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赫蒂-冬季运动之都
拉赫蒂一直都是为创意和创新人才提供鼎立支持的城
市。拉赫蒂的传统工业已实现彻底转型，如今成为
芬兰环保和设计领域的城市领头羊。日益兴旺的旅游
业、人们对福利服务的需求、对创业精神的新观念，
这样的背景让我们致力于以现代化的方式去服务我们
的游客。

抵达赫尔辛基机场，这里拥有亚洲和欧洲之间时长最
短的航班。

全年不停的体育活动是这座城市最大的特色。拉赫蒂
作为体育赛事的主办方拥有其独特的优良传统，已成
为国际关注的焦点。拉赫蒂已经主办了七次北欧滑雪
世界锦标赛，创下一项世界纪录。拉赫蒂每年还会主
办国际滑雪联合会。拉赫蒂不仅举办各种滑雪活动，
还汇聚了很多运动员以及提供滑雪设备和专业知识企
业。从住宿到比赛设备，拉赫蒂使用的都是一流的基
础设施。

Messilä 是芬兰南部家喻户晓的最大滑雪胜地 ，距离
拉赫蒂市中心仅十分钟路程，为高山和自由式滑雪以
及单板滑雪提供一流的设施和服务。

拉赫蒂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主要的冬季运动场地。该
场馆以其多功能和可全年使用的便捷性而闻名，涵盖
十多个运动领域，为专业运动员和体育运动发展提供
重要支持。拉赫蒂体育中心距离市中心 5 分钟车程。

冰上运动是拉赫蒂冬季运动的重要活动之一。这里有
超过十个冰上曲棍球竞技场、多个曲棍球和花样滑冰
俱乐部，还有许多设计和制造冰上运动设备和器材的
公司。拉赫蒂鹈鹕队 ( Pelicans Lahti ) 是世界上第一个
碳中性冰球队，也是芬兰最受欢迎的专业冰球队之
一，他们的主场比赛每周会吸引数千名观众！

拉赫蒂的生活总是和自然交织在一起。这里空气清
新、水质清澈。冬天虽然寒冷，但雪景洁白无暇，美
不胜收。与大自然的联系对冬季运动至关重要，而拉
赫蒂刚好最符合这一条件，正是冬季运动会之都的不
二之选。
拉赫蒂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拉赫蒂是距离中国最近
的欧洲冬季运动城市。乘坐直达列车不到一小时即可

距离拉赫蒂市中心不到 30 分钟车程的地方，提供全
面的冬季运动训练设施，其中包括两个奥林匹克训练
中心：在训练和体育教育方面，Pajulahti 和 Vierumäki
有多学科的顶级专业知识。

这座城市也是北欧滑雪和跳台滑雪的真正家园。拉赫
蒂有超过 200 公里的越野滑雪道。为满足中国对北
欧滑雪市场日益增长的需求，拉赫蒂北欧联盟为包括
训练、滑雪器材和设备管理在内的北欧滑雪提出重要
解决方案。

拉赫蒂是名副其实的运动中心，是运动设施、专业知
识和管理上的领跑者。这座城市始终致力于体育领域
的发展，未来的投资包括兴建世界顶级的赛车车道 屈米赛道( Kymiring)，用于举办如世界摩托车锦标等
全球赛车运动赛事。此外，拉赫蒂市中心还有许多其
他体育和休闲商业相关投资。

拉赫蒂获 2021 年欧洲绿色之都奖

公民个人碳交易计划

拉赫蒂是一个勇往直前的环保型城市，也是可持续发展的领跑
者。2019 年 6 月，拉赫蒂斩获欧洲联盟委员会 2021 年欧洲绿
色之都奖。

拉赫蒂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为公民
推出个人交通排放交易计划的城
市。拉赫蒂的 CitiCAP 项目为解
决流动性排放问题开发了个人碳
交易模式和手机应用。总体目标
是在拉赫蒂建立一个促进可持续
流动的激励机制。2019 年秋天，
拉赫蒂启动一项面向民众的大型
碳中和交易应用。

赢得这一荣誉意味着在 2021 年，拉赫蒂将举办一系列国际和地
方环境活动。为迎接这重要的一年，拉赫蒂选择了碳中性生活、
公民参与、循环经济以及自然和水作为活动主题。
欧洲绿色之都作为一项重要的荣誉，是欧盟对环境活动先驱城市
的认可，说明城市致力于开发创新的环境挑战解决方案，其服务
可作为其他城市的榜样。拉赫蒂在空气质量、垃圾处理、绿色发
展、生态创新和治理等方面实力相当雄厚。
拉赫蒂在 2025 年将成为芬兰第一个主要的碳中和城市。
拉赫蒂正在投资环境友好性的生物能源工厂，自 2019 年 4 初停
止使用煤炭。拉赫蒂 96% 的家庭家庭垃圾将会被用作能源或
材料，循环经济专业知识已成为增长前景极大的业务。

欧亚

大陆

最短

航程

1小时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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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运动教育学院

自 1926 年以来，拉赫蒂联合芬兰滑雪委员组织了七
次北欧滑雪世界锦标赛。城市每年都会组织拉赫蒂
滑雪运动会，这也是国际滑雪联合会举行的官方活
动。 拉赫蒂运动中心每年都会迎来一系列其他国际
冬季体育运动赛事，比如芬兰滑雪马拉松赛和全国
锦标赛。

LAB 应用科学大学与芬兰冬季运动会专业人士组
成一个顶级团队，推出一个独特的冬季运动活动
学院概念，用于满足未来专业人士的教育需求。
冬季运动活动学院推出的文凭课程适用于城市、
政府组织、教育机构，同时也适合希望在中国创
建、发展和组织冬季体育活动的滑雪胜地、公司
和其他利益相关者。

拉赫蒂拥有能力非凡的专业人士，在组织冬季运动
赛事方面拥有世界一流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国
际滑雪联合会 ( FIS ) 相关活动和体育赛事是城市专
业知识的核心所在。

冬季运动活动学院概念结合了大学理论和实际案
例研究。该计划深入探索冬季运动项目组织的所
有主要功能区域，为冬季运动项目管理和学习计
划提供了完整的系列工具。参与者将学习芬兰活
动组织模式，对发展现有项目和创建新项目提出
新的想法和意见，尤其是在可持续发展和组织低
碳活动方面。 该计划可针对客户的具体需求进行
定制。冬季运动活动学院将在中国推出并进行推
广，具体组织工作在芬兰拉赫蒂进行。学院将提
供各种在线教育资源，

拉赫蒂地区每年夏天都会举办大型国际体育赛事，
比如铁人三项 ( Ironman triathlon)。MotoGP
和 MXGP 大赛目前正在全新的屈米赛道如火如荼
地进行。
LAB 应用科技大学是一所致力于创新、商业和
工业的高等教育机构。它在拉赫蒂和拉彭兰塔
( Lappeenranta) 均设有校区，与拉彭兰塔理工大
学有着密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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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130 小时的教育和培训，相当于五（5）个
ECTS 学分（欧洲学分转换系统）。 参与者将获
得由 LAB 应用科学大学和拉赫蒂冬季体育中心颁
发的的认证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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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尤拉赫蒂奥运会和残奥
会训练中心
帕尤拉赫蒂（Pajulahti）距离赫尔辛基不到一
个半小时车程，为一系列冬季和夏季体育活
动提供顶级的训练设备和场地。
我们多功能的体育场馆和无障碍住宿相结
合，创造了独一无二的运动环境，吸引了来
自世界各地的精英职业运动员以及个人和团
队运动的业余爱好者。

从帕尤拉赫蒂出发仅 20 分钟路程，即可抵达世界著名
的冬季运动城市拉赫蒂。在帕尤拉赫蒂的游客可以使
用其专业级别训练设备，进行越野滑雪、冬季两项和
跳台滑雪等运动。帕尤拉赫蒂冰区全年供应高质量的
冰面来举办冰球、雪橇曲棍球、
冰上圈球队、花样滑冰和团体冰舞等运动。
帕尤拉赫蒂是芬兰唯一一家奥体和残奥训练中心。
残疾人运动会是我们主要专业领域之一，也是我们作
为训练中心战略的基石之一。我们在残疾人运动方面
拥有引以为豪的专业知识，我们的教练和体育指导员
随时为您提供支持和建议。2017 年推出的第一个教练
进修资格教育计划，即为残疾人运动教练而设。

我们与包括芬兰残奥委员会在内的残疾人体育组织
合作，高度重视体育馆、设备和住所的水平，尽可
能为他们提供便利。
正是因为这样的成就，我们才能在十多年的时中，
一直获得国际体育联盟的认可，被选择主办重要
的残疾人运动会，如：2012 年电动椅棍球欧洲锦
标赛、2017 盲人门球欧洲锦标赛、2018 年轮椅橄
榄球欧洲锦标赛、2019 年电动轮椅足球国家锦标
赛。2019 年，帕尤拉赫蒂与芬兰残奥委员会合作，
主办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欧洲青年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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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尤拉赫蒂环绕在芬兰美丽的森林和湖泊之中。
这里的环境清净而安全；空气清新、饮用水清爽甘
甜，是世界上难得的理想目的地；住宿条件舒适宜
人、膳食均衡，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给运动员们打
造最佳的训练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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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维耶鲁迈基体育学校
官方奥运集训中心
维耶鲁迈 Vierumäki 基是欧
洲最全面的体育休闲中心之
一，在体育、健康和教育方
面拥有超过 90 年的悠久历
史。现今的维耶鲁迈基已成
为一个年度旅游打卡胜地。
这里有着独一无二的体育运
动、健身活动和休闲体验，
距离赫尔辛基-万塔机场仅一
个多小时路程，四周环绕着
最原始的如诗如画般的自然
风光

运动营地
30

我们为开发新技能和健康习惯提供最优越的环境。我们可以在住宿、
交通和其他多种体育运动和娱乐休闲活动领域，提供定制运动营地。
我们所有的运动设施之间都可步行往返，安全又高效，同时提供适合成
人和儿童的不同类型运动营地。
无论您是热爱体育运动，或是想重返自然、享受静谧的森林和湖水清澈
的湖泊，维耶鲁迈基都可以满足您的一切需求，让您实现一次终身难忘
的旅行。如果您正在寻找轻松且令人难忘的假期，如果您 喜欢富有活
力的运动方式 ，这里就是最理想选择。

5分

分

钟

钟

20 分钟

国际冰球卓越中心
像世界冠军一样训练
著名的芬兰体育学院就位于维耶鲁迈基，这是一所全国
性的运动和体育教练和训练中心。
我们是世界唯一的国际冰球卓越中心 ，与国际冰球联
合会 (IIHF) 和芬兰冰球协会 (FIHA) 携手发展和发扬
冰球运动。
我们为不同水平的运动员和教练提供高品质训练
营和完全定制的活动套餐（冰场内外），包括住
宿、交通和芬兰发展冰球的悠久历史。
通过分享我们在教练、运动员教育、竞技体
育、和运动健康方面的专业知识。我们将会在
未来冰球竞赛的创造上扮演重要角色。
在维耶鲁迈基，
像世界冠军一样进行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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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欧联合会
拉赫蒂是引领世界北欧滑雪的城市之一。
这座城市拥有世界级的北欧滑雪设施，
在国际滑雪比赛和活动管理方面有着高
水准专业知识，对北欧滑雪训练和设备
设计相关的专业知识也是轻车熟路。
专业北欧滑雪训练公司 JK ProCoaching
由经验丰富的金牌教练 Jani Klinga 创建，
不仅可以为运动员们提供全面的训练计划，
也可以为专业的滑雪教练提供全面的培
训系统。

拉赫蒂北欧联合会汇聚了与北欧滑雪运动密切相关的顶级
企业。Peltonen Ski 是世界最大的北欧滑雪品牌之一，为满
足专业运动员们的需求，专门设计和生产专业的高性能滑
雪装备。Startex 正在为越野滑雪研发和生产高品质的轴杆
配件以及滚轴滑雪板。卢赫塔 ( Luhta) 公司旗下的 Icepeak
品牌是北欧滑雪运动的最佳选择。该公司运动设备的设计
和生产全部在北欧实地进行，并且有高水平的运动员对其
进行测试。为芬兰奥体团队配备了滑雪专用服。这些高水
平的专业公司携手提供全方位的北欧滑雪产品和服务，可
帮助中国建立当地的北欧滑雪生态系统。

拉赫蒂北欧联合会提供：
• 为所有年龄段的运动员提供专业的高质量教练
• 为精英运动员设定奥运会级别的教练
• 针对持有国际标准/证书当地教练的教育计划
• 为北欧滑雪（越野滑雪、跳台滑雪、北欧联盟）提供高性能设备
• 在竞赛、活动和设备管理方面的专业知识
• 综合北欧体育生态系统规划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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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9 年，
J.K. ProCoaching 及其金牌教
练 Jani Klinga 来到张家口奥
运会青年体育学校，对青年
越野滑雪运动员的训练进行
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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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芬兰教育体系 –
针对教育从业人士和学生
芬兰拥有全球数一数二的教育体系。幸福生活促
进学习成果 – 在芬兰的教育体系下，每个人都享
有在安全快乐的环境，平等接受免费基础教育。
学生之间、学校之间和地区之间没有排名、比较
和竞争。芬兰在学前教育和基础教育方面推出全
新的核心课程，侧重于让学生主动学习而非对其
进行操控。平等的教育体系为所有人提供了走进
校园的机会和个性化支持。
在拉赫蒂 29 所综合学校中，大约有超过 10200
名学生和超过 1000 名教师。
我们与拉赫蒂市合作，为教师、校长、教育工作
者、研究人员和教育官员提供不同主题的学校访
问项目，深入了解芬兰的卓越教育。

主题参观：
•
•
•
•
•
•

学习环境
学生福利
芬兰图书馆
芬兰学校服务
环境教育
获奖科学中心 - LUMA 中心

体验芬兰多功能学校建筑
欢迎参观拉赫蒂的多功能学校建筑，体验全新学习环
境！这种建筑提供多种多样的服务，比如日托中心、
学校、图书馆和健身房。这样的多动能建筑为拉赫蒂
人提供了舒适、健康又安全的学习和工作环境。

为拉赫蒂学校组织的环境教育
拉赫蒂的水源就在其附近。对人类和对自然来说，清
澈纯净和源源不断的水源无比重要。拉赫蒂市时时监
控着湖水状态，采取大量修复措施，确保子孙后代也
可以在自然环境中享用清澈水源。
大森林为孩子们提供了多种多样的学习和玩耍环境。
在拉赫蒂，几乎每所学校和幼儿园的附近都有森林，
丛林学习也是课堂教育的一部分。
主题实地探索让孩子们熟悉自然，学会保护水资源：
湖畔旅行的活动项目非常丰富，包括简单的水测试和
探索水生物。
沿着蚂蚁行进的路线在森林中探索，包括森林生态系
统服务和生物多样性的介绍。
功能性水研究是一次面对教师和其他成年人的短途旅
行，内容包括水测试、亲眼目睹生态咨询工具和了解
拉赫蒂的环境教育介绍。

EkoFin - 教育旅行概念
EkoFin

是教育旅行概念的发起人，为来自亚洲，欧洲和西方
中部的旅客提供文化和研究相结合的芬兰旅行套餐。
我们与很多公司、协会以及专业人士有着密切合作，
可为您提供广泛的服务。芬兰被誉为教育第一大国，
拥有世界上最纯净的自然环境，是世界上公民幸福指数
最高的国家。通过全面体验芬兰文化，您将了解这些荣
誉的核心原因。我们提供体育，艺术，设计和自然的主
题营地学校，并为教育专业人士量身定制并准备购买课
程。EkoFin 位于拉赫蒂 - 芬兰的模范环境城市。

营地学校

帕尤拉赫蒂设施

我们拥有一个广泛的合作伙伴网络，
为整个拉赫蒂城市提供服务。我们提供不同类型
的营地学校，还可根据客户的需求进行相应调
整。营地学校可以选择自然、
艺术或体育为主题，并安排与当地儿童和青年的
社交和交流活动。单独为教师和校长设计的教育
内容。

• 游泳馆：4 泳道（25 米）
• 桑拿浴室和按摩浴缸湖畔桑拿浴室
• 独木舟和皮划艇运动设施：健身房、
足球运动馆、网球、壁球、篮球、
地板球、体操、武术田径和冰上运动
• 舞蹈室
• 户外运动设施：迷你高尔夫、
飞盘高尔夫、沙滩排球、网球场、
足球场、定向越野、寻宝和户外健身房
• 冒险乐园：拥有 14 条全长高空滑索和
174 种挑战项目，是芬兰最大的冒险乐园。
挑战绳索总长度足足有 2.4 公里！
这个乐园的建设注重自然和功能实用性。

帕尤拉赫蒂学校营地和短途旅行
帕尤拉赫蒂以优越的条件、运动和休闲设备，
帮助您成功组织学校营地和短途旅行活动。
帕尤拉赫蒂全年可参观-冬季和夏季的特别活动!

维耶鲁迈基营地学校
维耶鲁迈基营地学校提供原创的活动理念，环境清净安
全，丰富的现代化设备和活动类型。一年四季都有独特的
体验，保证每次旅行都独一无二!
学术旅行非常适合团队建设和培养学生身心素质。您希
望如何体验北欧风情的实地体验？旅行周本身就是一
种体验，加上芬兰特色的户外活动，成为所有人一生
难忘的冒险！维耶鲁迈基营地学校提供原创的活动理
念，环境清净安全，丰富的现代化设备和活动类型。
一年四季都有独特的体验，保证每次旅行都独一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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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是拉赫蒂冬季运动
会的合作伙伴

Astrid Wang 王泽玮
Project Coordinator | 项目协调
Winter Sports and Tourism | 冬季运动与旅游
Lahti Region Ltd-区域市场销售运营以及全方
位的DMC目的地服务

Isto Vanhamäki 伊斯托.万哈迈基
拉赫蒂为与张家口携手结盟而深感自豪。2018 年
11月，拉赫蒂 市长 与张家口的市长签订了友好城市
协议，致力于推广冬季运动会专业知识和促进中国
与芬兰之间的商业往来。
张家口是 2022 年北京冬奥会的三大赛区之一。本
次冬奥会将会颁发 109 枚金牌。张家口将会主办 2
场运动会和 6 个项目，包括 51 个赛事，颁发 51 枚
金牌，占总金牌数量的 47%。2021 年的花样滑冰和
世界滑雪锦标赛也将在张家口举行。
近年来，张家口以冰雪经济为主导产业，积极利用
冬奥会的机遇，全力打造冰雪产业链。目前张家口
已经建立了 9 个滑雪度假村。预计在 2025 年，这
里将会建设 30 个滑雪度假村，提供 600 个 长度为
500 千米的滑雪赛道和 80 个溜冰场，每年冬季运
动会将接待 2000 万人次。

在冰雪运动发展方面，我们正在积极推动冰雪运动
的全面覆盖。我们组织和主办了超过 170 场冰雪
运动，如国际联雪自由式滑雪世界杯，大规模的冰
雪运动和传统的民俗文化活动。张家口是中国排名
前十的冰雪旅游城市之一。万隆滑雪场、云顶度假
村秘密花园、太舞滑雪场和高山公园荣获“十大滑
雪旅游区”称号。2018 年至 2019 年的雪季期间，
参加冰雪运动的人数达到了 286 万人次。
在冰雪运动设备方面，我们在高科技工业发展区
和宣化区建立了两个冰雪工业园，占地总计面积
3000 亩。最近我们签署了 21 个冰雪运动工业项
目，注册了 18 家企业，目前均已投入生产。
在人才培训方面，我们创办了 62 所冰雪运动学校
以及张家口青年冬季奥运会学校。此外还在大学和
旅游学院开设冰雪运动行业的专业课程。

Head of Development | 芬兰拉赫蒂区发展部主任
Ladec | 芬兰拉赫地区商业发展部

Denis Mustonen 丹尼斯.穆斯托宁
Head of Foreign Affairs | 国际贸易部主任
City of Lahti | 芬兰拉赫蒂政府

Mikko Saarinen 米克.萨里宁
Senior Advisor | 高级顾问
Winter Sports and Tourism | 冬季运动与旅游

visitlahti.fi/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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