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佛罗伦萨国际马拉松竞赛章程 

 
一、竞赛项目 

全程马拉松（42,195 公里） 

 
二、竞赛日期 
比赛时间：2018 年 11 月 25 日（星期日） 8:30 

 
三、报名注册 
根据 2018 年意大利田径联合会颁布的活动组织规则，符合以下要求的参赛者可以参与本次比赛： 

 
• 所有注册于意大利田径联合会分支体育协会的运动员（按照意大利田径联合会的规则，需要年满 20 周岁） 
• 所有注册于国际田联分支机构的外籍和意大利籍运动员。根据规则，参赛者需要按照附件格式出具一份

自证明，用以证明拥有上述机构的会员资格。 

• 所有年满 20 周岁，居住于意大利且注册于任何一家体育推广机构的外籍和意大利籍运动员，并拥有意大

利田径联合会颁发的 RUN CARD EPS 证明卡。根据注册条款，参与竞技类比赛的运动员还需要附上在有

效期内的（有效期涵盖至 2018 年 11 月 25 日）田径运动员竞赛运动健康证明复印件。 

• 所有年满 20 周岁持有 RUN CARD 证明卡（可报名时申请）的外籍及意大利籍运动员。根据注册条款，

参与竞技类比赛的运动员还需要附上在有效期内的（有效期涵盖至 2018 年 11 月 25 日）田径运动员竞赛

运动健康证明复印件，主办方将于发放胸牌时检查。非居住于意大利的外籍参赛者也可携带由其本国发放

的证明，但是按照意大利的参赛规则需要做一下内容的检测：1）体检 2）尿液检测 3）休息与运动后心

电图 4）肺功能测定（健康证明表格见附件） 

无上述任何注册证件的运动员将不予参加比赛。 

 
在发放胸牌时，注册者需要出示在有效期内的意大利田径联合会的证明卡，RUN CARD 证明卡或者 RUN 
CARD EPS 证明卡。持有 RUN CARD 证明卡或者 RUN CARD EPS 证明卡的竞赛者不能享有奖金或其他

类似的奖励（折扣券，奖金，酬金等）但是会计入活动排名。 

 

四、参赛注册所需文件 
- 注册表 
- 付款证明 



- 意大利田径联合会的证明卡，RUN CARD 证明卡或者 RUN CARD EPS 证明卡（同时附上在有效期内体

育推广协会的证明卡），田径运动员竞赛运动健康证明复印件 
如何注册 
• 线上注册登录网站 EnterNow 
• 登录网站 www.firenzemarathon.it，下载注册表格，填写完毕后与付款证明，健康证明以及注册协会证明

一同发送至邮箱 iscrizioni@firenzemarathon.it 

 
 
五、2018 年报名收费标准： 

从  至  欧元€ 

2018 年 1 月 16 日 2018 年 5 月 15 日 40  

2018 年 5 月 16 日 2018 年 7 月 31 日 50 

2018 年 08 月 01 日 2018 年 10 月 15 日 60  

2018 年 10 月 16 日 2018 年 11 月 15 日 80 

于 2018年佛罗伦萨马拉松博览会上注册（11月 23，24日开跑前两天） 100 

 
六、佛罗伦萨接收报名的办事中心： 
（办事中心将会按照上述日程对应的价格收费，且只接收现金） 

- L'Isolotto dello Sport, Via dell'Argingrosso 69 a/b Tel: 055/7331055  
- Training Consultant, Via Fra Giovanni Angelico, 6 - Tel: 055/6236163 
- Firenze Marathon (Viale M. Fanti, 2 – 50137 Firenze) 星期一至星期五 开放时段: 09:00-13:00, 

14:00-18:00. 

敬请各位参赛者留意付款时间，对于没有在指定时间内注册和／或缺少健康证明和／或没有协会机构证明

卡和／或没有付款证明的参赛者，主办方将不予接收。 

主办方 Firenze Marathon 将根据某些特殊情况，保留暂时终止或提前结束注册的权利。所有的变动将会公

布于网站：www.firenzemarathon.it 。 

在 2018 年的相关活动日程安排中，已经确认的活动有 11 月 25 日 19 点在 Music Hall Obihall (Lungarno 
Aldo Moro,3)举办的“马拉松派对”——表演，舞会，晚餐。 

参与该活动的费用将在注册时缴付。 

派对活动将给运动员及其陪同人员保留名额直至活动满员。 

马拉松派对——2018 年 11 月 25 日（星期日）19 点 

马拉松参赛者 10 欧元／人 

陪同人员 15 欧元／人 

七、支付方式 
注册马拉松的支付方式如下： 
线上支付 —— 信用卡（登录网站 Enternow） 
线上支付 —— 银行转账（登录网站 Enternow） 



邮件支付 —— 通过邮政汇款至 c/c postale n° 1822914，收款人为 FIRENZE MARATHON S.c.r.l. 
邮件支付 —— 汇款至 IBAN: IT12P0103002845000000908823  BIC: PASCIT M 1 W 19 
佛罗伦萨注册办事中心 —— 现金支付 
只有在收到付款收据后注册才能生效。（可以通过 email 或者传真，发送收据复印件，邮政汇票或银行转

帐收据至指定接收方） 

八、缺席及注册费返还 
如注册后不参赛，注册费用将不予返还。 

然而，对于未能前来参赛的选手，将可以有两种替代选择，请于 2018 年 11 月 15 日之前和主办方沟通： 

1） 在支付 20 欧元手续费用之后，可以将注册改至 2019 年第三十六届佛罗伦萨国际马拉松，但本延期规

则 多只能顺延一年，且不能与其他价格优惠叠加使用。 

2） 在支付 20 欧元手续费用后，退回确认收据，将注册资格授予另一位参赛者。替代参赛的选手需要提

供完整的个人信息填写新的注册表格，注册协会的会员资料以及健康证明。选手将在比赛开始前的起

跑区分配到一个新的胸牌。该替代方案只能用于本届 2018 年的赛事，且只能转移一次参赛资格。本

替代方案不可与其他价格优惠叠加使用。 

九、确认函 
一旦注册完成之后，选手将会收到一封邮件发送的确认函。 
随后，在注册通过验证之后，选手将会收到另一封确认函带有胸牌号码和注册状态说明的邮件： 
绿色指示灯表示注册正常； 
红色或者黄色指示灯表示注册未能完成，需要补交缺少的材料（付款收据，有效期内的意大利田径联合会

证明卡，Run Card , Run Card EPS (并附上有效期内的所属体育推广机构的证明卡)，有效期内的田径运

动员竞赛运动健康证明复印件）。 
确认函仅会通过电子邮件发送。 

 
在佛罗伦萨马拉松博览会上领取胸牌时，确认函需要与身份证件以及其他可能需要的证明一起出示给主办

方。 

 
十、领取胸牌及比赛装备 
参赛选手可以在 2018 年 11 月 23 日（周五）／24 日（周六）于佛罗伦萨马拉松博览会上领取胸牌。地址

为 Stazione Leopolda, V.le Fratelli rosselli 5，时间段为 09：30 — 20：00. 

 
领取时需要出示身份证明，确认函（在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上出示也可），确认函邮件中所指出的所需文

件（有效期内的意大利田径联合会证明卡，Run Card , Run Card EPS (并附上有效期内的所属体育推广机

构的证明卡)，有效期内的田径运动员竞赛运动健康证明复印件））。 

 
十一、胸牌号码分配及注册确认 
胸牌号码的发放规则将会按照以下标准执行： 
-收到付款成功的注册申请日期顺序 

 
起跑区及开跑流程 

 
开跑日当天为了更好的分流选手与观众，选手将根据注册时填写的个人 好成绩分配到不同的起跑区。 



个人 好成绩指的是在 近两年内在一场标准全马(42,195 km)内选手所取得的 佳成绩：可以在填写注册

表时声明。 
主办方保留审核选手所申报 佳时间的权利，并在发现与实际情况有出入时，有权更改已经发送出的胸牌

号码。 
选手可以在 2018 年 10 月 11 日前与主办方沟通，更改（或者提交）其个人 佳成绩。 
逾期提交的成绩将不予采纳。 

 
所有可能的更改只有在出示相关文件证明其计时表现后才能被授权处理。 

 
若缺乏所需文件，其变更请求将不予采纳。 
起跑点的分配仅以马拉松成绩作为唯一参考，与所选择的竞赛距离无关（例如，半马，30 公里等） 
对于 2018 年 11 月 10 日以后收到的注册申请，主办方不能保证参赛者可以被分配到正确的起跑点。 

对于在注册时没有提交 佳成绩的参赛者，主办方将根据组织需要自由安排选手的起跑点。 

2 小时 30 分以内 —— 黄色起跑点 

2 小时 31 分至三小时 —— 红色起跑点  

3 小时 01 分至 3 小时 30 分 —— 蓝色起跑点 

3 小时 31 分至 4 小时 —— 灰色起跑点 

4 小时 01 分至 4 小时 30 分 —— 绿色起跑点 

超过 4 小时 30 分 —— 紫红色起跑点 

 
十二、起跑 
所有选手于开跑日上午 8 点在 Duomo 广场集合，比赛将于 8:30 开始。残障选手将于 8：27 分提前开始。

7:00 至 8:00 选手进入各自起跑点，迟到者将被分配至赛道末尾的 后一个起跑点。在 8:00 之前所有选手

必须在各自的起跑区准备完毕。选手不可进入与其胸牌指示不符的起跑区，一旦进入起跑区选手将不得擅

自离开。但是，选手可以在比其指定起跑区更远的起跑点开跑。 

 
十三、胸牌号码 
胸牌号码必须严格保证个人使用，不能与其他选手做交换，如有发现将被取消资格。 
胸牌号码必须以清晰可见的方式贴在参赛选手的运动服正面，选手全程佩戴。不可有任何形式的阻挡或涂

改，如有发现将被取消参赛资格。 

 
十四、时间限制 
跑完全马 42,195 公里的时间将被定在 6 小时以内，跑完半马 21,097 公里的时间将被定在 3 小时之内。跑

完 30 公里的时间将被定在 4 小时 15 分之内。每公里需要 8 分钟 30 秒的参赛运动员请严格遵守当地交通

法规。 

 
十五、用时与芯片 
计时服务将由 Timing Data Service 微芯片提供，用于记录选手完成的实际时间。 



芯片必须严格保证个人使用，不可交换。 

 
实时记录将从跑出起跑点开始至跑入终点。同时将在 5 公里—10 公里—15 公里—21.097 公里—25 公里

—30 公里—35 公里—40 公里处记录每一位选手的平均时间。此外还将进行选手用时的随机检查，以保证

比赛排名的公正性。芯片将被至于胸牌背面，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移除，否则将不得参与排名。没有芯

片也就没有时间记录。 

 
芯片将在终点区由我方的人员回收在相应的盒子中，未能出发的选手也需要上交其芯片。对于中途退赛的

选手可以在沿途的休息站交还芯片。 

 
注意：芯片经过编程设置，只能用于佛罗伦萨马拉松活动。 

 
如未能及时归还主办方芯片，将会产生 20 欧元的费用。如未缴纳，主办方会在第二年注册时收取。对于

未能出席或中途退赛的选手，请于 15 天之内将芯片寄回佛罗伦萨马拉松主办方：FIRENZE MARATHON – 
Viale M.Fanti, 2 – 50137 Firenze。如果芯片遗失，请邮政汇款址 c/c postale n.1822914，收款人 FIRENZE 
MARATHON，金额 20 欧元，汇款原因：赔偿。 

 
十六、参赛成绩 

官方成绩，总成绩和部分成绩，在经过技术代表及法院认证过之后在网站 www.firenzemarathon.it 以及

www.tds-live.com 上发布 

 
十七、投诉 
任何投诉都必须符合意大利田径联合会以及国际田联的国际技术规定 

 
十八、包裹寄存 
包裹寄存服务将在起跑区的制定区域提供，于当日 7 点开始根据不同的胸牌分组。服务人员将把适当的行

李放置于预先规定的区域内。请选手务必使用主办方提供的袋子，并在袋子上贴上与胸牌号码一致的标签。

严禁将衣柜作为更衣室。主办方提醒您请不要在衣柜内遗留贵重物品（主办方对于失窃不负任何责任）。

主办方为每一位选手提供了塑料雨衣，以便在下雨或强风时使用。 

 
十九、颁奖 
颁奖仪式上，男子绝对排名前三，女子绝对排名前三，以及残障人士手动自行车，推车，四肢残障，半身

残障运动员将登台颁发奖励。 

 
二十、肖像权 
在填写签署第 35 届佛罗伦萨马拉松注册表开始，选手将明确授权主办方免费使用其参加佛罗伦萨马拉松

期间所被采集的肖像（静态／动态）。该肖像权的授权使用意味着，选手授权自己的形象在全球范围内无

限期的授予，不受地域限制，用于各种出版物和影片，包括但不限于宣传材料和/或广告及所有媒体制作。 

 
此外，主办方可以将本协议规定的肖像使用权转让给第三方，其合作机构和商业伙伴。 

 
二十一、责任声明 
在签署注册表格之后，选手声明了解并接受公布于网站 www.firenzemarathon.it 关于第 35 届佛罗伦萨马拉

松的规则。同时签署者也明确表示其责任，不仅声明真实性（第 15/05/1997 颁布的第 127 条法律第 10 章



第 3 款修改的 04/01/1968 颁布的第 15 号法律第 2 条款），同时也免除了主办方在选手遭受或选手造成的

人身和/或事物的损害时，一切民事和刑事责任。 

法律 DLGS 196/2003 第 13 条关于- 隐私保护 

点击此处了解隐私保护和个人数据处理同意书 

 

二十二、最后告知 

佛罗伦萨马拉松的主办方保留为了确保更好的组织活动，在与意大利田径联合会沟通并取得同意后，在任

何时间修改现行规则的权利。所有可能的服务、地点和时间的更改将以确认函的形式及时告知给已经注册

的选手，或者将会公布于网站 www.firenzemarathon.it.  
对于本文本内未能提及的内容，将采用意大利田径联合会及田径竞赛裁判的技术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