力

奔驰、宝马、奥迪、保时捷、日产、
捷豹、DS……从第四赛季开始，这些
厂商纷纷以各种形式加入了FE。如
宝马从第一赛季开始就为FE提供安
全车，宝马也是FE在欧洲一些分站赛
的赞助商，也在本赛季作为厂商车队
参赛。

日产从第五赛季接手三届冠军雷
诺车队的参赛席位。梅赛德斯和保时
捷将在第六赛季组建自己的 FE 车
队。DS则是与维珍合作组成了DS维
珍车队，维珍车队购买并使用奥迪赛
车，车队由中国新能源及物联网技术
巨头远景集团冠名，更名为远景维珍
车队……

汽车厂商从最初保守地观望，到
现在纷纷参赛，看中的是FE所代表
的前沿科技、环保、未来出行方式的
形象。

电动汽车产业潜力巨大，商机无
限。三亚站赛事期间，一系列关联活
动在三亚密集举行。奥迪、宝马、捷
豹、路虎、雪铁龙DS等5个国际汽车
顶级品牌在三亚发布新能源新车。5
场发布会吸引了全国各地观众及经销
商约2万余人参加，超过300家新能源
供应链企业参加了发布会。

海南计划从今年起至2030年分
三阶段在社会各领域逐步实现汽车清
洁能源化的实施方案，借由赛事被更

多人知道和点赞，电
动赛车运

动和新能源汽车产业在海南的发展受
到更多人关注。

粉丝参与精彩更多

除了厂商的广泛参与，作为全球
首个允许粉丝参与的竞技项目，FE赛
事聚集了更多年青一代的粉丝。

按照相关规定，粉丝可以通过社
交媒体或官方网站为他们所支持的车
手投票，票数排名前三的车手（赛车）
可在比赛中获得额外的能量（动力）。
投票通道在比赛前6天开启，比赛开
始后6分钟停止，票数排名前三的车
手可在正赛中获得额外的能量，有助
于车手超车或保住排位。

赛事举办前3周，FE三亚站已经
开启门票预售。E部落是电动方程式
为所有持票观众设立的互动体验区，
观众们通过大屏幕观看比赛的同时，
不但可以享受音乐和美食、购买赛事
官方纪念品、驾驶赛车模拟器等，还可
以参与电动车厂商及其他展商所设置
的互动展示。

比赛恰逢周末，大量国内外赛车
“发烧友”专程飞到三亚感受“速度与
激情”，赛事门票与酒店的套票大受观
众欢迎，超过2万名观众到现场为选
手助威。黄晓明、易烊千玺、邓亚萍等
明星也纷纷来到赛场，为新能源事业
助威鼓劲。

组织方坦言，FE已经着眼于未来
一代和注重科技的人群。孩子们从一
开始就认识到像电子游戏或者科幻电
影一样的赛车，比赛现场如同音乐节
一样的氛围也会吸引大批年轻人，让
从未接触过赛车的群体会由此关注到
这项运动。

在《海南省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
心的实施方案》中，专门提出要扩大体
育旅游消费，其中就包括鼓励汽车摩
托车运动等项目发展，要积极开展赛
事展览，要培育滨海休闲体育运动消
费市场等。在刚刚结束的FE三亚站
的活动中，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了体
育旅游的魅力和潜力。

3月23日，在美丽的中国国家海岸三亚
海棠湾，上演了一场“速度与激情”的美丽赛
事。

仅次于国际汽联（简称FIA）世界一级方
程式锦标赛（简称F1）的国际顶级赛事——
国际汽联电动方程式锦标赛（简称FE）三亚
站在这里精彩上演，这个全球唯一一个全电
动单座赛车赛事，也是第一次在美丽的海南
岛开展赛事。

比赛现场精彩纷呈。来自宝马、奥迪、
捷豹、奔驰等11支车队、22名来自15个国家
的世界顶级赛手参加比赛；来自世界各国的
赛事保障、赛车维修技术人员及车队全球粉
丝等超4000余人到现场为赛事服务；来自
国内外的赛车“发烧友”和观众超2.5万人到
现场为车手呐喊助威……

这场赛事更吸引了全世界FOX、BBC、
CNN、CNBC、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中央
电视台体育频道、新华社、人民日报等300
余家主流媒体关注，到场媒体记者超过千
人，其中80%的境外记者是第一次到海南。

这场赛事的转播覆盖了全球195个国
家，收视人群超3亿。截至比赛当晚10点，
FE电动方程式三亚站相关话题的微博阅读
量已经超过6亿人次……

赛事期间，一系列关联活动在三亚密集
举行。奥迪、宝马、捷豹、路虎、雪铁龙DS等
5个国际汽车顶级品牌在三亚发布新能源新
车。5场发布会吸引了全国各地观众及经销
商约2万余人参加，超300家新能源供应链
企业参加了发布会，三亚一时成为新能源汽
车领域的热点城市。

赛事给海南航空和酒店行业带来明显
效益。赛事举办前，北上广等大城市飞往海
南的机票一票难求；赛事举办地海棠湾，一
线海景酒店入住率100%，附近的亚龙湾也
达到85%的高入住率。

一场顶级国际赛事，让更多国际友人尤
其是全球赛车界人士知道了美丽的海南岛，
成为海南国际传播的一场盛宴；一场顶级国
际赛事，为海南带来了来自国内外的数万名
嘉宾和观众，“体育+”“赛事+”“旅游+”等带
来的新业态、新热点，为正在建设中的海南
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提供了更为丰富和多元
的高质量旅游供给。

境内外媒体聚焦电动方程式三亚站比赛
点赞海南好风光

精彩
瞬间

3月23日，2019年度第五赛季国
际汽联电动方程式锦标赛三亚站赛在海
棠湾举行，为场内外观众奉献了一场速度
与激情、勇气与技术的精彩对决。

本版图片均由 武昊 摄

3月23日，国际汽联电动方程式锦标赛三亚站赛在海
棠湾举行，图为观众在安联E部落使用模拟器体验比赛。

⬅FE赛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