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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脱维亚十大旅游景点
地址

电话号码

@ 电子邮箱，网址

工作时长-月，工作日，时间

指定语言的导向旅行：DE-德语，ES-西班牙语，
FI-芬兰语，FR-法语，EN-英语，
LV-拉脱维亚语，RU-俄语，SE-瑞典语

GPS坐标

机动车行驶方向，距离

公共交通方向，行驶时刻表

时事新动

拉脱维亚质量体系认证证书持有者

拉脱维亚，被誉为波罗的海国家的明珠，是欧盟
成员国之一，其位于欧洲北部-波罗的海沿岸。
拉脱维亚一直是东西南北间的交汇之地，因此
它成为了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国度，众多的国
家文化在这里融会贯通，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
文化环境，在世界上绝无仅有。来往的游客，
不管是来自西欧还是东方的国家，在拉脱维亚
都能感到轻松自在，都能在此发现他们的兴趣所
在。拉脱维亚，正如其他欧洲国家一般，拥有巨
大的文化遗产；然而，它的文化遗产却又是世界
上独一无二的。细致的观察和从容的娱乐会让你
发现，拉脱维亚的一切事物会让你的心跳在喜悦
中加速跳动。

徒步旅行路线 滑雪，溜冰

自行车路线 游船

机动车路线 游泳场所

儿童娱乐活动 船只

观鸟 骑马

主动性娱乐

符号与标志

拉脱维亚：享受慢生活做好的地方

Rundāle宫殿	 2
老城里加		 4
Aglona	Basilica	 6
Jurmala	海滨旅游度假区	 8
Gauja国际公园-Ligatne	 10
Kuldīga	 12
Turaida	博物馆遗址-Sigulda	 14
Cēsis	 16
Liepāja	 18
Ventspils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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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NDALE宫殿

在Rundāle宫殿，拉脱维亚最杰出的建筑纪念
碑之一，人们可以欣赏18世纪的豪华内饰，从
玫瑰花园里令人沉醉的花香，享受在彩虹映衬
下的闪烁的喷泉，体验无忧无虑的库尔兰公国
法院的日常生活。

Ernst	 Johann	 von	 Biron的宫殿，俄罗斯女
皇Anna	 Ioannovna的喜爱，由传奇建筑师
Francesco	Rastrelli设计的俄罗斯皇家法院是
在拉脱维亚具有巴洛克和洛可可艺术风格更的
最杰出的纪念碑之一。	欣赏壮丽的外观，豪华
的内部和拉脱维亚玫瑰花量最大的玫瑰花园。	
如果没有法国花园，一个巴洛克式的宫殿是不
可想象的，一个精心设计的绿色植物的建筑框
架，应该表现胜过大自然的艺术。	公园延伸到
宫殿的南部。	这里经常举办高质量的音乐会和
艺术活动。	参观房间，展览和了解宫殿和公园
的历史，这里足够逛一整天。

保存着中世纪城堡废墟的Bauska城堡和古董衣
服的展览位于离雄伟的Mežotne宫殿仅15公里
处	-	古典主义建筑的最杰出的纪念碑在拉脱维
亚，也在附近。

RUNDāLE故宫博物馆

Pilsrundāle,	Rundāles	pagasts,	Rundāles	
novads,	LV-3921
+371	63962274,	+371	63962197

@ rundale@rundale.net,	www.rundale.net
5月	-10月	周一-	周日10：00-18：00，
11月	-	4月	周一-	周日10：00-17：00
LV,	RU,	EN,	DE,	FR
56.414616,	24.025383
从里加A7路67公里到Bauska;	然后路P103路12公
里到Pilsrundāle。
巴士“RīgasSAO	-	Bauskas	AO”
（1小时10分钟	-	1小时30分钟）和公共汽
车“Bauskas	AO	-	Pilsrundāle”（15分钟）。	
巴士时刻表:	www.autoosta.lv
Mežotne	Hillfort音乐节（五月），
早期音乐节（7月），
Bauska乡村音乐节（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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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加旅游信息中心

Rātslaukums	6,	Rīga,	LV-1050
+371	67037900

@ info@rigatic.lv,	www.liveriga.com
5月	-	9月	周一-周日	9：00-19：00
10月	-	4月周一-周日	10：00-18：00
LV,	RU,	EN,	DE,	SE,	NO,	FR,	IT,	ES
56.947140,	24.107105
在里加停车：www.rigassatiksme.lv，
www.europark.lv
巴士，无轨电车和电车时刻表：
www.rigassatiksme.lv,
城际巴士时刻表：	www.autoosta.lv,	
火车时刻表：	www.pv.lv/en
里加歌剧节（6月），
国际音乐节“RīgasRitmi”（7月），
里加市节（8月），
“StaroRīga”光节（11月），
圣诞市场（12月）

老城里加

里加的心脏位于老城区	-	里加古城。	在它的鹅卵
石街道上的每一步都揭示了一个八个世纪的城市
历史的页面。	它足够小，让你感觉在家里，同
时也足够大，让你为其历史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遗产所着迷。	慢慢享受它！

里加古城是里加的历史和地理中心，位于道加瓦
河的右岸。	它包括一个相当小的13到18世纪内
部设防系统与独特中世纪建筑的纪念碑	-	住宅建
筑和奇迹般幸存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神圣的建筑的
结合。	狭窄的鹅卵石街道和广场充斥着一个古
老的城镇的古迹。	另外不可能不注意到这生动
的新艺术风格建筑物	-	里加被公认为欧洲新艺术
风格建筑的首都。
Pā r d a u g a v a酒店位于Da u g a v a河
（Daugava	River）的左岸,是19世纪木制结构
建筑的发源地。
位于城市非常郊外的民族露天博物馆是欧洲最古
老的博物馆之一，以古老的拉脱维亚农民的原木
建筑而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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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LONA	大教堂

Latgale拥有风景如画的湖泊和大量的教堂包括
世界上最著名的圣殿-Aglona大教堂。每年这个
圣殿都吸引着成千上万的天主教徒。教堂的独特
氛围和辉煌的内部建筑让你远离日常的烦恼而只
集中于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

早在17世纪晚期，道明会已经建立了一个修
道会并且在Aglina建立了第一个木质建筑的教
堂。1699年建立的这个教堂被烧毁以后，在
1768年到1780年间又在这个木质建筑修道院
的原址建造了现在这个石砌的修道院。这个修
道院存放了各种各样的画作，雕塑作品和艺术
珍品。在宗教节日期间，著名的祭坛画“The	
Miracle-worker	Our	lady	of	Aglona”传说具
有治愈功能，未被发掘。在圣殿附近的Eagle湖
岸边的一个喷泉的水也有相似的神性。1993年
教皇Aglona约翰	保罗二世也曾参观这里。

东拉脱维亚居民对和谐的渴望可以在Latgale
和Rāzna国家公园周边的传统的陶瓷作坊里感
受到，在湖边一边休息一边享受热情好客东拉
脱维亚人准备的传统食物。

AGLONA旅游信息中心

Somersētas	iela	34,	Aglona,	Aglonas	novads,	
LV-5304
+371	65322100,	+371	29118597

@ turisms@aglona.lv,	www.aglona.travel
6月	-	8月	周一9：00-17：00，
周二-周三9：00-18：00，
周四-周五	9：00-19：00，	周六10：00-16：00
9月	-	5月	周一-周五	8：30-17：00
LV,	RU
56.135856,	27.000398
从里加A6路行驶170公里在到Līvāni;	然后P63路行
驶36公里	。
在到Preiļi;	然后P62路行驶27公里在到Aglona。
巴士“RīgasSAO	-	Aglona”（4小时10分钟）
或“RīgasSAO	-	
Dagdas	AO“（3小时50分钟）。
巴士时刻表：www.autoosta.lv
圣母玛利亚的升天日（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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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RMALA	海滨旅游度假区

Jūrmala是拉脱维亚最受欢迎的海滨胜地，也
是波罗的海国家中最大的一个。	 拥有白色的
沙滩“蓝旗”海滩，健康的松林空气，矿泉
水，SPA和健身中心。Jūrmala将帮助你重拾
活力，充分享受生活。	欢迎来这里度过你的下
一个假期吧！	Jūrmala	-	“欧洲最赞的旅游胜
地之一”！

度假村距离首都里加仅有23公里。近26公里长
和宽的沙滩覆盖着白色的石英砂，还有几个“蓝
旗”来保证质量，安全性和舒适性。（还适用于
由特殊需求的人）。

Jūrmala度假村的医疗和康复设施以及水疗中心
全年提供各种含药用矿泉水和峰泥的水疗程序。

城市以其独特的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木制和新
艺术风格的建筑和Ķemeri国家公园的自然资源
为傲。	Jūrmala是一个适合全家娱乐的好地方	
-	有许多景点，儿童游乐场和北欧最大的水上公
园。

JūRMALA旅游信息中心

Lienes	iela	5,	Majori,	Jūrmala,	LV-2015
+371	67147900

@ info@jurmala.lv,	www.visitjurmala.lv
1月	-	12月	周一		9：00-18：00，
周二到周五	9：00-17：00，
周六	10：00-17：00，
周日	10：00-15：00
LV,	RU,	EN,	DE
56.971153,	23.799639
从里加在A10路行驶23公里到Jūrmala。
汽车进入Jūrmala的许可证：
www.tourism.jurmala.lv
火车“Rīga	-	Tukums”，“Rīga	-	Sloka”
，“Rīga	-	Dubulti”或“Rīga	-	Ķemeri”
（25分钟	-	60分钟）。	
Jūrmala的火车站：Priedaine，Lielupe，
Bulduri，Dzintari，Majori，Dubulti，
Jaundubulti，Pumpuri，Melluži，Asari，
Vaivari，Sloka，Kūdra，Kemeri。	
火车时刻表：www.pv.lv/en
在夏季（5月	-	9月），你可以从里加的中心乘汽
艇“新路”到Jūrmala（Majori）。
船时刻表：www.pie-kapteina.lvJūrmala
夏季开放季节（五月），
乔姆斯街节（7月），
国际音乐节夏令营（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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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UJA国家公园-LIGATNE

Gauja河的风景如画的古老山谷几个世纪以来
一直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在这里，你可
以享受到原始的自然魅力，体验回到神秘的中世
纪的感觉还有全年都有各种各样的休闲活动。来
Ligatne	-	“欧洲最赞的旅游胜地之一”！

要想完全领略公园的魅力一整天是不够的。500
多家文化和历史古迹坐落在国家公园-有山堡，
石城堡，教堂，庄园，水车和风车以及一些其他
的考古、建筑和艺术类遗迹。主要旅游目的地有
Sigulda和Cēsis，但这并不是全部哦。

一个真正的自然爱好者不应该错过Līgatne自然
美的点点滴滴，在那里可以看到各种野生动物和
附近的333个砂岩洞穴;	军事遗产的爱好者将从
参观Līgatne秘密地下掩体获得难忘的经历，这
个地下掩体原本是为万一爆发核战争而建造的；
而对历史感兴趣的人肯定会喜欢Līgatne造纸厂
的村庄和	Vienkoču公园的使用古老的挖掘技术
做出的雕塑。

LīGATNE旅游信息中心

Spriņģu	iela	2,	Līgatne,	Līgatnes	novads,	
LV-4110
+371	64153169,	+371	29189707

@ info@visitligatne.lv,	www.visitligatne.lv
5月	-	9月	周一-周日	9：00-18：00
10月	-	4月周一-周日	9：00-17：00
LV,	RU,	EN
57.232929,	25.038416
从里加在A2路上行驶65公里到Augsligatne;	然后
在V283路上行驶6公里到Līgatne。
火车“Rīga-Valga”，“Rīga-Cēsis”
或“Rīga-Valmiera”到“Līgatne”站
（1小时20分钟）。
火车时刻表：www.pv.lv/en
巴士“RīgasSAO	-	CēsuAO”到站“Līgatne”
（1小时25分钟）。	
巴士时刻表：www.autoosta.lv
巴士“Augšlīgatne	-	Gaujasmala”
或“Augšlīgatne	-	Skaļupes“
（20分钟-30分钟）。
巴士时刻表：www.visitligatne.l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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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LDIGA

Kuldiga一直受到诗人和画家的青睐。红砖屋
顶和迷人Kurzeme小镇的静谧让您更想在这里
散散步，骑骑自行车或者在露天看场电影。来
来Kuldiga	-	“欧洲最赞的旅游胜地之一”！

Kuldiga的历史建筑，前库尔兰公国的首都及其
自然景色创造了一个独特的合奏曲，这一点是在
欧洲其他任何地方都感受不到的。Kuldiga的中
心发展与17到18世纪，它古老的木房子和因其
形成的小而窄的街道保留了下来。古镇的房子为
基础形成了小Aleksupite的河岸。Kuldiga美丽
的砖桥是欧洲这类桥中最长的桥梁之一。
该镇也以欧洲最宽的瀑布Ventas	Rumba（249
米）而闻名。	在春天和秋天，可以在瀑布观察
到一个奇怪的景色，产卵的鱼群试图通过跳跃
在空中穿过瀑布。	或许你拉脱维亚最棒的旅行
照片会在这里Kuldiga拍到。

KULDīGA旅游信息中心

Baznīcas	iela	5,	Kuldīga,	Kuldīgas	novads,	
LV-3301
+371	63322259,	+371	29334403

@ tourinfo@kuldiga.lv,	www.visit.kuldiga.lv
1月	-	12月周一-周五	9：00-17：00，
周六	10：00-16：00，周日	10：00-15：00
LV,	RU,	EN,	DE,	ES
56.968594,	21.971016
从里加在A10路行驶75公里到Kandava周转;然后
在P130路行驶64公里到Kuldīga。
巴士“RīgasSAO	-	KuldīgasAO”
（2小时30分钟	-	3小时40分钟）。
巴士时刻表：www.autoosta.lv
Kuldīga24小时自行车（5月），
在Kuldīga的盛宴	-	浪漫和爱的小镇（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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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AIDA博物馆保护
区-SIGULDA

在拉脱维亚的古老居民的语言中Turaida意味
着“上帝的花园”。	在一个秋天的傍晚乘一个
热气球或从Gauja河对岸观看时，Turaida城堡
就像一个用红砖建成的强大的船只耸立绿叶之
上。	所有你需要做的是向上走，享受这个令人
难以置信的自然和人类创造共同创造出的美景。

走在防御墙周边，Turaida博物馆保护区的所
有游客可以了解到波罗的海11世纪的历史和文
化。Dainu山是雕塑的集合地，诉说着拉脱维
亚的民俗传说。Turaida教堂是拉脱维亚最古老
的木教堂之一。在博物馆保护区的地面上还有自
然留下的痕迹，让你能够从一个新的独特视角来
欣赏这些稀少的植物，砂岩以及一些城堡防御工
事和古塔		。

Siguda,拉脱维亚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坐落于
Gauja山谷附近。有令人窒息的美景，夏天和
冬天还有让你兴奋的各类活动，超赞的露天音
乐会-都很适合家庭集体出游放松	。

SIGULDA旅游信息中心

Ausekļa	iela	6,	Sigulda,	Siguldas	novads,	
LV-2150
+371	67971335

@ info@sigulda.lv,	www.tourism.sigulda.lv
5月	-	9月周一-周日	9：00-19：00，
10月	-	4月周一-周日	9：00-18：00
LV,	RU,	EN,	DE
57.153206,	24.853781
从里加在A2路行驶51公里到Sigulda。
巴士“RīgasSAO	-	Siguldas	AO”
（1小时10分钟	-	1小时50分钟）
巴士时刻表：www.autoosta.lv
火车“Rīga	-	Sigulda”，“Rīga	-	Valga”
或“Rīga	-	Cēsis”到“Sigulda”站
（1小时15分钟）
火车时刻表：www.pv.lv/en
仲夏节（6月），
KREMERATA	BALTICA节（6月至7月）
蓝调节和国家蓝调比赛（7月），
国际Sigulda歌剧音乐节（7月	-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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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ēSIS

Cēsis是最古老的，无疑是拉脱维亚最美丽的城
镇之一。	自13世纪以来，中世纪的Cēsis城堡与
俄罗斯，波兰和瑞典军队进行战斗，与这个城市
分享了它的命运，现在与两个公园，弯弯曲曲的
鹅卵石街道和热情好客的人以及镇上浪漫美好的
气氛一起吸引了大批来镇的游客。

Cēsis老镇的鹅卵石街道从中世纪时期以来保留
了他们的布局。	酒店周围环绕着古老的建筑，
内有红色的瓷砖屋顶，封闭式的后院和翻新的外
墙。	Cēsis城堡群是这个城镇几个世纪的历史的
最深刻的证明。	城镇静谧的气氛让你想坐在一
个舒适的咖啡馆，单纯的享受这一切。	每年，
这个小镇都被艺术和文化的节日和庆祝活动唤
醒。	在冬天，它欢迎滑雪者和其他冬季活动的
球迷，在附近的各种娱乐中心度过一段激动快
乐的时光。

距离Cēsis大约8公里的地方有一个更加古老的人
口密集区	-	āraiši湖城堡。	它包括在一个小海岛
上的20多个重建的青铜时代住所。

CēSIS旅游信息中心

Pils	laukums	9,	Cēsis,	Cēsu	novads,	LV-4101
+371	64121815,	+371	28318318

@ info@cesis.lv,	www.tourism.cesis.lv
5月	-	9月周一-周日	10：00-18：00
10月	-	4月周二-周六	10：00-17：00，
周日	10：00-16：00
LV,	RU,	EN,	DE
57.313393,	25.272346
从里加在A2路行驶79公里到Cēsis路口;	然后在
P20路上行驶10公里到Cēsis
巴士“RīgasSAO	-	CēsuAO”
（1小时45分钟	-	2小时40分钟）
巴士时刻表：www.autoosta.lv
火车“Rīga	-	Cēsis”或“Rīga	-	Valga”
到站“Cēsis”（1小时15分钟）
火车时刻表：www.pv.lv/en
Cēsis	Livonian节（5月），
Cēsis艺术节（7月至8月），
Cēsis城堡的历史电影展（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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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EPāJA

Liepāja是宽广的沙滩的家园，在这里您可以透
过一种独特的文化，建筑和军事遗产来欣赏这里
的夏天。	来这里您得去看看可爱的木制建筑和
新艺术风格的建筑，参观艺术画廊，并走走19
世纪和20世纪之交建成的防御工事。	来Liepāja	
-“欧洲最赞的旅游胜地之一”！

Liepāja是波罗的海的东海岸的一个古老港口
城市，人们在那里生活了750多年。	Liepāja是
一个音乐和文化的城市。您可以	参观国际音乐
节和音乐会，或就在城市中音乐俱乐部尽情享
受。	看看世界上最长的琥珀项链和世界上最大
的机械器官！	Liepāja是一座反差鲜明的城市。
走过	有火炬的北方保护区的迷宫，发现军事港
口Karosta或前监狱的建筑的异国情调，探索市
中心的新艺术风格的建筑和海滨公园独特的木结
构建筑！	Liepāja欢迎您与其火热的“蓝旗”海
滩，码头区海滨长廊，时尚的住宿，舒适的咖啡
馆和酒吧共度美好时光。

LIEPāJA旅游信息中心

Rožu	laukums	5/6,	Liepāja,	LV-3401
+371	63480808,	+371	29402111

@ info@liepaja.travel,	www.liepaja.travel
4月	-	9月I周一周五	9：00-19：00，
周六	10：00-18：00，周日	10：00-15：00
10月	-	3月I周一-周五	9：00-17：00，
周六	10：00-15：00
LV,	RU,	EN,	DE,	FI,	FR
56.507343,	21.011084
从里加在A9路行驶215公里到Liepāja
巴士“RīgasSAO	-	LiepājasAO”
（3小时30分钟）
巴士时刻表：www.autoosta.lv
火车“Rīga	-	Liepāja”（3小时10分钟）
火车时刻表：www.pv.lv/en
国际钢琴明星节（3月），
海节（7月），
夏之声Liepāja国际音乐节（7月），
在Liepāja的Holy	Trinity大教堂的国际风琴音乐节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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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TSPILS

Ventspils是一个古老的13世纪水手和渔夫城
市，港口和“蓝旗”海滩生活完美和谐地结合
在一起。	它的居民性格如海风般倔强又如花的
灵魂一样美好。	带您的孩子和朋友，来参观这
个花和喷泉的首都，这个适宜家庭出行游玩的
海边城市吧。

Ventspils欢迎您来波罗的海的“蓝旗”白沙滩
度假，您还可以在室外和室内水上游乐园度过
一段快乐的时光。	孩子们将可以游玩两个游戏
城镇。	冒险公园冬天提供在人造山上滑雪，夏
天可以测试你在各种不同轨道上的敏捷程度。	
喜欢猎奇的人们还可以参观拉脱维亚唯一的数
字天文馆和天文台。	历史在老城集市广场上得
到复现，音乐钟琴钟楼，Livonian	Order城堡，
工艺之家以及Ostgals狭窄的鹅卵石街道。乘坐
1916年的蒸汽机“Mazbānītis”从海滨露天博
物馆或坐着游览船“HercogsJēkabs”沿着港
口行驶，这些都将是十分特别的经历。	这个城
市也因其牛的游行，奢华的花雕，花坛和喷泉而
闻名。	Slītere国家公园和位于Ventspils东北部
的Irbene的Radioastronomy中心也值得一游。

VENTSPILS旅游信息中心

Dārzu	iela	6,	Ventspils,	LV-3601
+371	63622263

@ tourism@ventspils.lv,	www.visitventspils.com
1月	-	12月周一-周五	8：00-19：00，
周六	9：00-19：00，周日10：00-16：00
LV,	RU,	EN,	DE,	LT
57.395870,	21.567535
从里加在A10路行驶189公里到Ventspils
巴士“RīgasSAO	-	文茨皮尔斯AO”
（3小时	-	4小时）
巴士时刻表：www.autoosta.lv
Livonian	Order	城堡的Lilium	Vindaviensis骑士锦
标赛	（6月），
波罗的海地区骑自行车人的国际会议
“Kurland	Bike	Meet”（7月），
风筝派对（7月），
国际波罗地地毯节和Ventspils城市节（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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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脱维亚的主要港口与波罗的海地区的其他港口有渡轮连接。

Riga
Liepaja

Ventspils

Stockholm
www.tallinksilja.com	

Nynäshamn 
www.stenaline.com	

Travemünde	
www.stenaline.com	

•自由港或里加（www.rop.lv）
•利耶帕亚港（www.liepaja-sez.lv）
•文茨皮尔斯自由港（www.portofventspils.lv）

拉脱维亚也有一些较小的港口，对那些喜欢乘游艇旅行的人开
放。	游艇港口和码头的联系信息列表：www.seaclub.lv

•	位置：东北欧，波罗的海东岸
•	面积：64	589平方公里
•	边境国家：爱沙尼亚，俄罗斯，
白俄罗斯，立陶宛

•	人口：1	969	000
•	政府：议会共和国
•	欧盟成员国
•	申根签证国
•	官方语言：拉脱维亚语
•	民族：61.4％拉脱维亚人，26％俄罗斯人，3.4％白俄罗斯
人，2.3％乌克兰人，1.3％波兰人，5.6％其他人

•	资本：里加
•	最大的城市：里加，道加夫皮尔斯，文茨皮尔斯，Jūrmala，
Jelgava，Liepāja，Rēzekne

•	时区：GMT	+2，从4月到11月：GMT	+3
•	国家货币：欧元
•	电标准：220V
•	互联网顶级域名(TLD)：.lv

空中交通是到达拉脱维亚一种特别方便的方式。	里加机场是欧
洲增长最快的机场;	它提供直达世界80多个城市的航班。	一些
主要目的地的大致飞行时间是：

少于1小时					 1到2小时 超过2小时
赫尔辛基，
米斯克，
斯德哥尔摩，
圣彼得堡，
塔林，坦佩雷，
维尔纽斯，
华沙

	柏林，哥本哈
根，杜塞尔多夫，
法兰克福，汉堡，
基辅，莫斯科，
奥斯陆，布拉格，
维也纳

阿姆斯特丹，
巴塞罗那，
布鲁塞尔，日内瓦，
伊斯坦布尔，伦敦，
曼彻斯特，米兰，
慕尼黑，巴黎，罗马，
塔什干，特拉维夫

里加机场靠近里加中心（13公里）和十分受欢迎的度假小镇
Jūrmala（20公里）。

里加国际机场
•	地址：Lidosta“Rīga”10/1，Mārupes	novads
•	信息电话：+371	29311187（按分钟计费）
•	失物招领：+371	67207236，
•	arrival.service@riga-airport.com
•	网站：www.riga-airport.com

•	拉脱维亚拥有广泛的巴士交通网络，几乎通向所有主要的欧
洲和俄罗斯城市。里加长途汽车站位于中央市场旁边。从这
里，公共汽车开往拉脱维亚各地。舒适度和价格因个人路线
和运营商而异。一些路线由小巴和快速公共汽车服务。票可
以在车站内的售票处购买，如果空间允许，可以在车上现金
购买。巴士周五和周六客流量大。为了游客的方便，在主航
站楼设有一个信息咨询中心。

里加长途汽车总站 		
•	地址：Prāgas	iela	1
•	巴士时刻表：www.autoosta.lv
•	在线预订：www.bezrindas.lv，www.buseurope.eu
•	信息咨询电话：+371	90000009（按分钟计费）
•	票务台开放时间：6：00-22：00

里加国际机场公共汽车：第22
•	行程时间：30分钟（约）
•	巴士时刻表，门票：www.rigassatiksme.lv
•	信息咨询：+371	80001919（免费）电话电话

•	车辆靠右行驶
•	建成区的机动车速度限制为50公里/小时，建成区外	-	90公里/
小时;	部分路段100公里/小时。

•	近光灯必须全年使用，包括白天时间。
•	驾驶时的血液酒精含量不能超过0.2‰。
•	必须始终使用安全带和婴儿汽车座椅。
•	所有不超过3.5吨满载的车辆在冬季必须装备冬季轮胎。	
从5月1日至10月1日禁止使用钉面轮胎。

•	机动车进入Jūrmala的许可证：www.tourism.jurmala.lv
•	非欧盟居民乘车进入拉脱维亚必须持有绿卡保险。

道路交通安全部（CSDD）www.csdd.lv
里加停车	www.rigassatiksme.lv，www.europark.lv
里加国际机场租车服务
www.avis.lv，www.budget.lv，www.europcar.lv，
www.sixt.lv
拉脱维亚汽车俱乐部（LAMB）www.lamb.lv

铁路是拉脱维亚最可靠和最便宜的交通方式。	车上的舒适程度
各不相同。	火车通常在早上和晚上高峰时段在最受欢迎的路线
上满载。	票可以在铁路票务台购买或火车上的指挥员以现金购
买，每张票收取额外费用。	信息台位于里加中央火车站。

国际火车线路

从欧洲 从白俄罗斯
莫斯科，圣彼得堡 明斯克

里加中央火车站
•	地址：Stacijas	laukums	2
•	有关火车和时刻表的信息：travel.ldz.lv，www.pv.lv/en
•	移动应用软件（Google	Play•App	Store：	
Pasažieru	vilciens

•	信息咨询电话：+371	67231181（按分钟计费）
•	电子邮件：uzzinas@ldz.lv
•	票务台开放时间：4：30-23：40

关于拉脱维亚

飞机

轮渡

公交 火车

汽车



拉脱维亚拨号代码 +  3  7  1

Where	to	call	in	an	emergency	(toll	free)
紧急	 1  1  2 The	EU-wide	

emergency	
number	for	
police,	fire-
fighters	and	
medical	
service.

警察	 1  1  0

消防	 1  1  2

医院 1  1  3

气体紧急事故 1  1  4

道路事故 1  8  8  8

24小时信息咨询服务
1  1  8  8  
1  1  8  9

（按分钟计费）

实用的电话号码

拉脱维亚.	旅游		移动应用软件（免费）

这是您在拉脱维亚旅行的官方指
南。		Free	Latvia.travel手机
软件适用于“iPhone”
和“Android”用户。用户可以使
用软件将找到旅游景点，住宿，
活动，餐馆和咖啡馆，旅游信息
中心。
你也可以使用这个程序的导航功能
来观光，如步行方向或驾驶方向以
及距离计算。	易于使用！帮助您探
索拉脱维亚！

©	拉脱维亚投资与发展署，2017
照片：取自拉脱维亚投资和发展的档案
R.Hofmanis，S.Kuzmickis
不作为产品销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