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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大学登山队 

2012 年卡鲁雄峰攀登活动策划书 

 

活动主题：峰云“绿营地”，再征卡鲁雄 

主办单位：中国农业大学峰云社，中国农业大学登山队 

攀登目标：卡鲁雄峰（6674 米） 

攀登时间：2012.7.09—2012.7.25 

攀登队伍：中国农业大学登山队 

攀登人数：19 人 

攀登路线：传统路线（卡若拉冰川转东山脊路线） 

前期准备：审批（学校团委、中国登山协会、西藏登山协会、家长） 

          训练、赞助、后勤、装备、交通、保险 

后期总结：本次登山活动在攀登、队伍组织等各方面总结、               

报告书、赞助商回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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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辗转九载，荣辱兼程，跋山涉水，艰苦攀登，只为山巅片刻驻足； 

艰难创业，鞠躬尽瘁，尽心尽力，无悔峰云，只求峰云长足发展。 

巅峰时刻，奥运情怀，尽显峰云之霸气； 

雨露峰云，圣地结缘，广播农大之仁义。 

看高山之鹰，翱翔峰巅云端，成就雪山峰云之气概； 

望峰云之子，纵横五湖四海，书写人生绚丽之篇章。 

………… 

    虽只有八年攀登经历，但峰云人以“吃苦耐劳，团结协作，敢于胜

利，勇攀高峰”的农大登山精神，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征服了大大小

小二十余座山峰。这是一个奇迹，也是一个伟业。 

    在峰云人心中，山是永恒的梦想； 

    在峰云人心中，自由是不变的追求； 

    在峰云人心中，艰难与挑战永不构成威胁。 

勇敢者不会畏惧艰难险阻，停止攀登的步伐； 

有志者不会乐享其成，停止前进的脚步。 

我们胸有成竹，众志成城，准备好迎接新的挑战。 

    圣山圣水给予了我们无尽的攀登欲望和无穷的力量。这驱使着我们

愿意再次回到那里，去完成那未完的事业，实现那未了的心愿。 

从四川的四姑娘山起步跨越到新疆慕士塔格峰，漂洋过海到非洲的

乞力马扎罗峰，到世界第六高峰卓奥友峰，再到珠峰奥运火炬的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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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步步走来，并向着梦想的地方走去。峰云社作为大学优秀社团的

代表，我们深知肩上的责任重大，我们会认真走好前进的每一步。往事

云烟，沧海桑田，梦想永恒。 

2012 年的暑假，我们将带着青春激荡的豪迈情怀与永不言弃的坚

定信念攀登，去实现那对山的承诺，对自我的超越。 

我们将在登山训练中不断超越自我，不断探索前进，不断创新发展，

不断成长进步！为我们今后人生之路锤炼品格，磨练毅力。 

我们将把攀登地理高峰的意志发挥到攀登科学高峰上，实现自我的

超越，完成当代大学生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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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动计划 

1、2012年 3月在峰云社内雪山经验丰富的老队员及登协领导的参考意见下确定峰云社 2012

年暑假攀登山峰为西藏卡鲁雄峰 

2、2012 年 3、4月由社团雪山筹备小组积极开展雪山攀登的筹备工作，并积极开展外联工

作，招募赞助合作伙伴。 

3、2012年 4月初从社员中报名选拔有意向参加此次雪山攀登的优秀社员组建 2012年中国

农业大学卡鲁雄峰登山队。 

4、2012 年 4、5月登山队在学校进行集训，集训内容包括登山知识学习、体能训练、技术

操作训练、装备知识及使用培训、医疗培训、团队合作培训等，全面开展雪山攀登的筹备

工作，以保障登山安全顺利。 

5、2012年 5月中旬进行中国农业大学登山队卡鲁雄峰攀登答辩会，邀请学校及登协领导审

核雪山攀登的筹备工作并提出宝贵意见，最后查漏补缺，确保登山安全。 

6、2012年 6月向学校以及西藏登协递交申请。 

7、2012年 7月中下旬进行卡鲁雄峰攀登活动。 

8、2012年 8、9月与赞助商联系协商，做好赞助回馈工作。 

 

二、 山峰资料 

 

1、基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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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鲁雄峰，海拔 6674 米，地处拉轨冈日山脉，东经 90.3度，北纬 28.8度，位于西藏自治

区日喀则地区江孜县和山南地区浪卡子县交界处，在拉萨西南方向约 125公里处。它东侧和南

侧分别分布着西藏的两大圣湖：羊卓雍错和普莫雍错。拉轨岗日山脉是一条延伸 360 多公里的

山脉，在雅鲁藏布江之南，喜玛拉雅山以北。从地质构造上讲，拉轨冈日属于新生代褶皱复背

斜的轴部，核部由麻岩，混合岩组成。 

卡鲁雄峰，难度中下，雪线较长，有冰川地带，地形丰富，裂缝较多，适合有一定雪山经

验的中级爱好者进行练习，提高冰雪作业水平。西藏登山学校的学生们曾在冰川的末端练习最

基本的攀冰技术。 

2、攀登历史 

1988年中日联合登山队历时一个半月登顶卡鲁雄二峰。 

2000年西藏登山学校攀登卡鲁雄二峰。  

2001年藏登在卡鲁雄二峰举办登山节。 

2006年北航一人登顶卡鲁雄二峰 

2006年 9月，日本队在西藏登山队的协助下，登顶卡鲁雄峰主峰，7人登顶。 

2007年厦门大学登山队攀登卡鲁雄二峰 

2008年 7月，人大登山队在西藏登山学校教练多吉格桑，旺多，旦增的协助下 3名队员成功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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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卡鲁雄峰主峰。 

2008年人大 11名队员两名教练登顶卡鲁雄二峰 

2009年农大登山队全体队员登顶卡鲁雄二峰 

2010年北大 16名队员登顶卡鲁雄主峰 

3、 交通、进山路线 

卡鲁雄峰紧邻 307 省道，距浪卡子县 20公里，距拉萨 186公里。307省道为柏油马路，

汽车沿 307省道可从拉萨直接开到大本营，耗时约 3.5小时。行车路线为拉萨—曲水县—

岗巴拉山口—浪卡子县—大本营。112公里公路牌前方 100米左右就有一个左转的石碴路，

汽车由此向里转。在距拐口大约 150米的路边建立本营。 

4、 气候情况 

卡鲁雄峰地处西藏南部山南地区，降水较为丰富。同时，该山被两个高原湖泊包围—--东

北面的羊卓雍错和西南面的普莫雍错，两湖形成的地区性小气候对卡峰的天气有较大影响。卡

鲁雄峰冰川为大陆性冰川，雪线附近年均气温-8℃。浪卡子气象站（4460M）的气象记录显示：

近几年年平均降水 373.6mm，蒸发 2089mm，年平均气温 2.4℃，最冷月（1月）-5.5℃，最热月

（7月）10℃。该区最大的冰川叫卡若拉冰川，面积 9.4km。6至 9月份集中了该地区降雨量的

90%，天气不太好，降雨频繁，鲜有完全晴好的日子。降水一般集中在下午或晚上，降水发生在

上午的情况非常少。夏季攀登时间基本处于藏区雨季，天气成了影响攀登的很重要的因素。 

三、攀登计划 

攀登日程 

时间 A 组 B 组   

7.12 到达 BC，建立 BC，部分队员到达 4950 高度进行适应 

7.13 部分队员侦查路线至换鞋处，建立换鞋处，其他队员整理本营 

7.14 部分队员侦查至 C1，确定换鞋处到 C1 的路线以及 C1 的位置，其他队员运输个

人技术装备和修路物资到换鞋处 

7.15 部分队员本营休整，其他队员运输物资到换鞋处。晚上开会确定下一阶段分组情

况，并对攀登攀登计划做修订。 

7.16 携带营地物资以及营地

物资上到 C1，建立 C1，

宿 C1。部分队员到达 C1

后又向上侦查 

本营休整 运输物资的换鞋处，返回本

营 

7.17 修路至 C2，确定 C2 的位

置，返回 BC 

运输营地物资及修路

物资至 C1，宿 C1 

本营休整 

7.18 本营修休整 运输至 C2，建立 C2，

返回本营 

运输至 C1 

7.19 上至 C1，宿 C1 本营休整 上至 C2，返回本营 

7.20 运输至 C2，部分队员向 上至 C1，宿 C1 本营休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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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以上修路，尝试冲顶 

7.21 部分队员冲顶，部分队员

修 C1 以上的路，返回 BC 

上至 C2，宿 C2 上至 C1，宿 C1 

7.22 本营休整 冲顶，返回 BC 上至 C2，宿 C2 

7.23 本营休整 本营休整 冲顶返回 BC 

7.24 技术训练 

7.25 技术训练 

7.26 拆营，撤回拉萨 

四、资金预算 

1、预算 
 项目 金额 详细说明 

1 前期准备 5000 元  

2 交通费用 25282 元 火车票 389*19*2=14782 元 

包车（来回）卡车 2000*2=4000 元 

            中巴车 1500*=3000 元 

营地值班车 350*10 天=3500 元 

3 后勤费用 10760 元 租用炊具 2000 元 

食品 8000 元 

住宿 19*20*2=760 元 

 

4 交西藏登协 7600 元 注册费 19*100=1900 元 

保险费 19*300=5700 元 

5 教练（3 人）费 
15900 元 教练费：5000 元/人*3 人=15000 元 

保险费：300 元/人*3=900 元 

6 装备费用 37040 元 租高山靴 6*150 元=900 元 

头盔 6*500=3000 元 

租冰爪 6*90 元=540 元 

主锁 15*200 元=3000 元 

路线绳 2*2000 米=4000 元 

安全带 6*500 元=3000 元 

结组绳 30*20 元=600 元 

上升器 10*500 元=5000 元 

羽绒服：19*1000 元=19000 元 

6 后期 5000 元 报告书、报告会、赞助商回馈等 

7 总计 106582 元  

2、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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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山资金主要构成有：队员所缴纳基本费用、企业赞助合作资金。 

企业赞助方式： 

按照赞助金额：冠名赞助，联合赞助，其他形式的赞助。 

按照赞助内容：资金支持，物品服务支持，其他支持。 

 

 

 

 

六、赞助回馈及合作媒体 

    学生登山队伍鉴于学生的局限性需要很多方面的帮助。尤其是企业对学生的关怀和支持。  

大学生是未来市场潜在的消费者，这个群体渐渐的成为一个消费能力越来越大的群体。同

时学生毕业后分布广泛能产生广大的影响力。与此同时大学生对中国户外事业的发展有深远影

响。大学生进入社会后，他们的户外生活理念和方式将代表社会最前沿的理念和方式。 

 

1、活动意义： 

如今大学生登山队有实力攀登技术型级雪山的已经很少了，即使在社会上，民间登山队也

少有队伍有独立攀登技术型的山峰的能力。我们农大登山队作为大学生登山的代表始终秉承“安

全登山、体验式登山与登山训练相结合”的理念，不断超越自我，攀登高峰。此次活动的影响

力向社会传达一种积极向上、不断进取、敢于挑战、顽强拼搏的当代大学生风貌。 

 

2、合作媒体及媒体关注度： 

    目前中国农业大学登山队已经与多家媒体保持良好合作。此次活动合作媒体有：搜狐网，

乐途网，中国户外资料网，新浪网，腾讯网，绿野网，西藏信息中心，中青网，中国大学生在

线，中国国家地理，山野杂志，户外杂志，竞报，中国教育报，中青报等多家媒体杂志。以上

媒体杂志能对本次攀登活动制作专题报道或及时信息的发布。同时，今年登山队计划继续与陕

西卫视《勇者无畏》栏目组合作，联合拍摄此次活动，并制作全程纪录片。登山队也在人人网，

中青网，新浪网开设官方博客会对活动信息及时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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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信在我们的努力下，我们在业内的影响力一定能给贵公司的品牌起到良好的宣传。

我们承诺会尽全力量做好宣传工作。 

 

3、2011 年雀儿峰攀登媒体关注 

报纸： 

《中国青年报》报道了中国农业大学登山队成功登顶雀儿山卫峰。 

杂志： 

《山野》杂志会做一个关于本次登山活动的专题，相关 报道在报告书编写完成之时还未刊

登。 

网络： 

峰云社人人公共主页：http://page.renren.com/600435496/note 

新浪官博：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717723327_0_1.html 

校网团工委主页：http://shetuan.cau.edu.cn/chinese2010/list.php?fid=4 

绿野SNS：http://sns.lvye.cn/home-space-uid-781540-do-blog-view-me.html 

极度公司官网的峰云社部落：http://www.exbear.com/community/group.aspx?cid=201 

8264驴友录：

http://u.8264.com/home-space-uid-34081894-do-blog-view-me-from-space.html 

中国农业大学峰云社搜狐微博：

http://t.sohu.com/following?&uid=129759221#/people?uid=16711139&type=-1&next_curso

r=2427072&pageNo=3 

·专题： 

山野杂志和航程伟业会做一个关于本次登山活动的专题，相关报道在报告书编写完成之时

还未刊登。 

·外界网络媒体（不完全统计） 

答辩会中青网 

http://gy.youth.cn/lyb/201105/t20110526_1597458.htm 

答辩会风景网 

http://news.fengjing.com/603315/16108_1.shtml 

答辩会青檬体育台 

http://55blog.qmoon.net/blog/2011/05/27/%e4%b8%ad%e5%9b%bd%e5%86%9c%e4%b8%9a%e5%

a4%a7%e5%ad%a6%e5%b3%b0%e4%ba%91%e7%a4%be2011%e5%b9%b4%e9%9b%80%e5%84

%bf%e5%b1%b1%e6%94%80%e7%99%bb%e7%ad%94%e8%be%a9%e4%bc%9a%e8%90%bd%e

4%b8%8b%e5%b8%b7/ 

团培中青在线 

http://bbs.cyol.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786429&extra=page%3D8 

医疗培训中青在线 

http://bbs.cyol.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784101&extra=page%3D8 

摄影摄像培训中青在线 

http://bbs.cyol.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785019&extra=page%3D8 

http://page.renren.com/600435496/note
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717723327_0_1.html
http://shetuan.cau.edu.cn/chinese2010/list.php?fid=4
http://sns.lvye.cn/home-space-uid-781540-do-blog-view-me.html
http://www.exbear.com/community/group.aspx?cid=201
http://u.8264.com/home-space-uid-34081894-do-blog-view-me-from-space.html
http://t.sohu.com/following?&uid=129759221#/people?uid=16711139&type=-1&next_cursor=2427072&pageNo=3
http://t.sohu.com/following?&uid=129759221#/people?uid=16711139&type=-1&next_cursor=2427072&pageNo=3
http://gy.youth.cn/lyb/201105/t20110526_1597458.htm
http://news.fengjing.com/603315/16108_1.shtml
http://55blog.qmoon.net/blog/2011/05/27/%e4%b8%ad%e5%9b%bd%e5%86%9c%e4%b8%9a%e5%a4%a7%e5%ad%a6%e5%b3%b0%e4%ba%91%e7%a4%be2011%e5%b9%b4%e9%9b%80%e5%84%bf%e5%b1%b1%e6%94%80%e7%99%bb%e7%ad%94%e8%be%a9%e4%bc%9a%e8%90%bd%e4%b8%8b%e5%b8%b7/
http://55blog.qmoon.net/blog/2011/05/27/%e4%b8%ad%e5%9b%bd%e5%86%9c%e4%b8%9a%e5%a4%a7%e5%ad%a6%e5%b3%b0%e4%ba%91%e7%a4%be2011%e5%b9%b4%e9%9b%80%e5%84%bf%e5%b1%b1%e6%94%80%e7%99%bb%e7%ad%94%e8%be%a9%e4%bc%9a%e8%90%bd%e4%b8%8b%e5%b8%b7/
http://55blog.qmoon.net/blog/2011/05/27/%e4%b8%ad%e5%9b%bd%e5%86%9c%e4%b8%9a%e5%a4%a7%e5%ad%a6%e5%b3%b0%e4%ba%91%e7%a4%be2011%e5%b9%b4%e9%9b%80%e5%84%bf%e5%b1%b1%e6%94%80%e7%99%bb%e7%ad%94%e8%be%a9%e4%bc%9a%e8%90%bd%e4%b8%8b%e5%b8%b7/
http://55blog.qmoon.net/blog/2011/05/27/%e4%b8%ad%e5%9b%bd%e5%86%9c%e4%b8%9a%e5%a4%a7%e5%ad%a6%e5%b3%b0%e4%ba%91%e7%a4%be2011%e5%b9%b4%e9%9b%80%e5%84%bf%e5%b1%b1%e6%94%80%e7%99%bb%e7%ad%94%e8%be%a9%e4%bc%9a%e8%90%bd%e4%b8%8b%e5%b8%b7/
http://bbs.cyol.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786429&extra=page%3D8
http://bbs.cyol.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784101&extra=page%3D8
http://bbs.cyol.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785019&extra=page%3D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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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培训中青在线 

http://bbs.cyol.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787764&extra=page%3D7 

自救他救训练中青网 

http://gy.youth.cn/gyst/201106/t20110628_1629135.htm 

自救他救训练风景网 

http://news.fengjing.com/603318/16689_1.shtml 

自救他救训练户外资料网 

http://www.8264.com/viewnews-67585-page-1.html 

自救他救训练水母网 

http://ly.shm.com.cn/2011-07/05/content_3525816.htm 

自救他救训练 517 

http://www.517huwai.com/news/8812 

自救他救训练西安体育网 

http://www.sn.xinhuanet.com/2011-06/29/content_23127441.htm 

自救他救训练 BBS 

http://online.wusetu.cn/viewthread.php?tid=23232&extra=page%3D1 

雪山技术训练风景网 

http://news.fengjing.com/603321/16926_1.shtml 

出征仪式风景网 

http://news.fengjing.com/603321/17121_1.shtml 

出征仪式中青在线 

http://bbs.cyol.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795864&extra=page%3

D7 

出征仪式中国品牌童装网 

http://news.61ef.cn/2011/0715/43360.shtml 

前站出发风景网 

http://news.fengjing.com/603321/17135_1.shtml 

前站出发中青在线 

http://bbs.cyol.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797130&extra=page%3D7 

出发稿峰云社官方网站 

http://www.caufyu.com/index.php/2011-03-20-04-40-36/15-2011-03-20-05-56-25/13-2011.html 

出发稿中青网 

http://gy.youth.cn/gyst/201107/t20110719_1667109.htm 

出发稿绿野 

http://www.lvye.cn/article-17427-1.html 

出发稿搜狐 

http://outdoor.sohu.com/20110719/n313895576.shtml 

出发稿中国户外运动网 

http://www.iouter.com/n39109c5.aspx 

出发稿青檬体育台 

http://www.qmoon.net/a/shops/2011/0728/275.html 

http://bbs.cyol.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787764&extra=page%3D7
http://gy.youth.cn/gyst/201106/t20110628_1629135.htm
http://news.fengjing.com/603318/16689_1.shtml
http://www.8264.com/viewnews-67585-page-1.html
http://ly.shm.com.cn/2011-07/05/content_3525816.htm
http://www.517huwai.com/news/8812
http://www.sn.xinhuanet.com/2011-06/29/content_23127441.htm
http://online.wusetu.cn/viewthread.php?tid=23232&extra=page%3D1
http://news.fengjing.com/603321/16926_1.shtml
http://news.fengjing.com/603321/17121_1.shtml
http://bbs.cyol.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795864&extra=page%3D7
http://bbs.cyol.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795864&extra=page%3D7
http://news.61ef.cn/2011/0715/43360.shtml
http://news.fengjing.com/603321/17135_1.shtml
http://bbs.cyol.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797130&extra=page%3D7
http://www.caufyu.com/index.php/2011-03-20-04-40-36/15-2011-03-20-05-56-25/13-2011.html
http://gy.youth.cn/gyst/201107/t20110719_1667109.htm
http://www.lvye.cn/article-17427-1.html
http://outdoor.sohu.com/20110719/n313895576.shtml
http://www.iouter.com/n39109c5.aspx
http://www.qmoon.net/a/shops/2011/0728/27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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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成都稿峰云社官方网站 

http://www.caufyu.com/index.php/2011-03-20-04-40-36/15-2011-03-20-05-56-25/14-2011-07-20-02-

29-33.html 

抵达大本营中青在线 

http://bbs.cyol.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804286&extra=page%3D4 

登顶稿农大主页 

http://news.cau.edu.cn/show.php?id=0000043360 

登顶稿中青在线 

http://bbs.cyol.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8048200&extra=page%3D4 

登顶稿中青网 

http://gy.youth.cn/gyst/201108/t20110801_1684703.htm 

登顶稿搜狐 

http://outdoor.sohu.com/20110728/n314785145.shtml 

登顶稿中国户外运动网 

http://www.iouter.com/n39316c14.aspx 

登顶稿峰云社官方网站 

http://caufyu.com/index.php/2011-03-20-04-34-18/20-2011-05-26-02-48-12/20-6130.html 

登顶稿中国大学信息网 

http://www.xo8888.com/Article/zgnydx/6176.html 

归来稿中青在线 

http://bbs.cyol.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8052586&extra=page%3D4 

归来稿风景网 

http://news.fengjing.com/603324/17609_1.shtml 

 

4、中国农业大学登山队与企业合作方式 

我们希望公司能在资金和物品上给我们赞助。 

按照赞助金额：冠名赞助，联合赞助，其他形式的赞助。 

按照赞助内容：资金支持，物品服务支持，其他支持。 

资金需求在活动全程中预计需要 122880 元。同时在物品上我们需要食品，医疗设施，药

品，生活用品，以及专业的登山装备用品。我们希望能得到公司多方面的赞助。 

我们将提供如下赞助回馈 

    1、在登山队的所有宣传资料（包括社刊《雪线》、登山队编辑的雪山资料及各种有关此次

登山活动的其他平面宣传载体）中出现贵公司名称，且在社团网页（校园 BBS）上提供贵公司

的链接（由版主置底，持续时间可以具体商定）。 

    2、在登山队相关媒体报道中（包括电视、网站、报刊等）对贵公司提出鸣谢 

    3、为贵公司的商业推广提供必要的照片和影像资料：我们将在攀登过程中拍摄带有贵公司

http://www.caufyu.com/index.php/2011-03-20-04-40-36/15-2011-03-20-05-56-25/14-2011-07-20-02-29-33.html
http://www.caufyu.com/index.php/2011-03-20-04-40-36/15-2011-03-20-05-56-25/14-2011-07-20-02-29-33.html
http://bbs.cyol.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804286&extra=page%3D4
http://news.cau.edu.cn/show.php?id=0000043360
http://bbs.cyol.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8048200&extra=page%3D4
http://gy.youth.cn/gyst/201108/t20110801_1684703.htm
http://outdoor.sohu.com/20110728/n314785145.shtml
http://www.iouter.com/n39316c14.aspx
http://caufyu.com/index.php/2011-03-20-04-34-18/20-2011-05-26-02-48-12/20-6130.html
http://www.xo8888.com/Article/zgnydx/6176.html
http://bbs.cyol.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8052586&extra=page%3D4
http://news.fengjing.com/603324/17609_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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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的影像资料，作为今后贵公司的宣传资料。 

    4、利用峰云社在学校的影响力，尽力满足贵公司在校内的宣传要求。活动期间校内的宣传

横幅上将标明赞助商名称。 

    5、若贵公司为冠名赞助商（全额赞助商或赞助金额最多的赞助商），则贵公司享有本次活

动冠名权（此次登山队冠名为“中国农业大学*****登山队”），所有有关报道中均出现贵公司名

称及相关简介。 

    6、贵公司产品为本次活动冠以“指定用品”的称号，同时在活动中，队员将针对所使用产

品或贵公司的新产品进行详细评测。 

7、若贵公司为峰云社年度合作伙伴，则峰云社全年所有活动的宣传中都会出现贵公司的

名称及相关简介，并注明为峰云社年度合作伙伴。同时还将拥有所有活动的优先冠名权。 

8、可在登山队队服上印上赞助商的 LOGO 

9、装备赞助商可在提供的装备上喷印上贵公司的 LOGO 

10、在登山队新闻发布会现场悬挂张贴赞助商的旗帜和宣传材料。 

11、邀请赞助商参加登山队庆祝报告会，并发言。 

12、赠送企业“中国农业大学登山队年度优秀合作伙伴”牌匾。 

    13、如果赞助商有其他回报要求，可以经赞助商和登山队协商后达成协议，我们将尽力满

足赞助商的回报要求。 

同时我们也希望公司能给我们更多的建议，给我们更多的专业指导。我们相信公司的专业

建议以及我们不懈的努力中会给贵公司一份合理的答卷。 

 

七、队伍决策机制 

1、决策机制 

（1） 原则：队伍实行民主集中制，由教练组和队长团形成队伍的领导核心，共同决定队伍的

重大事情，少数服从多数人决定。 

（2） 方式：面对重大决定，施行民主投票，在达到半数的人员认为潜在的风险对队伍安全构

成威胁时，撤销攀登计划，改施相应的攀登预案。 

（3） 补充说明 

a、 教练组及队长团成员具有投票的权利，每人一票，无弃权票，其中队长团包括队长、

副队长、攀登队长 

b、 当核心成员人数为偶数时，由其他队员推举产生一名队员代表，共同参与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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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当上山队伍无法与本营取得通信联系时，以小组内的实际核心成员人数计票。 

d、 对于潜在风险，教练组一致认为风险巨大，会对队伍安全造成威胁时，队伍无条件服

从决定，改施相应预案 

2、风险预案 

（1）、队伍在遇到下列情况之一时，放弃冲顶计划，只在安全区域做模拟登山训练 

    a、由于暴风雪等极端恶劣天气原因导致攀登线路处于雪崩易发区域且无法绕行或者能见度

降低（降低到 20m 以下）时，放弃登顶。 

b、由于装备原因（损坏、丢失、缺少等）无法保证登顶要求时，放弃登顶。  

c、由于队员的状态无法满足冲顶条件（高原反应剧烈、雪盲、体力透支、急性高原病或者

发生冻伤情况等），放弃登顶。 

d、冲顶过程中，超过冲顶关门时间（12 点）而未登顶时，放弃登顶。 

（2）、队伍在遇到下列情况之一时，放弃攀登计划只在本营附近做高原适应性训练 

a、山峰在本队进山之前发生过大面积雪崩导致攀登路线无法保障时，放弃攀登。 

b、攀登过程中本营连续 5 天降雨雪，上山路线无法辨识，且各种风险剧增时，放弃攀登 

c、攀登中发现队伍实际实力无法满足此次攀登活动的技术等要求，放弃攀登。 

d、攀登中由于核心队员（队长、副队长、攀登队长、技术教练）出现高原反应等特殊情况

丧失攀登能力导致整只队伍的实力无法满足此次攀登活动的技术等要求的情况下，放弃

攀登。 

e、由于装备（数量、路线改变、质量上）等情况无法满足攀登要求无法攀登时，放弃攀登。 

（3）、队伍在遇到下列情况之一时，攀登活动立即终止，队伍撤回拉萨，返回北京 

a、当地治安不稳定，对队伍安全构成威胁时，终止攀登活动。 

b、活动中出现死亡等意外情况时，终止攀登活动。 

c、有危机人员生命安全的因素出现 

d、后勤供给不足，无法继续维持队伍继续攀登时，终止攀登活动。 

e、出现恶劣天气，使得队伍装备无法满足气候要求时，终止攀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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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攀登周期远大于预计周期时，终止攀登活动 

 

八、中国农业大学登山队攀登历程 

中国农业大学峰云社自 2003年成立以来，在中国农业大学、中国登山协会、西藏登山协会、

西藏登山学校、西藏圣山探险公司等的支持和关注下不断成长和发展。在过去的几年里，我社

本着“吃苦耐劳，团结协作，敢于胜利，勇攀高峰”的峰云登山精神，不断地开创进取。 

1、2004 年五一期间：登顶四川四姑娘山二峰          海拔 5454 米  

2、2004 年暑假期间：登顶新疆穆士塔格峰            海拔 7564 米    

3、2004 年十一期间：登顶四川四姑娘二峰            海拔 5454 米 

4、2005 年 2 月：登顶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锋        海拔 5895 米 

5、2005 年五一期间：登顶四川四姑娘山二峰          海拔 5454 米 

7、2005 年暑假期间：登顶西藏启孜峰                海拔 6206 米 

8、2006 年五一期间：登顶四川四姑娘山二峰          海拔 5454 米 

9、2006 年 10月：登顶卓奥友峰，世界第六高峰       海拔 8201 米 

10、2006 年 11 月：四位队员入选 2007 珠峰奥运火炬预演队 

11、2007 年五一期间：登顶四川四姑娘山二峰      海拔 5454 米 

12、2007 年暑假期间：登顶青海玉珠峰               海拔 6178 米 

13、2008 年 5 月：三名队员（黄春贵 苏子霞 周鹏）入选 2008 年珠峰奥运火炬手

培训名单。其中黄春贵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并作为第四棒火炬

手完成奥运火炬在珠峰的传递 

14、2008 年 9月：攀登四川 田海子山，由于天气原因未登顶 

15、2009 年 1月：登顶四川四姑娘山二峰             海拔 5454 米 

16、2009 年 5月：沿四川雪宝顶西壁路线成功登顶     海拔 5588 米 

17、2009 年 7月：全体队员登顶西藏姜桑拉姆峰       海拔 6325 米 

18、2009 年 9月：登顶西藏启孜峰                   海拔 6206 米 

19、2009 年 10 月：登顶四川四姑娘大峰              海拔 5025 米 

20、2010 年 5月：登顶岗什卡峰                     海拔 5254 米 

21、2010 年 8月：全体队员登顶玉珠峰               海拔 6178 米 

22、2011 年 7月：登顶四川雀儿山卫峰               海拔 6133 米 

23、2011 年 8 月：队员李跃辉代表高校大学生参加中登协“2011THE NORTH FACE 哈

巴雪山大学生户外社团骨干及原著高山向导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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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中国农业大学峰云社荣誉史 

教育部 2008年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评选中，峰云社的《地到天边天做界，山登绝顶

我为峰》获得特等奖。 

同时峰云社优秀社员黄春贵、苏子霞、周鹏被教育部授予 “全国奥运火炬传递勇攀珠峰优

秀大学生”荣誉称号。获得“北京奥运火炬接力珠峰传递成功纪念金盘”。 

07、08年连续被北京市学生联合会评为“首都高校优秀社团”。 

05，06，07，08，09，10、11年连续多年被学校评为“十大优秀社团”。 

2006年度中国户外产业大盘点高校社团活动奖 

中国科学探险协会探索奖，创新成就奖 

07、08、09连续三年组织农大参加北京国际马拉松高校挑战赛均荣获第三名。 

05、06、07、08、09、10、11连续七年组织社会实践队伍赴西藏支教调查并荣获优秀实践

小分队称号。 

2009年年度最佳高校户外社团奖 

2009年第七届“回归杯”大学生攀岩锦标赛女子速度第二名，难度第三名，团体总分第二

名。 

2010年第八届”山旅杯” 大学生攀岩锦标赛女子难度第三，男子甲 A第五，甲 B第五 

2011年第九届大学生攀岩锦标赛甲 B男子难度冠军，甲 A男子速度第 3名。 

在这些荣誉的背后是无数峰云学子努力拼搏，不断进取的结果，当然也离不开各界社会人

士，赞助商，媒体朋友们的帮助。没有你们的无私支持与帮助就没有我们辉煌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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