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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VIA IN 
GENERAL
拉脱维亚概况

拉脱维亚是一个有着海滨沙滩，广袤森林和未
被破坏的自然风光的绿色环保的国家。乡村的
生活节奏静谧安逸；生活在安全和谐现代城市
里的人们谦逊好客。

自古以来拉脱维亚地处东部和西部，南部和北
部的交界处，这使得拉脱维亚成为一个多元文
化的国家，各个国家的传统文化在此融合，创
造出一个独一无二的文化氛围，在世界上其他
任何地方都不能被找到。

拉脱维亚像其他欧洲国家一样，有着丰富的文
化历史遗产，但它它确是独一无二，无可比拟
的。细心去观察并且放慢脚步去游玩会让你发
现令你高兴到心跳加快的东西。

欢迎来到拉脱维亚！

国家代表色

波罗海岸

自由纪念碑



5

FACTS ABOUT 
LATVIA
关于拉脱维亚

地理位置 北东欧波罗的海的东海岸

领土 64.589km2-比利时的两倍

邻边国家 爱沙尼亚，俄罗斯，白俄罗斯，
立陶宛

人口 1969000居民-和维也纳一样多

人口密度 31/km2-在欧洲最小的之一

首都 里加-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
具有历史中心的波罗的海国家
最大的城市

气候 四季

森林 54%的领土覆盖有丰富的植被

自然保护 633个自然保护区，其中336个
被列入"Natura	2000"（一个欧
盟境内的自然保护区网络）

海岸 500km的白沙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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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历史

现代拉脱维亚人的直系祖先系属约公元前2000
年定居于现在的拉脱维亚领土的Proto-Baltic部
落。

由于其理想的地缘政治位置,拉脱维亚的领土经
常被13世纪的德国十字军，16世纪的波兰、18
世纪的瑞典和俄罗斯侵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拉脱维亚一直被德国占
领，直到俄国军队接管拉脱维亚并且一直被苏
联占领，直至1991年。

拉脱维亚恢复战前的独立，并在2004年加入北
约和欧盟。

如今拉脱维亚是一个民主议会制共和国，有着
自己的语言，文化和经济增长。

拉脱维亚人类学的露天博物馆

图雷达堡

里加汽车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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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S
经济

拉脱维亚有独特的地理和文化优势，为针对欧
盟国的发达经济体和亚洲的新兴市场的经营活
动提供战略位置。

最大的港口是在Ventspils，里加和利耶帕亚。
拉脱维亚是世界贸易组织、申根和欧元区的成
员。

四个拉脱维亚经济的基石是农业、化工、物流
和木工。其他著名的行业包括纺织、食品加
工、机械生产和绿色技术。

波罗的海最大的机场是里加国际机场——有着
超过70个国际直达航班，涵盖了里加所有航班
的近三分之二航班。

世界银行和欧洲中央银行预测~	到2018年将实
现4%的经济增长。

里加港口

松木林

Valmiermuiza啤酒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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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
自然

拉脱维亚有非常多样化的自然风光，广袤的森
林地区，大沼泽和郁郁葱葱的草地，长约500
公里的海岸与白色沙滩，无数的湖泊和河流风
景如画。4个国家公园,42个自然公园、4个自
然保护区,1个生物圈保护区,2个历史性的植物
园——拉脱维亚有不少东西值得骄傲的。

还有许多小路和瞭望塔以及许多户外主题和活
跃的娱乐公园提供给自然爱好者。骑马,障碍跑,
滑雪、帆船、彩弹射击、高尔夫、越野识途比
赛——这些活动都能使游客全身心享受这里。

斗篷科尔多峡谷

塔顶国家公园

凯迈里国家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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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
文化

拉脱维亚有丰富多样的文化遗产受到动荡的政
治历史以及主要的东西方贸易路线上的立场。

可以观察到拉脱维亚的个性在其传统的木制,中
世纪和新艺术建筑和音乐——从歌舞节到世界
级的古典音乐和歌剧。

首都里加的历史中心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
界遗产。

取悦你的感官与启蒙思想之旅在拉脱维亚的城
堡和宫殿、庄园、教堂和享受独特的节日和五
颜六色的季节性庆典。

拉脱维亚国家歌剧院

传统拉脱维亚手工制品

夏至节日-	Jani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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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ISINE
烹饪

能想象着尝一口新近腌渍的咸黄瓜的感觉吗？
或者是一些新鲜的蔬菜，前一晚刚熏制的鳗
鱼？里加中心市场正是通往拉脱维亚烹饪美食
世界的最好向导。它是欧洲最大型最古老的市
场之一，它的五个食物大厅位于那些大型的改
装过的齐柏林硬式飞艇库棚内。

如果你想尝到拉脱维亚真正的美食，你必须试
一试那些看起来略微显得稀奇古怪的食物和饮
料，这些都可以在特定的区域找到。

里加中心市场

Sklandrausis胡萝卜派

烟熏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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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THER
天气

冬季总是从十一月中旬一种持续到三月初为
止。冬季的温度会呈现大幅度波动，从零上5摄
氏度到零下30摄氏度不等。

春季，要么早在二月底就已蔓延开来，或者是
要晚到四月下旬，春季一般持续到六月初。春
季的平均气温在0摄氏度到15摄氏度之间。

夏季从六月开始到九月为止。夏季平均气温在
19摄氏度左右，不过个别日子会上升到30摄氏
度。夏季的后半段日子里偶有出现雷雨天气。

秋季从九月开始一直持续到十一月。秋季的气
温在九月时还有10摄氏度，到十一月份时就只
有0摄氏度了。

有时候在入秋之际会出现小阳春天气，温度会
突然上升到2摄氏度，反之，一年中的初雪可能
在十月或者十二月就降临了。

沙滩上的夏季

丁香花园里的春季

公园里的秋季



19

TOP TRAVEL 
DESTINATIONS
最佳旅游目的地

Old Riga
里加古镇

里加的中心位于它的老城之中，名为旧里
加。里加古城鹅卵石街道上的每一步都彰显
着这个城市长达八个世纪的历史。里加足够
小，小到让你感觉就在家乡，同时它又足够
大，大到让你因为它的历史和世界文化遗产
而狂喜不已。希望你能享受在这里的时光！

里加老城

i 	里加旅游信息中心

www.liverig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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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TRAVEL 
DESTINATIONS
最佳旅游目的地

Rundāle Palace
伦达尔宫

Rundāle宫是里加最杰出的建筑里程碑之
一，在这里，人们可以欣赏到十八世纪奢华
的室内装修，可以沉醉在芬芳的玫瑰园，可
以享受到喷涌的泉水印出的绚丽彩虹，可以
体验到库尔兰公国种无忧无虑的生活。

Rundāle宫的金色大殿

i 	Rundāle宫博物馆

www.rundal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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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TRAVEL 
DESTINATIONS
最佳旅游目的地

Gauja 
National Park
塔顶国家公园

几个世纪以来，Gauja河那独特的古老溪谷
一直吸引着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旅游者前来拜
访。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原始自然的魅
力，仿佛穿越到中世纪时代，或是体验全年
候的娱乐消遣。

砂岩悬崖

i 	Gauja区旅游信息

www.entergauj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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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TRAVEL 
DESTINATIONS
最佳旅游目的地

Jūrmala
Seaside Resort
尤尔马拉海边度假区

Jūrmala是拉脱维亚最受欢迎的，同时也是
波罗的海诸国最大的海滨疗养地，它有着洁
白多沙的蓝旗沙滩，卫生清新的松林空气，
还有矿物质水，SPA和卫生中心。Jūrmala能
让你恢复活力，更好得享受生活。来这儿度
过你的下一个假期吧！来欧洲最佳旅游目的
地之一Jūrmala吧！

Jūrmala的Jomas街道

i 	Jūrmala旅游信息中心

www.visitjurmala.l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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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TRAVEL 
DESTINATIONS
最佳旅游目的地

Cēsis
塞希斯

Cēsis是拉脱维亚最古老的城镇之一，当然
毋庸置疑，也是最美丽的城镇之一。自13
世纪起，中世纪的Cēsis城堡就已经将它的
命运与整个城镇结合在一起，共同对抗俄罗
斯，波兰和瑞士军队的攻击。如今，这里有
着许多花园，鹅卵石路，还有热情好客的当
地居民，用他们的浪漫吸引，沉醉着来往的
游客。

Cēsis老城

i 	Cēsis旅游信息中心

www.tourism.cesis.l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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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TRAVEL 
DESTINATIONS
最佳旅游目的地

Kuldīga
库尔迪加

Kuldīga一直以来深受诗人和画架的赞
誉。Kurzeme那拥有红色屋瓦和恬静气息的
魅力小镇一直吸引着人们在其宁静的小路上
漫步游走，或是骑个小车，或是看场露天电
影。来Kuldīga玩儿吧！这是欧洲最佳旅游
目的地之一！

Kuldīga老城

i 	Kuldīga旅游信息中心

www.visit.kuldiga.lv



里加湾

IRBE海峡

国家公园

欧洲最佳旅
游目的地

蓝旗沙滩

机场

码头

渡轮航线

铁路

中心大道

分开的交通
行车带

其他道路

传说

Gaiziņkalns
山丘

波罗的海

塔顶国家公园

Rāzna国家公园

凯迈里国家
公园

Slītere国家公园

丘陵区

湖泊区

MAP OF 
LATVIA
地图

爱沙尼亚

俄罗斯

立陶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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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INFORMATION
实用信息

当地时间
里加的时间是格林尼治标准时间加上2个小时（
从三月下旬到十月下旬，拉脱维亚属于西欧夏
季时间，格林尼治标准时间加上3个小时）。

货币
拉脱维亚的流通货币是欧元(€)。人们可以在市
区的大多数银行，外汇局，购物商场和主要的
交通枢纽兑换货币。

ATM机器和信用卡
拉脱维亚有很多资助银行取款机，并且大多数
的主流信用卡都可以在拉脱维亚使用。

购物
大多数的商店周内从早上9点开业到晚上7点，
但是周末的时候会较早闭店。超市和大型商场
一般一周七天营业，时间从早上9点到晚上10
点为止。纪念品商店和其他旅游场馆一般一周
七天营业，时间从上午10点到下午6点。销售
人员基本都能掌握基础甚至是良好的英语和俄
罗斯语，有些也能说德语。大多数的商店接受
最普遍的国际信用卡。里加有超过1000家的商
店是有和环球蓝联合作的，人们可以享受到无
税服务，能在购物上减少一些话费。更多详细
信息请咨询：	www.globalblue.com

手机
拉脱维亚拨号接入码+371。
拨打欧洲范围内的急救电话：警察局，火警和
医疗112。
移动电话运营商：LMT：
ņ	 电话1：+371	29319911，ww.lmt.lv，
ņ	 电话2：+371	29500300，ww.tele2.lv，
ņ	 电话3：+371	25851601，www.bite.lv。

WIFI	网络
拉脱维亚电信公司早已在国内建立了最大的公
用WiFi网络，国内拥有超过4500个的连接点，
它们分布在咖啡馆，商店，购物中心，公车、
铁路站台，公园和其他等的地方。大多数的接
入点都是免费的，或者选择性的收费网，在你
通信装置上的“免费电信”。
更多信息请咨询	www.wifi.lv

拉脱维亚旅游手机客户端（免费）
下载拉脱维亚官方旅游导向的软件！拉脱维亚
旅游手机客户端支持苹果和安卓用户，帮助用
户找到旅游景点，住所，活动，餐馆和旅游信
息中心。你同样可以使用这款软件的导航功能
四处游玩，比如它可以提供走路或者行车路
线，也可以计算行车里程。有了拉脱维亚旅游
手机客户端，你可以轻松愉快地了解拉脱维
亚。

供电
拉脱维亚的供电电压是220福特交流电，频率
为50赫兹。你也许需要准备一个欧洲标准的两
插接地适配器。

抽烟与饮酒
请注意，在公共场合中禁止抽烟和饮酒，包括
俱乐部，酒吧和其他场馆。只有夏季咖啡馆和
啤酒花园允许室外用酒。

里加机场
到达里加最便捷的方式便是航空交通。里加机场
是欧洲发展最快速的机场，它提供世界上超过80
个城市的直线航班。主要目的地及其航班时间如
下：

1小时之内 1-2小时 超过2小时
赫尔辛基
明斯克
斯德哥尔摩
圣彼得斯堡
塔林
维尔纽斯
华沙

柏林
哥本哈根
法兰克福市
基辅
莫斯科
布拉格
维也纳

阿姆斯特丹
巴塞罗那
布鲁塞尔
伊斯坦布尔
伦敦
巴黎
罗马

里加机场靠近里加中心（13千米），也靠近著名
旅游胜地Jūrmala（20千米）

ņ	 地址：拉脱维亚10/1，里加机场
ņ	 信息热线：:	+371	29311187（分钟付费）
ņ	 失物招领：+371	67207236	
arrival.service@riga-airport.com

ņ	 机场信息：www.riga-airport.com
ņ	 机场大巴：22路
ņ	 行车时间：30分钟（大约）
ņ	 公车日程表，票价：www.rigassatiksme.lv
ņ	 免费信息热线：+371	80001919

出租车
波罗的海出租车公司和红顶出租车公司（Rīgas	
Taksometru	parks）是公认的两大出租车公司，
出租车们将会将你从机场带到里加中心，耗时大
约15分钟，收费12欧元-15欧元。

汽车出租
www.avis.lv,	www.budget.lv,	www.europcar.lv,	
www.sixt.lv



©	拉脱维亚投资发展署，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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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卖品

www.latvia.travel
www.vimeo.com/channels/latviatravel




	拉脱维亚概况
	关于拉脱维亚
	历史
	经济
	自然
	文化
	烹饪
	天气
	最佳旅游目的地
	地图
	实用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