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 月 日

亚洲保时捷卡雷拉杯第二及第三回合 

富士站酣畅完赛 菲利普·汉佩特继续领衔总积分榜

 范德瑞（ ）与菲利普·汉佩特（ ）分别夺得第二及第三回合的全场冠军。
 绅士组方面，李超与包金龙分别夺得第二及第三回合的冠军。
 凭借菲利普·汉佩特在本周末的强势表现，追星车队领衔经销商车队积分榜。
 亚洲保时捷卡雷拉杯与日本保时捷卡雷拉杯展开史上最大规模的邀请赛，威廉（ ）与包金龙分获

全场及绅士组亚军。

上海/富士。本周末，在日本富士国际赛车场举行的第二及第三回合见证了 2018 赛季以来最激烈的几场

对抗。此外，亚洲保时捷卡雷拉杯再度携手日本保时捷卡雷拉杯举办了邀请赛，为激烈的赛事周末再添

燃情。

本周比赛中，来自 个国家和地区的 位顶尖车手于富士山下集结，驾驶 赛季新启用的保时捷 

款 赛车迎战亚洲最快赛道之一 —— 日本富士国际赛车场。

范德瑞全程领跑第二回合 菲利普·汉佩特险胜第三回合 

第二回合比赛在迷雾与阴雨中惊险开场，棘手的赛道条件即使换上雨胎也无法掉以轻心，赛车接连发生打

滑，并导致 名车手提前离场。来自保时捷控股车队的马丁（ ）却似乎并未受不利环境

影响。从第五位发车开始，他便稳步突进，接连超过锦龙车队的 与 的赛斯汀

拿（ ），排在第三位。与此同时，以杆位发车的范德瑞则在全力抵挡后方菲利

普·汉佩特的压力。最后一圈，马丁果敢地一击，成功超越菲利普·汉佩特。最终，全程领跑的范德瑞夺

得第一名，马丁与菲利普·汉佩特分别获得第二和第三名。

第三回合比赛时，天气条件转好，干爽的赛道点燃了车手们尽情竞速的渴望。以第二位发车的菲利普·汉

佩特凭借良好的起步，迅速在第一道弯超越杆位范德瑞。在第一阵营身后，众车手间的角逐也异常激烈，

尤其以赛斯汀拿、马丁、 与 车队的威廉（ ）间的火花

最盛。最终，威廉成功在混战中突围，占据第三位直至比赛结束。在他身前，范德瑞步步为营，在最后一

圈试图反超菲利普·汉佩特，但遗憾被对方成功抵挡。最终，菲利普·汉佩特成功登上最高领奖台，范德

瑞与威廉分占后两席。 



 

菲利普·汉佩特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中表示：“今天的比赛非常激烈。刚开始我还是比较冷静的，但我深

知范德瑞是强大的对手，他也充分展现了自己的坚韧，直至比赛结束。去年，我在富士站发生了一些失误，

遗憾地被范德瑞超车，但今年我胜利了。” 

绅士组激战连发 李超与包金龙富士告捷

绅士组的战况同样精彩。第二回合，来自正通汽车车队的包金龙拿下杆位首发，但极低的能见度和湿滑的

赛道令这位中国车手的发车异常艰难，他最终因赛车打滑遗憾退赛。借此机会，来自保时捷北京长安和北

京金港车队的李超升至第一位，在他后方是雄心勃勃的 车手宾查劳

（ ）和 车手谢汉耀。最终，李超成功顶住压力，获得组别第一名，

宾查劳与谢汉耀分获第二及第三名。 

第三回合，包金龙整装重返赛道，并再次以杆位发车。在第一道弯，利落起步的李超顺势将包金龙超越。

紧接着，在完成第一圈后，包金龙反超成功，并直抵最高领奖台。领奖台的后两席则由谢汉耀与

车队的申威夺得。 

包金龙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中表示：“在昨天的第一场比赛中，我很不幸在第一道弯就退赛了。但今天我

的运气还不错，尽管在第一道弯被超车了，但我迅速反超成功，从那以后，我开始持续领跑组别，直至夺

取最终胜利。” 

追星车队强势捍卫经销商车队积分榜榜首

随着菲利普·汉佩特在本周末两次登上领奖台，他所在的追星车队以 58的积分领衔经销商车队积分榜，位

居第二名的捷成车队获得 积分。 

亚洲保时捷卡雷拉杯携手日本兄弟赛事展开邀请赛 

延续两回合正赛的竞速激情，亚洲保时捷卡雷拉杯携手日本保时捷卡雷拉杯再次展开邀请赛，45 台赛车同

场竞技，组成了邀请赛史上最大参赛阵容。日本车手近藤翼（ ）获得全场冠军，威廉与范

德瑞仅以 秒之差分获全场第二及第三名。 

绅士组方面，同样战况胶着。最终，日本车手 获得组别冠军，包金龙以组别第二名的成绩为亚洲保时

捷卡雷拉杯争得领奖台一席。 



 

亚洲保时捷卡雷拉杯经理史耀恒(  )表示：“周末的两轮角逐十分激烈，充满看点。在首轮

比赛中，恶劣的天气增加了挑战的难度，因此在第二轮的比赛中，所有车手都更加严阵以待。在此，我要

特别感谢日本保时捷卡雷拉杯的参与，与我们共同成就了史上最大规模的亚日保时捷卡雷拉杯邀请赛。” 

 

结束

亚洲保时捷卡雷拉杯 赛季

富士国际赛车场 月 日 – 日 

 

第二回合最终赛果 

排名 车号 车手 组别 车队 用时 

范德瑞
专业 

马丁 专业 保时捷控股车队 

菲利普·汉佩特 
专业 追星车队 

崔岳 专业 捷成车队# 

威廉 专业 

李超 绅士 保时捷北京长安和北京金港 

宾查劳 绅士 

谢汉耀 绅士 

绅士 

申威 绅士 

廖力嘉 绅士 

谢纪庭 绅士 

绅士 

申庄 绅士 

区天骏 绅士 

李佳奇 绅士 

邵玉龙  绅士 

昆普洛美
绅士 

蒋长青 绅士 

专业 锦龙车队# 

冯锐森 绅士 



 

未完赛 专业 

未完赛 赛斯汀拿
专业 

未完赛 乔思迈 专业 

未完赛 袁波 专业 保时捷上海外高桥和上海浦东 

未完赛 陆文龙 专业 保时捷中国青年车队 

未完赛 特里斯达 绅士 

未完赛 包金龙 绅士 正通汽车车队# 

 

第三回合最终赛果 

排名 车号 车手 组别 车队 用时 

菲利普·汉佩特 
 

专业 追星车队

范德瑞
专业 

威廉  专业  

陆文龙  专业 保时捷中国青年车队 

崔岳 专业 捷成车队# 

袁波 专业 保时捷上海外高桥和上海浦东 

包金龙 绅士 正通汽车车队# 

谢汉耀 绅士  

申威  绅士  

宾查劳 绅士 

 专业  

李超 绅士 保时捷北京长安和北京金港# 

区天骏 绅士 

特里斯达 绅士 

绅士 

谢纪庭 绅士 

绅士 

昆普洛美
绅士 

蒋长青  绅士 

邵玉龙  绅士 

冯锐森  绅士 

廖力嘉 绅士 

未完赛 马丁 专业 保时捷控股车队#

未完赛 赛斯汀拿
专业 

未完赛 申庄 绅士 

未完赛 李佳奇 绅士 



 

 专业 锦龙车队 取消资格 

乔思迈  专业 取消资格

总积分榜 第三回合后（前五名） 

排名 车号 车手 车队 积分

菲利普·汉佩特  
追星车队 

范德瑞 

威廉

崔岳 捷成车队 

马丁 保时捷控股车队 

组积分榜 第三回合后（前五名）

排名 车号 车手 车队 积分

申威

宾查劳

谢汉耀

李超 保时捷北京长安和北京金港 

包金龙 正通汽车车队 

经销商车队积分榜 第三回合后（前五名）

排名 车号 车队 车手 积分

追星车队 
菲利普·汉佩特  

捷成车队 崔岳 

保时捷控股车队 马丁

保时捷北京长安和北京金港 李超 

锦龙车队 

*非赛季注册车手 

保时捷经销商积分榜



 

合作伙伴

亚洲保时捷卡雷拉杯获美孚 号及米其林轮胎两家车坛知名企业鼎力支持。保时捷和美孚 号最早于

年就建立伙伴关系，双方在研发方面紧密合作，如今每一台新制成的保时捷发动机均注入了

的高性能润滑油。米其林是亚洲保时捷卡雷拉杯的轮胎合作伙伴，每位参赛车手都能体验到最

先进的轮胎，米其林轮胎的稳定表现和崭新科技使许多世界级车队的成绩不断提升。保时捷和米其林

签订全球合作协议，继续米其林和亚洲保时捷卡雷拉杯的伙伴关系，彼此合作亲密无间。亚洲保时捷

卡雷拉杯由马来西亚的亚洲赛车运动有限公司（ ）筹办。

关于亚洲保时捷卡雷拉杯

亚洲保时捷卡雷拉杯将于 年迎来第 个赛季，于 年首次开赛后从未中断。作为保时捷 单一

车型 赛事成员，它在亚洲 跑车赛事中独占鳌头，获得车迷热烈拥戴，传媒争相报导。

赛事将刺激的赛车比赛带到区内每一个角落。车手阵容多元化，来自亚洲、欧洲各地以及泛太平洋地

区，包括经验丰富的专业车手，以及天份极高且雄心勃勃的绅士车手。

关于保时捷中国

继 年，费迪南德·保时捷（ ）先生于德国斯图加特创立保时捷设计工作

室后，凭借两代人的不懈努力， 年，其子费利·保时捷（ ）先生将保时捷的设计理

念变成了现实，也标志着保时捷跑车品牌的诞生，并使之成为跑车界的传奇。随着数十年的发展，保

时捷现已成为享誉全球数十载的顶尖跑车品牌。秉承“ ”之卓越理念，保时捷

锐意创新，不断进取，以为全球跑车爱好者提供集卓越性能与非凡效率于一身的完美跑车为己任，不

断拓展跑车设计与制造的新境界。

自 年进驻中国市场以来，保时捷中国便致力于为每一位渴望挑战、追求完美的中国车友带来品牌

所倡导的运动体验与创新精神。此外，来自保时捷全系顶级跑车的无限魅力亦得以倾力呈现——充满

传奇色彩的 跑车、久负盛名的中置发动机跑车 和 、豪华 翘楚

、时尚 先锋 以及拥有纯正跑车基因的豪华轿车 均以超凡性能与极致设计

诠释着保时捷品牌对于完美品质所秉持的至臻坚持。至今，保时捷在中国共拥有 家销售网点，确

保每一位中国车主均能体验到保时捷享誉全球的至臻个性化服务。

年，保时捷中国创造了在中国大陆、香港及澳门累计交付 台新车的杰出业绩，再度成为保



 

时捷全球最大单一市场。 年，保时捷中国将着眼未来，为中国消费者带来更多世界级产品及服务，

在华夏大地上续写传奇。

亚洲保时捷卡雷拉杯官方社交媒体

了解最新赛事咨询，请关注以下官方社交媒体账号：

官 方 微 博

官方微信

如需更多资讯，请访问 或联系：

叶青小姐

保时捷中国

http://weibo.com/Carreracupasia
https://twitter.com/carreracupasia
http://instagram.com/carreracupasia/
http://www.porsche.cn/


 

传媒公关经理 社会化媒体与赛车运动

电话：（ ）

传真：（ ）

电邮：

网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