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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脱维亚是波罗的海地区的中枢国家
在世界地图中可以看到，拉脱维亚位于波罗的海的东海岸，正处北欧与东欧的十字路
口。拉脱维亚是一个议会共和制国家，北邻爱沙尼亚，东靠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南接立
陶宛，西与瑞典海上相邻，海岸线全长498公里。

拉脱维亚拥有将近两百万居民，其中大概一百万居住在首都里加或其周边地区，里加
是波罗的海地区的一大重要都市。拉脱维亚第二大城市是陶格夫匹尔斯，人口将近
8.6万。

由于人口较少，拉脱维亚本身并不是一个大市场。但其关键优势在于地理位置，通过
拉脱维亚可迅速打入其邻国市场。波罗的海诸国的人口总和有620万，相当于丹麦的
人口总量。门口便是总人口达2500万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俄罗斯与独联体的人口总
和高达2.8亿，整个东欧地区拥有1亿人口。拉脱维亚因其基础设施与劳动力在众多国
家中脱颖而出，成为诸多投资者心仪的投资目的国。

拉脱维亚高技能并掌握多国语言的劳动力、丰富的自然资源、绝佳的战略地理位置，
为本国经济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也使其成为您拓展业务的完美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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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脱维亚寻找商机！
我谨代表拉脱维亚投资发展署（LIAA），诚邀您前来拉脱维亚探索商机。

外商投资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来源，一直是拉脱维亚政府的优先方向。
为促进拉脱维亚的外商投资和外贸，拉脱维亚投资发展署这一国家机构应运
而生。我们的服务包括，提供在拉脱维亚经商的金融、法务、财政、流程等方面
的信息与帮助，帮您与拉脱维亚潜在合作伙伴建立联系，并提供地产咨询。我
们会针对客户需求来定制服务，可在您投资项目的每个阶段始终伴您左右。

拉脱维亚经济政策中，有一项重要准则就是外国投资者享受与国内企业同等
待遇。以拉脱维亚外国投资委员会（Foreign	Investors’	Council）为代表的政
府认识到了与外国投资者建立结构性对话的重要性，因此大部分外国投资委
员会的建议均已被采纳执行。我们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一系列激励政策，包括欧
盟结构基金支持、非常有吸引力的退税政策，从而为您创造友好的商业环境。

我们还推出了北极星（POLARIS）战略，以更好地服务潜在投资者，用当地资源
帮助投资者的项目理念完全落地。本战略将中央与地方政府、高校与科研机
构、行业领袖等汇聚一堂，保证潜在投资者能充分利用拉脱维亚的各种优势与
能力。

拉脱维亚在多个领域拥有强大的科研能力，能在多个方面帮助您的业务发展。
拉脱维亚的一些科研机构已有国际项目合作经验，并能为您提供相关服务。与
此同时，我们将继续支持初创企业的生态体系发展，促进技术转移并连同区域
企业孵化器打造业务网络。

在拉脱维亚经商还能利用拉脱维亚欧盟成员国的优势，享受欧盟内商品、服
务、资本、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以及欧元区带来的便利。拉脱维亚位于经济文化
活跃的北欧波罗的海区域中心，因此企业既能面向欧盟内的发达经济体市场，
又能开拓其东侧的新兴市场。

从2013年5月份开始，拉脱维亚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谈判，在通
过一系列公共治理质量和竞争政策方面的技术评估和其它方面的审核后，拉
脱维亚现已成为经合组织的正式成员。

《拉脱维亚商业指南》主要旨在帮助外国企业与组织在拉脱维亚建立联系发展
业务，目前已出版超过10年。

诚邀您阅读这份新版本的指南，并探索拉脱维亚作为您潜在商业伙伴的巨大
潜力。

Andris Ozols
拉脱维亚投资发展署署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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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脱维亚一览
加入的国际组织: 2004年加入欧盟与北约，1998年加入

WTO，2016年加入经合组织

首都: 里加

其他主要城市: 陶格夫匹尔斯、	利耶帕亚、	叶尔加瓦、	尤
尔马拉、	文茨皮尔斯、	雷泽克内、	瓦尔米
耶拉、	叶卡布皮尔斯

总人口（2017年1月1日）: 195万

时间: 东欧时间	(东二区)

面积: 64	573	km2

语言: 拉脱维亚语	(官方语言);俄语、英语、德语
也有广泛使用

政体: 议会民主制共和国

司法体系: 基于民法体系

主要产业	(2017年总体经济增加
值占比)

批发与零售贸易(14.7%)、	房地产活动
(12.7%)、	制造业(11.7%)、运输与仓储
(9.2%)

出口 木材与木制品、谷物、机械与设备、运输服
务、金融服务、旅游服务、IT服务

进口 机械与设备、食品、燃油、化学品、交通工
具、纺织品、运输服务、旅游服务

主要贸易合作伙伴(2016): 立陶宛、爱沙尼亚、俄罗斯、德国、瑞典、英
国、波兰、丹麦、荷兰、美国、挪威、芬兰

货币: 欧元	(EUR)

GDP(当时价格，2017): 268.6亿欧元(303.4亿美元)

人均GDP	(2017): 13855欧元	(15652美元)

GDP增长	(2017): 4.5%

GDP增长预测(2018): 4.0%

通胀率	(2017): 2.9%

累计外商直接投资(2017): 143.7亿欧元	(162.3亿美元)

累计人均外商直接投资	(2017): 7369欧元	(8325美元)

信用评级（标准普尔/穆迪/惠誉） A-	/	A3	/	A-	(投资等级)

资料来源：拉脱维亚中央统计局、欧盟统计局、拉脱维亚银行、欧洲中央银行（E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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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脱维亚经济概况
拉脱维亚是欧洲GDP增速最快的国家之一。2005年到2007年间，GDP年均增长率超过
10%，大量外资流入显著刺激个人消费增长。2008年，拉脱维亚经常账户赤字严重，
房地产市场崩溃，出现大量私人债务，这使得拉脱维亚经济进入严重衰退期。在这一
期间，GDP下降了15%，外债翻了一倍，失业率提高了16%，劳动力的实际工资水平下
降了12%。然而随着出口的增长，拉脱维亚到2010年底便成功走出衰退，恢复了经济
增长。

2011年到2013年间，拉脱维亚GDP年平均增长4.4%，2015年增长2.7%，2016年增长
2%，2017年增长4.5%。出现这样的增速放缓主要是受外部环境影响¬——欧盟整体经
济放缓，同时俄罗斯经济呈现疲软态势。

然而应该注意的是当前出口总量比经济危机前的水平高了25%以上。

GPD每年变化：

GDP与出口(以2010价格计算),	2010=100

	 						GDP		 	 	 商品与服务出口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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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几年里，拉脱维亚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农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业的比例
减少了，而贸易、旅游业、IT和其他服务业上升了。

拉脱维亚各活动总体经济增加值占比（以当时价格计）

(A)	-批发与零售贸易；汽车、摩托车维修；(B)	-制造业；(C) –房地产活动；(D) -运输与仓储；(E)	-专业科技活
动；行政与支持服务；其他服务；家庭活动；(F)	-公共行政与防务；(G)	-建筑；(H)	-信息与通讯；	(I)-金融与保险；	
(J)	-农业、林业、渔业；(K)	-采矿和采石、供电、供气、供水、排污、废物管理；	(L)	-其他服务。

资料来源：拉脱维亚中央统计局

长期来看，拉脱维亚的人均GDP已与越来越与欧盟平均水平接轨。1995年还仅到欧盟
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而到2015年已经达到三分之二。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欧盟28=100）

	 						欧盟(15)	 	 欧盟(28)	 					 												拉脱维亚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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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由外部因素导致2014-2016年经济趋缓后，拉脱维亚在接下来的几年势必能达
到3%的年均增长。

据欧洲委员会预测，拉脱维亚的经济增长将会高于欧盟平均水平。

各国GDP变化预测，%	（欧洲委员会预测）

资料来源：欧洲委员会2018年春经济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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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脱维亚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体，与贸易伙伴保持非常紧密的关系。拉脱维亚主要的贸
易伙伴是欧盟国家，占了75%的总成交额（以商品价值计）。细分到国家来看，拉脱维
亚最主要的出口市场是立陶宛、爱沙尼亚、俄罗斯、德国、瑞典；其主要的进口国为立
陶宛、德国、波兰、爱沙尼亚、俄罗斯。

最近几年，拉脱维亚的出口严重受俄罗斯经济下行，以及欧盟与俄罗斯相互制裁的影
响。因此在2013-2016年间，拉脱维亚对俄罗斯的出口下降了32%，不过这只占了拉脱
维亚总出口的8.4%。

同时期，拉脱维亚提高了对其他国家市场的出口。对欧盟国家的产品出口总量提高
了，尤其对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国提高了战略出口。同时，拉脱维亚的出口商也积极开
展业务区域多元化，将业务开发到较远的国家，如印度、日本、埃及等。

拉脱维亚的产品出口分布（按国家分类，单位：十亿欧元）

资料来源：拉脱维亚中央统计局

拉脱维亚同时也从立陶宛、德国、波兰、以及俄罗斯等国进口，其中俄罗斯所占的比重
较小。

拉脱维亚的产品进口分布（按国家分类，单位：十亿欧元）

资料来源：拉图维亚中央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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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拉脱维亚的进口商品为农产品和食品（主要为谷物产品）、木材及木制品、金属
及金属制品、交通工具、建材等。

拉脱维亚的产品出口分布 （按产品分类，单位：十亿欧元）

资料来源：拉脱维亚中央统计局

拉脱维亚主要进口的商品为机械与设备、食品、燃料、化学品、交通工具、纺织品。

拉脱维亚的产品进口分布 （按产品分类，单位：十亿欧元）

资料来源：拉脱维亚中央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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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脱维亚最重要的出口服务为运输（陆运、海运、铁路运输）。来自建筑、运输（尤其是
邮政服务）、计算机、IT服务的出口收益也在不断增长。

拉脱维亚出口服务分布（单位：百万欧元）

资料来源：拉脱维亚银行

拉脱维亚主要进口运输服务（空运、陆运、海运）以及旅游服务。

拉脱维亚进口服务分布（单位：百万欧元)

资料来源：拉脱维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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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的经常账户顺差是GDP的0.8%，值得注意的是自2009年后，经常账户赤字情况
已显著改善，这也证明了拉脱维亚经济稳定的外部平衡。

经常账户，占GDP	%

(C)	经常账户,	(G)	货物,	(S)	服务,	(1)	主要收入(2)	次要收入

资料来源：拉脱维亚银行

拉脱维亚的财政政策主要专注于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制定与经济形势和财务状
况相符的可靠政策。自经济危机以来，拉脱维亚的财政状况已经取得显著改善。2017
年，政府财政赤字为1.311亿欧元，占了GDP的0.5%。在议会通过的2018年国家预算
中，财政赤字仅为GDP的1%，该数字属于结构平衡目标所容许的财务赤字范围内。

政府赤字	，占GDP	%

	 						欧盟		 	 	 拉脱维亚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38

25

13

0

-13

-25

-38

1,4
- 0,5- 1,7- 2,7- 3,6- 3,2

7,8

2,0

C

G

2

S

1

G

C

S

2

1

C

S

2

G

1

G

C

S

2

G

C

S

G

C

S

G

C

S

G

S

C

2
2

2

2017

G

C

S

- 0,8

-10

-8

-6

-4

-2

0

2002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2003

-2,3
-1,5

-0,9 -0,4 -0,5 -0,5

-9,1 -8,7

-1,2 -1,2 -1,5

-2,6 -3,2
-2,8 -2,5

-6,6

-2,5

2016 2017

-1,6 -0,9

-4,2

-6,4

-4,3
-4,6

-4,3
-3,3

0,1

-1,6
-0,5

-1,0

-2,9
-2,3

-1,4



14

'18 | 拉脱维亚商业指南

在2008-2010年的经济危机中，拉脱维亚的整体政府债务水平提高了。通过凭借有利
条件发行公开债券，拉脱维亚成功完成其国际贷款计划，多次证明了其在国际金融市
场的融资能力。拉脱维亚2017年的整体政府债务为107.82亿欧元，占GDP的40.1%，是
欧盟中的政府债务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

政府整体债务,	占GDP	%

	 					欧盟	 	 	 拉脱维亚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

明智的财政政策也让拉脱维亚的主权评级提高了。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纷纷对拉脱维
亚的制度能力予以正面肯定。

拉脱维亚 长期外币发行人评级

数据来源：拉脱维亚共和国财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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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资
到2017年末，拉脱维亚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达到了143.7亿欧元（占GDP的53.5%）
。按行业划分来看，金融中介吸引了最多投资（24.3%），其次是贸易（14.4%）、房地产
（13.3%）、制造业（11.8%）。

外商直接投资活动类型分布（单位：十亿欧元）

资料来源：拉脱维亚银行

2016年，由于金融中介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下降，拉脱维亚整体外商直接投资下降了
2400万欧元。需注意的是，由于全球经济不稳定，地缘政治风险和政治的无法预测性上
升，全球各地的跨境投资流动均有所下降。然而，到2017年末，拉脱维亚的累计外商直
接投资已经高出2016年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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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末，来自欧盟国家的外商投资占外商投资总额的78%，其中51%来自欧元区
国家。到2017年末，瑞典成为对拉脱维亚投资最高的国家，占了拉脱维亚外商投资存
量的19%。俄罗斯、爱沙尼亚、塞浦路斯、荷兰、立陶宛、卢森堡、挪威、德国、丹麦、英国
也对拉脱维亚投资较高。

2017年 拉脱维亚外商直接投资存量 （按国家划分）

资料来源：拉脱维亚银行		
	

很多国际公司纷纷看重拉脱维亚的竞争优势，把业务开设到此，包括全球知名品牌
Bucher	Municipal（旧称Bucher	Schoerling）、施耐德电气、叠拓、索尔维（旧称氢特）
、JELD-WEN、Circle	K(旧称挪威国家石油公司)、西麦斯、Brabantia、SEB、TELE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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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资的成功案例

卡博特公司是来自美国的一家全球领先特殊化工与应用材料公司，总部位于波士顿。
该公司成立已有130年，在全球21个国家有44个制造厂。

卡博特于2014年在拉脱维亚里加开设业务服务中心，雇佣了超过125名员工，主要为
公司在欧洲、中东、非洲地区的运作提供业务、金融、IT、采购、客户服务等支持。卡博
特主要看重拉脱维亚先进的IT基础设施、从里加国际机场到其他国家便利的航线、优
秀的人才库、日益发展的服务能力、以及在拉投资的费用结构等。

拉脱维亚充满朝气、富有能力的劳动力在质量、才干、热情、上进等各方面均能超出期
望值。

Kvist	Industries	是欧洲领先的精品家私加工公司，总部位于丹麦Årre	，共有700多名员
工，其中600名都在其拉脱维亚的工厂工作。Kvist	Industries有着长期的木制品加工经
验和清晰的愿景，很多世界知名斯堪的纳维亚品牌都选择Kvist	Industries作为其从设
计到最终生产交付的合作伙伴。

2011年秋，在Kvist	Industries公司完成拉脱维亚Mālpils区域Upmalas制造厂的收购
后，该厂开始运营。通过持续不断的投资发展，Kvist	Latvia成为了集团最大的工厂，
该厂每年产出增长40%左右。

把厂址设在拉脱维亚的其中一大原因就是拉脱维亚靠近斯堪的纳维亚市场，而Kvist
大部分客户都在这个区域。还有一个原因是拉脱维亚人才济济，经济整体状况良好。

法国公司Axon	Cable是一家专注于设计和制造领域的电线电缆、电缆组件、连接器和
整合系统的连接。公司成立于1965年，现在主要服务利基市场，如太空、医疗、汽车、
电信、能源和军事行业。

Axon	Cable拉脱维亚分公司主要专注生产高科技电缆和连接器，由于其在塑料包覆
方面也非常出色，因此也为空中客车（Airbus）公司代工。

Axon	Cable分公司在拉脱维亚已有50年历史，其在2017年的年度营业额达到2540万
欧元。公司总共雇佣了460名员工。

Axon	Cable所制造的产品服务遍布全球市场的多个不同行业，非常多样化：
•	国防和航空航天–	33%
•	汽车	–25%
•	石油研究–	13%
•	其他	–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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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脱维亚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高，尤其是他们对英语和俄语的掌握，再加上拉脱维
亚投资发展署（LIAA）的支持，给Axon	Cable公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负责拉脱维亚分公司的Axon	Cable公司总经理Alain	Guenon说道，我们与拉脱维
亚投资发展署的初次接洽非常好，他们帮我们探索了拉脱维亚。

iCotton是俄罗斯最大的女性用品与化妆品制造商，主要生产湿纸巾、婴儿产品、家庭
用品、家用化学品等。iCotton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摩尔多瓦、塔吉克斯
坦、乌兹别克斯坦均有经销网络，主要贸易市场在波兰、捷克、德国、匈牙利、意大利、
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独联体国家等。

为了打入欧洲市场，iCotton试图在欧盟国家建厂，于是2011年iCotton在拉脱维亚的
工厂开始了运营。iCotton主要是看重了拉脱维亚的劳动力质量好尤其是语言能力优
秀、制造成本低、地理位置优越。iCotton在拉脱维亚的工厂位于波罗的海地区的港口
城市利耶帕亚，公司在拉脱维亚的第一笔长期投资可享受公司税的退税福利。

2016年，这家意俄合资公司推出一条新生产线，总投资达810万欧元，由欧盟基金和
西特德尔银行共同提供融资。新生产线可完成一整套生产循环，包括从无纺布到化妆
棉，再到一系列其他产品。这样的生产能力大大提高了公司在市场中的地位，使其成
为波罗的海地区棉制品的领先制造商。

iCotton执行董事Sergejs	Binkovskis说道，“拉脱维亚投资门槛不高，与国家政府和地
方政府沟通也很顺畅，这让我们的项目得以顺利实施。”

拉脱维亚iCotton公司竞标收购了Harper	Hygienics公司3,852,200支股份，后者是华
沙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主要生产皮肤清洁产品如化妆棉等。由此，iCotton在该公
司的股份就上升了6.05%到66%。

资料来源：拉脱维亚投资发展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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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激励
拉脱维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激励投资者，包括通过欧盟结构性基金对投资者提供
支持，以诱人的退税政策营造商业友好的环境等。在拉企业还可享受拉脱维亚作为欧
盟成员国所带来的各种有利条件，包括商品、服务、资本和人力的自由流动以及欧元
区的优势位置。

拉脱维亚政府一直致力于完善商业环境，以鼓励外商投资。相关的法律行政规定也有
所放宽，以促进国内外非政府机构之间的合作。
	

2014-2020国家援助计划
截至2020年，国家及欧盟结构性基金计划向政府帮扶项目拨款约8亿1895万欧元，国
际援助计划所支持的项目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领域：	
(1)	 研究、技术开发及创新；
(2)	 中小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包括商业孵化、融资计划、产业园开发、促进旅游业发展
和出口竞争力的提高及员工培训；	

(3)	 减少各行业的碳排放，提高能效及区域供暖效率。

其中，创新与研究获拨资金共计1亿9550万欧元，中小企业发展计划共获拨2亿8860
万欧元，行业减排和能源效率共获拨3亿3485万欧元。

创新推动 
创新推动项目旨在通过支持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开发、促进科研部门与商业机构之间
的合作，推动附加值高的商业项目的发展。

该项目由以下几个子项目组成：能力中心（6430万欧元）、新产品投产（6000万欧元）
、员工培训（2490万欧元）、技术转移、创新补助、人才吸引活动（4006万欧元）以及激
励活动（570万欧元）。

中小企业竞争力提升
中小企竞争力提升项目旨在推动初创企业的发展，具体措施包括在企业发展初期对
其提供支持、为其提供融资渠道、促进拉脱维亚企业在国外市场竞争力的提升等。

该项目由以下几个子项目组成：融资（担保和信用）（8100万欧元）、风险投资（6000万
欧元）、天使投资（1500万欧元）、外部市场和拉脱维亚旅游推广（6090万欧元）、商业
孵化器（2580万欧元）、产业园区开发（2480万欧元）、技术加速器（1500万欧元）、产业
集群项目（620万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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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效率
能效项目旨在提高居民区、制造业和公共建筑的能源效率及可再生能源使用率，并提
升区域供暖效率。

该项目由以下几个子项目组成：居民区的能效提升（1亿6650万欧元）、公共建筑的能
效提升（8260万欧元）、工业建筑的能效提升（3255万欧元）及区域供暖系统（5320万
欧元）。

税收激励政策
特别税收制度
特别税收制度:
•			里加（Riga）自由港(www.freeportofriga.lv)	
•			文茨皮尔斯（Ventspils）自由港	(www.portofventspils.lv)
•			利耶帕亚（Liepaja）经济特区	(www.liepaja-sez.lv)
•			雷泽克内（Rezekne）经济特区	(www.rsez.lv)
•		拉特盖尔（Latgale）经济特区(http://www.invest.latgale.lv/en)

在自由港和经济特区运营的公司可享受以下几大优惠：
•			房地产税最高可减免80%	（税率为1.5%）*
•   企业所得税最高可减免80%（税率为1.5%）**
•  对非居民代扣的红利、管理费、知识产权使用费纳税减免80%（各代扣税种减免力
度不同）*

*	每个企业从这几项税收优惠中所获最高累计金额不得超过其当前投资金额（最高5000万欧元）的35%（中
型企业45%，小型企业55%）。

**适用于收回股息的情况。否则，拉脱维亚的法人所得税为零。

注，此处所举例子仅供参考，具体纳税金额的计算方法由国家收入服务局的各部门出示（www.vid.gov.l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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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投资 = 1000万欧元

总收益 = 100万欧元

房产地籍价值 = 100万欧元

在拉纳税金额

企业所得税	(20%) = 250	000欧元

企业所得税	(1.5%) = 15	000欧元

总计 = 265 000欧元

经济特区税费

企业所得税	(4%) = 50	000欧元

房产税	(0.3%) = 3	000欧元

总计 = 53 000欧元

每年可省：

265000欧元-33000欧元 = 212 000欧元

*申请税前，被除数除以系数0.8，有效税收为25％。

支持员工培训
该计划的目的是为培训提供支持，促进对投资者的吸引
该计划适用于在拉脱维亚开展业务的公司 

可用资金：
1)	 可用资金总额：290万欧元
2)	 提供给个别项目的大约公共资金：〜250	000欧元
3)	 强度：中型企业为60％，大型企业为50％	

合格的培训：
•	 各类培训由LIAA组织或由关联企业提供，这些培训对于生产、加工、销售或在组织
中引入创新都是必要的

培训必须旨在实现创新—生产、加工、销售或组织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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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费用：
1)	 由LIAA组织的培训：
	 a.	培训课程费用
	 b.	员工的交通费用
	 c.	培训期间员工的工资

2)	 关联企业公司提供的国外培训：
	 a.	培训期间员工的工资
	 b.	培训期间的住宿费用
	 c.	员工的交通费用

公司的预期要求：
1)	 申请时注册时间不能少于1年
2)	 关联企业集团在上一个财政年度的总营业额超过500万欧元
3)	 如果股权由外国公司控制，至少控股10％
4)	 至少创造了15个工作岗位或投资了100万欧元（在一定时期内，这是起决定作用
的）

5)	 受过培训的人员直接在新成立的公司工作

如果其代表的业务部门（应用项目）属于“智能专业化战略（RIS3）”标识的优先领域之
一，则公司有资格申请支持：
•	 知识密集型生物经济（研究创造新产品和服务，提高生物部门-	农业、粮食生产、
林业和渔业部门现有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和生产效率）

•	 生物医学、医疗技术和生物技术
•	 智能材料、工程和技术（例如	-	与客户的智能通信、智能资源监控系统、高度自动
化、智能技术在运输中的控制）

•	 智能能源
•	 信息和通信技术

补充细节 
•	 LIAA组织的培训必须是外包服务。国外培训符合条件
•	 国外培训必须由公司的关联企业提供	-	术语“关联企业”，参见欧盟委员会法规
Nr.651	/	2014附件1第3节第3段	

•	 LIAA和投资者之间必须签订合同
•	 培训计划必须有明确的起点和高度可预测的结果
•	 培训必须旨在实现某种创新;			 	 	 	 	 	
例如，培训预计将带来新的生产、加工、销售方法、组织结构等（公司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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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星（POLARIS）战略
为了更好地服务潜在投资者，拉脱维亚投资发展署（LIAA）制定了北极星战略。该独特
战略的关键点在于通过推动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合作，使国家机构、市政府、大学、
行业协会和企业得到高度融合，形成一个和谐的系统，在各投资阶段对现有及潜在的
投资者进行支持和帮助。该战略旨在促进投资项目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高效沟通与
合作及任务的执行。

拉脱维亚投资发展署对投资者的支持并不会随着他们投资决策的完成而结束。北极星
战略流程在投资者与拉脱维亚投资发展署会面之前就已经开始，直到项目落地后才会
结束。期间，拉脱维亚投资发展署会提供深度的行业知识分享、项目管理和执行支持，
并在项目完成后进行成果跟进与评估，以帮助投资者不断完善项目流程。在整个战略
流程中，北极星都将在每一步为各利益相关方制定相应的任务。

开放而诱人的商业环境

	
外国投资者享受
同等待遇

投资者

根据法律，外国和本国投资者的权利与义务
均相同

根据法律，外国和本国投资者的权利与义务
均相同

外国投资者可独资创立公司

外国投资者可申请暂住证

公司设立流程高效（注册只需一天）

拉脱维亚外国投资委员会（FICIL）与政府机
构保持密切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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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广阔的商业领域
基于拉脱维亚的相对优势，拉脱维亚投资发展署尤为重视八个能够吸引潜在海外投
资且前景广阔的领域。

木工
概况 
木工业是拉脱维亚最重要的出口产业之一，对创造农村和区域就业起到了关键作用。
拉脱维亚巨大的森林资源、得天独厚的位置、行业专长与低成本劳动力等有利因素为
行业成功奠定了基础。此外，政府也为实现可持续林业开发提供了政策支持。

关键优势
• 传统优势行业
• 容易获得原材料
• 丰富的高技能劳动力
• 高额私人研发投资
• 行业可持续性

金属加工与机械工程
概况 
由于拉脱维亚曾是苏维埃军事与航空航天行业的高科技制造中心，金属加工与工程
历来是其主导工业领域。拉脱维亚的行业优势包括低成本高技能劳动力、强大的研发
能力、俄罗斯的金属供应以及西方市场。多个外资企业与当地公司已将生产流程融入
全球供应链，将多数产品用于出口。

关键优势
• 高度发达的物流与通讯基础设施
• 扶持性政府政策
• 传统主导行业，传承了专门技术
• 地理位置优越，容易获得原材料
• 劳动力具有竞争力
• 富有竞争力的高价值产品
• 转向更精密产品生产的趋势

运输与仓储
概况 
拉脱维亚位于欧洲发展最快的中心区域——波罗的海地区。其地理位置优越，能够打
入俄罗斯与西欧市场；同时，具有竞争力的劳动力、基础设施一流的三个不冻港、连接
俄罗斯的最佳铁路线以及蒸蒸日上的航空运输业共同为交通与仓储行业奠定了成功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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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优势
• 交通与贸易的历史门户
• 能够进入俄罗斯与欧洲市场
• 一流的基础设施
• 不偏向公路运输
• 三个不冻港
• 航空运输业的发展
• 里加国际机场是区域枢纽，其旅客吞吐量占波罗的海航空公司客运总量的40%
• 具有竞争力的多语劳动力

信息技术（包括全球商务服务）
概况
拉脱维亚的IT行业为投资者提供了巨大的竞争优势，主要得益于其高技能IT专业人
才、语言技能、接近俄罗斯市场的西式工作文化与对俄罗斯市场的了解、高度发达的通
讯与物流基础设施和极高的劳动生产力。

国际商务服务也在拉脱维亚迅速发展。由于拉脱维亚良好的劳动力语言能力、文化兼
容性、可及性与成本效益，越来越多的北欧国家公司选择在拉脱维亚开展商务服务；
此外，大量国际知名化学品生产商已在里加设立共享服务中心（SSC）。

关键优势
• 多语种高技能劳动力与高额有形资产投入有助于提高生产力
• 高度发达的出口市场
• IT专业人才具备多项外语技能
• 西式工作文化
• 一流高效的IT基础设施
• 多语种劳动力
• 与所有欧洲国家间的交通均非常便利
• 西式工作环境
• 劳动力成本低
• 低价、高性能的宽带

绿色技术
概况
拉脱维亚在可再生能源发电领域经验丰富，为绿色能源项目提供了优越环境。拉脱维
亚是欧洲环保技术与环境资源主要出口国之一，拥有高技能劳动力、长期经验与必要
的资源，具有发展该领域的潜力。同时，拉脱维亚努力提高能源效率，对与该领域相关
的学位课程进行扩招，也进一步提高了该行业的潜力。

关键优势
• 历来主导产业
• 地理位置优越，容易获得原材料
• 一流的物流基础设施
• 劳动力具有竞争力
• 富有竞争力的高价值产品
• 转向更精密生产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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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
医疗
近来，拉脱维亚医疗行业调整了产业结构并缩减预算，以提高效率并助力新增私人医
疗服务推广。高素质人才、低成本与一流设备共同促进了该行业发展。此外，拉脱维亚
作为享誉国际的温泉旅游胜地，位置优越，能够低价获得高标准的医疗服务，因此促
进了新兴行业——医疗旅游业的发展。

关键优势
• 近来努力提高效率
• 具有价格优势的高素质劳动力
• 高标准医疗服务
• 前景广阔的新商业机遇：医疗旅游
• 政府支持高效创新医疗行业发展

生命科学
概况 
强大的研发实力、完善的生产基础设施、与东西方市场的地缘与文化接近性构成了拉
脱维亚生命科学行业的综合优势。同时，富有竞争力的劳动力，以及对生产力提高及
研发能力培养的进一步投资，也促进了该产业的发展与成功。

关键优势 
• 强大的研发实力
• 完善的生产基础设施
• 与东方市场的地缘优势
• 长期的化工业传统
• 具有竞争力的高技能劳动力

食品加工
概况 
食品饮料行业为投资商提供了全方位的成功机遇，包括强健的供应链、经验丰富的劳
动力，以及高质量标准。国内生产商能够从原料、生产、运输到市场有效追踪产品质
量，生产消费者所寻求的新鲜、天然食品。

关键优势 
• 强健的供应链
• 高品质原料
• 生态农业提供的天然原料
• 大量具有竞争力的高技能劳动力
• 行业标准与可持续性
• 发达的运输基础设施
• 独联体市场的高度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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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 
拉脱维亚《劳动法》转化了欧洲劳动法与社会政策指令中与平等待遇、集体裁员、工作
时长与休息时间等多方面相关的内容，对拉脱维亚的劳动关系进行了规定。国家劳
动监察局（State	Labour	Inspectorate）与雇主及工会代表负责监督《劳动法》执行。

由于拉脱维亚的公共假日相对较少，其劳动生产力一直保持在高水平。公共假日如
下：
• 1月1日：新年假期
• 2天（按年度制定）：耶稣受难日与复活节星期一
• 5月1日：劳动节
• 5月4日：宣布独立日
• 6月23与24日：施洗约翰节
• 11月18日：独立日
• 12月24、25与26日：平安夜与圣诞节
• 12月31日：新年前夕

截至2017年末，拉脱维亚人口为193.1万，其中约50.7%（98万）为经济活动人口（15-74
岁）。拉脱维亚约有一半的人口居住在里加及周边地区，经济活动也主要集中在这个区
域。居住在周边地区的人口大多在首都工作。

截止2018年3月，拉脱维亚的失业率为7.9%，介于欧盟28个成员国（7.1%）与欧元区
（8.5%）平均失业率之间。尽管某些地区和职位缺少合格专业人员，但拉脱维亚非技
术工人的失业率是最高的。国家职业介绍所（State	Employment	Agency）在2017年
所公布的数据显示，多数空缺职位为中等技术水平要求的主要职业群体（卡车司机、
零售店店员、厨师等），其次为高技术水平职业（程序员、销售经理、销售代表等）与低
技术水平职业（助理员、清洁工、码头工人等）。但与前一年相比，最显著的需求增长恰
恰在于中等技术水平的职业，尤其是熟练工人和技工的主要群体。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	

根据“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调研结果，拉脱维亚除母语外至少掌握一门外
语的居民比例在欧洲国家中排名第二。95%的拉脱维亚居民通晓外语，54%的居民至
少掌握两门外语（最多六门），13%至少掌握三门外语。此外44%的受访者表示在工作
中或私下每天使用外语	。	

资料来源：欧洲晴雨表	

大部分成年人（59%）懂俄语，60%懂英语，18%懂德语。拉脱维亚的其他通行语言为
立陶宛语、波兰语和法语。

大学入学率高
（毛入学率为
74%） 

合格的人
才库

25-34岁群体中至少懂得
两种外语的比例为

 62%

国际学生比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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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脱维亚的普通学校中有99%的学生学习外语。初等教育阶段（1-6年级），学习外语的
学生比例为98.9%，基本教育阶段（7-9年级）这一比例为98.6%，中学教育阶段（10-12
年级），所有学生均学习外语。学习外语的学生中有42%至少学习两门外语，大部分
学生（97.6%）学习英语，其次为俄语（31.8%）；学习德语和法语的学生各占10.8%和
2.2%。除上文提及的语言外，学生们学习的其他语言包括阿拉伯语、丹麦语、爱沙尼
亚语、意大利语、日语、犹太语、中文、拉丁语、立陶宛语、挪威语、波兰语、芬兰语、西班
牙语和瑞典语。

资料来源：拉脱维亚中央统计局

拉脱维亚薪资
拉脱维亚月薪水平从最低毛额430欧元至最高毛额10,000欧元不等，其中制造与零售
业低技术水平工人薪资最低，而大型跨国公司的高层主管薪资最高。

根据拉脱维亚中央统计局数据，2017年第四季度，拉脱维亚平均月薪毛额为961欧
元，净额为700欧元。里加地区薪资水平约比拉脱维亚平均薪资水平高10%，但其他
地区的薪资比平均水平低15%-30%。这项结果并不适用于高素质专业人员与需求最
大的职位，他们的薪资在全国各地持平。

例如，地区工厂常通过提供相近水平的薪资吸引里加的高素质工程与生产管理人员。

薪资调查证实拉脱维亚薪酬总体水平的年增长率为4-6%。然而，该平均值只显示了
趋势，工资增长愈加取决于员工个人的绩效指标和公司的总体成就。因此，我们可以
预期，未来各阶层、各技能水平人员的工资差距将继续扩大。

薪酬最高的行业（平均水平以上）为：IT/电信、医药、金融服务、建筑、批发（办事处）。

与其他欧盟国家相比，拉脱维亚薪资总体水平较低。例如，拉脱维亚非技术工作的薪
资水平比德国、法国等西欧国家低三到四倍，但其薪资调整后劳动生产力水平位居多
数欧盟成员国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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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资结构与税金
	（自2018年1月1日起）

*员工净工资根据通用算法计算，实际公式更为复杂，也计入大量税收优惠，如被扶养人看护税收优惠等。

福利
不同行业与不同职位的员工所获额外福利各不相同。

IT与金融服务行业的员工福利最高，包括健康保险、已付健康与体育活动、电信服务、
部分或全部提供餐饮等。

制造业最普遍的福利为健康、人寿或/和意外保险（根据行业与资历不同而变化），以
及交通费补贴。

其他普及性最高的福利包括公司产品或服务折扣、额外休假、养老金以及为管理级与
业务拓展员工提供公车。

劳动力市场中的青年潜力
总体而言，拉脱维亚大部分年轻人的职业生涯始于在校期间，因此劳动力市场中活跃
着大量年轻的技术专业人员。他们踌躇满志，善于沟通，技术娴熟。参与学生交换项目（
如Erasmus项目）、青年组织（AIESEC）活动与国际交流有助于培养外语技能。

教育历来是拉脱维亚秉承的传统价值，拉脱维亚的大学入学率居于世界最高水平。尽
管人文和社会研究项目依然最受欢迎，技术科学与工程也日益受到关注。

200 欧元 200 欧元 200 欧元

146 欧元 146 欧元 146 欧元

20% 20%

11% 11%

24.09%

SALARY STUCTURE AND TAXES
Minimum stipulated salary by the State is EUR 430 gross

雇主成本 毛工资
 

员工所得

532 欧元

430 欧元

346 欧元**

雇主所缴社会保险

社会保险

个人所得税
员

工
所

得

免税部分-

税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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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各学科持有高等教育机构及学院学位或学历的毕业生比例

2017年毕业生总数为14,587人

资料来源：拉脱维亚中央统计局	

年轻一代愈加关注职业教育，因此，与2015/16学年相比，2017/18学年入读职业教育
机构的学生数量增长了约5%。

拉脱维亚年轻一代最重要的动力为：
• 公司内学习与专业成长的机会；
• 有趣的工作内容与工作环境：现代技术（尤其是IT业）、参与跨国和跨部门项目的
机会；

• 能够促进成长的专业管理（团队领导力）；
• 来自“良好雇主”公司的工作机会。拉脱维亚员工所重视的公司不仅在国际上发展
良好雇主评级，并且能够根据当地环境调整企业价值。

教育4%

人文艺术9%

社会科学、商科与法律38%

自然科学、数学与信息技术7%

工程、制造与建筑13%

健康与福利17%

农业2%

服务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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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跨国公司和当地组织为吸引拉脱维亚最有能力的年轻人才，广泛采取管理培训
生和其他类似项目。

对不具备在里加工作的经验或特定能力的年轻雇员而言，具有吸引力的薪资为500欧
元净额或以上。对在里加工作特定领域具备专业技能的专业人员而言，净工资700欧元
左右是合适的工资水平。

人才招聘 
拉脱维亚的人才招聘由公司领导、HR负责人或招聘公司协助进行。外资公司或投资方
最经常通过招聘公司协助、在主要工作门户网站发布招聘广告进行招聘，或进行内部
选拔。制作招聘广告时必须考虑《劳动法》规定的要求：年龄、性别、种族等歧视为非法
行为，须明确列出雇主或招聘公司的名字与具体联系方式。

拉脱维亚国家职业介绍所（Valsts Nodarbinātības aģentūra，缩写为NVA）为招聘公司
签发营业执照，并在NVA官网公布取得执照的公司名单，官网网址为www.nva.lv。在拉
脱维亚约有十家专业招聘公司提供高质量、物有所值的招聘服务，其中大部分为国际
网络成员。另外，许多公司提供人事与薪资管理外包服务。

根据职位性质与资历要求，人才招聘一般需要4-6周。

因为拉脱维亚劳动力市场相对狭窄，国内仅有少数人满足一定的行业特定资历要求
或综合能力要求。因此，为吸收专门化的专业人才，雇主可能需要借助猎头，或在内
部培训年轻的专业人才。公司为员工提供特定能力培训方面有许多正面示例，如外语
培训、特定IT系统培训等。这种方式提高了积极雇主评级，也刺激了雇员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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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基础设施
运输&物流
拉脱维亚处于主要欧亚市场的十字路口，地理位置优越，是亚欧往来货物运输最方
便实用的枢纽之一。拉脱维亚为欧盟与俄罗斯及白俄罗斯的外部边界，是连接东西、
南北地区的桥梁。拉脱维亚拥有合适的交通系统基础设施基础，能够促进贸易往来，
服务当地进出口业务：
• 2017年，文茨皮尔斯、里加与利耶帕亚免费港口的总货物吞吐量为6030万吨，主
要为转运货物；

• 广泛强大的公路网，连接欧洲与独联体（CIS）公路网以及拉脱维亚港口；
• 欧盟与独联体间的最短路线；
• 专门的高容量铁路走廊，连接拉脱维亚港口与俄罗斯及远东地区；
• 里加国际机场是具有竞争力的波罗的海客运枢纽，旅客吞吐量约占波罗的海国家
航空客运量的一半（2017年为44%），也是高速货物集散中心；

• 运输、配送俄罗斯石油/天然气的管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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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交通方式货运量（单位为百万吨）

资料来源：拉脱维亚中央统计局

港口
拉脱维亚的三个不冻港是本国与邻国重要的出口与转运港，全年365天提供可靠服
务。港口与其他所有交通基础设施连通，提供了有吸引力的免税区激励政策，因而成
为了工业活动的区域中心，但免关税区依然有许多商用海运港口。

拉脱维亚港口货物吞吐量（单位为百万吨）

资料来源：拉脱维亚中央统计局

所有港口都配有液体贮液罐、集散站、仓库与起重机、通讯设备等必需基础设施，并提
供货物装卸、代理、报关与银行等运营服务，服务提供方包括德迅公司、马士基航运公
司等众多国际知名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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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
拉脱维亚公路网总长为70.192千米（包括国道、市政道路和街道，以及林间公路）。拉
脱维亚平均公路密度为1.087千米/平方千米。

拉脱维亚公路系统直通东部（俄罗斯/CIS）和西南部国家（中欧、西欧），也可经由其
他国家和/或客货滚装港口到达北欧（芬兰与瑞典）。公路基本均为公用，无需付费，
公路维护费用由道路交通安全理事会（Road	Traffic	Safety	Directorate）收取的燃油
消费税与车辆注册费支付。在欧盟的经济支持下，拉脱维亚已完善首条泛欧洲交通
走廊——波罗的海公路（Via	Baltica），将芬兰和波罗的海国家与波兰和西欧相连。
为分担首都中心日益增长的交通流量，里加市市议会在道加瓦河上建造了南部大
桥（Southern	Bridge），并计划建造里加北部交通走廊（Riga	Northern	Transport	
Corridor），绕开市内历史中心，贯通城市东西。

转运服务市场相对发达，市场中有许多活跃的运营商相互竞争，包括德铁信可、敦豪
和丹麦得夫得斯国际货运公司等跨国公司。随着外贸与运输业务发展，交通货运密度
也在快速增长，经由拉脱维亚的国际货运量已大幅提高。

铁路
拉脱维亚的铁路网络相对密集，连接的运输目的地远至俄罗斯远东，无论该地区是否
实行前苏联轨距标准。同时，拉脱维亚也有与日本和西南亚进行贸易联系的额外机
会。拉脱维亚铁路是目前的主要运输干线，其货运量占俄罗斯向拉脱维亚港口转运总
货运量的88%，以及拖罐车货运列车货运量的16%。另一方向上通往莫斯科与俄罗斯/
CIS其他地区的运输则主要为集装箱货物。

为促进南北方向的贸易流通，拉脱维亚计划建造泛波罗的海铁路线——波罗的海铁
路（Rail	Baltica），连接塔林、里加、考纳斯、华沙和柏林。拉脱维亚通过该项目迈出了
转向欧洲轨距技术标准的第一步。这条新铁路线将提升平均火车速度，并提高铁路
货运量。同时，该项目也为乘客使用其他交通系统提供了便捷的中转服务。此外，根据
预期，波罗的海国家重新连入欧洲铁路网之后将促进拉脱维亚交通与物流业发展。
拉脱维亚铁路货运主要连接俄罗斯、白俄罗斯、立陶宛和爱沙尼亚。2017年5月，连接
拉脱维亚与中国的集装箱铁路线已投入运行，全程运行只需15天，而海运所需时间
约为4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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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加国际机场连通性
里加国际机场旅客与货运吞吐量占拉脱维亚航空客运与货运总量的最大比例，同时
也是三个波罗的海国家中最好的航空与中转系统。该机场目前为17家航空公司提供
服务，包括拉脱维亚国家航空公司波罗的海航空、廉价航空公司瑞安航空公司、威兹
航空、挪威航空，以及欧洲顶级航空公司汉莎航空、俄罗斯航空、土耳其航空、北欧航
空和芬兰航空。这些公司与其他航空公司服务快速可靠，提供由里加国际机场至近
100个目的地（夏季）的直达航班，包括伦敦、莫斯科、奥斯陆、法兰克福、赫尔辛基、柏
林、斯德哥尔摩、哥本哈根等，乘客可在所有目的地机场换乘跨洲航线。里加机场是
波罗的海地区唯一提供北美直航服务的机场，目的地为纽约。

2017年，里加旅客吞吐量为610万人，刷新了年度旅客记录，货物吞吐量为25	525吨。	
里加国际机场几乎占所有波罗的海国家首都机场旅客总数的一半（49％）。而2016年
塔林（爱沙尼亚首都）和维尔纽斯（立陶宛首都）的旅客吞吐量所占比例分别为21%和
30%。

2016年，里加国际机场航站楼北码头（North	Pier）建成，机场将持续当前发展趋势，
继续提高旅客吞吐能力。
	
拉脱维亚航空公司airBaltic在2017年被评为全球最准时的航空公司，其准时性
能（OTP）为90.01％	。

里加

定期航班																						季节性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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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罗的海各机场旅客人数（单位为百万人）

	 							里加	 	 																			维尔纽斯	 	 										塔林

资料来源：欧洲统计局

空运研究协会（Air	Transport	Research	Society）将里加机场评为欧洲乘客人均成
本与关税结构最具竞争力机场，并授予“欧洲机场成本竞争性顶级卓越奖”（Top	
European	Airport	Cost	Competitiveness	Excellence）。

夏季（2018年）与里加有直达航班往来的国家包括奥地利、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比利
时、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格鲁吉
亚、德国、英国、希腊、匈牙利、冰岛、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哈萨克斯坦、拉脱维亚、
立陶宛、马耳他、黑山、荷兰、挪威、波兰、葡萄牙、俄罗斯联邦、西班牙、瑞典、瑞士、土
耳其、乌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

汉莎航空、德铁信可公司、敦豪和TNT快递等航空货运和/或快递包裹服务国际供应
商能够确保欧洲境内次日达和国际两日达服务。

近来，利耶帕亚机场在商业航班重构与认证之后，再次成为拉脱维亚航空基础设施的
组成部分。该机场是拉脱维亚第二大国际机场，预计将促进该区域长期经济发展。利
耶帕亚是拉脱维亚第三大城市，也拥有一个不冻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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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事业
拉脱维亚公用事业服务仍为国有或企业垄断。为确保地区合理定价，拉脱维亚公用
事业委员会（Public	Utilities	Commission	of	Latvia）负责监管公用事业垄断提供商
的价格政策，该委员会负责公用事业、通讯、邮政和铁路等服务。同时，部分公用事业
部门正向其他服务提供商开放天然气等市场。继《能源法》（Energy	Law）修订之后，
拉脱维亚于2017年4月3日起开放燃气市场，意味着各个家庭能够自由选择燃气供应
商，而所有天然气供应商登记册名录在册公司均可为拉脱维亚消费者供应燃气。与拉
脱维亚天然气公司（Latvijas	Gāze）签订协议的公司获准使用现有供气基础设施。

天然气
拉脱维亚拥有独特的自然资源，国内的因库卡恩斯气藏（Incukalns	Gas	Reservoir）是
欧洲最大的天然气储备库，容量约44亿立方米。拉脱维亚同时也为其他两个波罗的海
国家以及俄罗斯联邦西部边界地区提供储气，其在供气成本方面处于极其有利的位
置。除国内市场供应外，拉脱维亚也将天然气用于采暖、发电、建筑材料生产、农业、
食品产业和诸多其他领域。	

拉脱维亚天然气基础设施

文茨皮尔斯

利耶帕亚

尤尔马拉

叶尔加瓦

里加

杰卡布皮尔斯 雷泽克内

陶格夫匹尔斯

瓦尔米耶

锡古尔达

奥格雷

爱兹克劳克雷
包斯卡

利瓦尼
普雷利

多贝莱
萨尔杜斯

主要输气管道 地下储气库 拥有现存天然气基础设施的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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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
拉脱维亚电力公司（Latvenergo）为拉脱维亚95%的电力消费供能，并为消费者确保
电力输入、输电、配电与供电。拉脱维亚电力公司约有70%的发电量产自可再生能源
或环保能源。拉脱维亚有超过100家运营小容量水利发电厂、风力发电厂或热电联产
发电厂的独立生产商，其仅占约1.5%的发电量。同样，“新能源”发电量正大幅增长，
预计其未来地位将日益重要。

拉脱维亚自2010年起已开放电力市场，本国与外资公司均可参与。2015年，市场中的
两大龙头企业分别占市场份额的74%（拉脱维亚电力公司）与15%（Enefit公司），其余
11%则为其他小公司的总市场份额。

在可再生能源总体方面需注意的是，尽管拉脱维亚的可再生能源消费占其年度内需
能源消费量的比例仅略高于37.2%，但在可再生能源占总能源消费比例方面，拉脱维
亚已在欧盟国家中名列前茅（欧洲统计局，2016年）。拉脱维亚最主要的两大可再生能
源为生物质能与水电，但风能与太阳能方面依然有许多开发机会。此外，尽管拉脱维亚
成就显著，其依然设定了最高的2020新能源开发目标。

区域供暖&供水
区域供暖和供水服务通常由各市运营商分别提供，但任何满足现行技术/环保规定的
公司都可建设自己的系统，提供所需或更便捷的服务。各市多有本地运营商，但部分
运营商已实行私有化，并对外招商。最知名的供应商位于拉脱维亚最大的几个城市。

废物处理
拉脱维亚各地的本地或区域废物管理公司可提供一般废物处理服务。拉脱维亚生产
的废物会在当地或国外回收，现有回收设施可处理金属、玻璃、废纸、聚乙烯和PET等
废料。拉脱维亚拥有波罗的海国家最现代的聚乙烯回收设施，能够回收几种危险废物
（汽车轮胎、油类和滤油器）。电子和电气设备收集后将运输到国外进行回收处理。拉
脱维亚也拥有危险废物焚烧装置、含汞荧光灯回收设备、油水分离设备、石油和医疗
废物焚化炉以及医疗废物消毒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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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的通信
•	光纤电缆铺设主要由拉脱维亚国有电信公司，该公司提供最快500Mb/s的网络接
入。一些小型运营商为绿地区域和城市地区提供服务。最新的监管措置旨在为国
家宽带网络提供更广泛的接入。

•	数字电视普及速度正在加快，IP电视和有线电视为主要的数字接入手段。2010年
年中已全境关闭模拟信号服务系统，并由此开放了800MHz频段的频谱用于移动
服务。

•	三大移动网络（拉脱维亚移动(LMT)、Tele	2、Bite	Latvija）均提供多种数据套餐服
务，移动宽带市场的竞争也日益激烈。未来几年，在流量荷载较大的情况下如何维
持服务水平将是移动运营商面临的一大挑战。

•	 2011年推出了一些长期演进（LTE、4G）服务，并在不断拓展。2.6GHz频段频谱拍卖
之后，2014年年初这些频率已向四家许可证持有者开放。

•	欧共体批准为光纤网络提供资金，这为拉脱维亚政府打造全国网络的计划提供了
支持。

最大的运营商（根据客户数量）为：Bite	Latvija	（GSM）、拉脱维亚国有电信公司、拉脱
维亚移动（GSM）以及Tele2（GSM）。

2017年所有的移动运营都继续推出了4G网络，并在年底达到了90%的人口覆盖率。
得益于极佳的网络覆盖及价格合理的无限量数据服务，拉脱维亚的移动数据服务接
受度快速增长。据TefficientAB的最新调查显示，拉脱维亚每个SIM卡每月移动数据使
用量约为4GB，继续处于全球领先水平。预计第五代移动网络将于未来五年内推出，因
此2016年移动网络运营商对开发物联网和移动电视等新技术解决方案与服务愈发重
视，希望以此充分利用未来的5G优势。

2014年7月起，拉脱维亚的所有移动网络都必须遵守由公共事业委员会定期更新的统
一互连互通费率。当前的费用上限为每分钟0.0105欧元。

拉脱维亚有多个运营商提供互联网服务——DSL、光纤、或局域网。97%的家庭可以使
用高于2Mbps的宽带连接服务。

基于互联网频率及网络发展，电子商务在拉脱维亚和全球都广受欢迎。许多企业都设
立了网上商店，销售额也在不断增长。网上销售比率最高的行业分别为住宿（48%的行
业公司）、计算机与外围系统维修（54%）、以及ICT服务（24%）。

拉脱维亚的所有银行，大多数为斯堪的纳维亚（瑞典银行、SEB银行、DNB银行），都开
发了网络银行，收到拉脱维亚民众的欢迎。61%的人口使用网络银行进行支付和非现
金交易，高于欧盟的平均水平（49%）。该比例自2006年起已增长了近3倍，且称继续增
长趋势。已有9家银行开发了手机银行应用，其他银行也计划于近期推出。

目前，拉脱维亚拥有上千个公共无线互联网热点。仅在里加就有近1000个免费WiFi
热点，可谓是免费WiFi之都。
 
对电信基础设施的大量投资使拉脱维亚拥有非常好的网络上传和下载速度。正因如
此，从高速宽带连接的平均连接速度和平均峰值连接速度看，拉脱维亚均位列世界前
15。在光纤网络方面，拉脱维亚也处于欧洲领先水平，且超过半数的家庭都可以使用
光纤网络服务。

资料来源：Akamai的2017年第一季度《互联网现状报告》	www.akama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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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
拉脱维亚的人口密度相对较低，工业和办公选址的自由度较高。所有的大城市内均有
一些空置厂房，历史悠久的城市中心也正在逐渐开发新的功能，从住宅转为商业、娱
乐和购物区。除了这些现有的物业外，拉脱维亚还已经建立或正在建立一些供多种租
户使用的企业园区。	

2018年第一季度里加的平均商业租金（欧元/平方米每月）

办公地点

A级 13	-	16
B1级 9	-	12

零售

优质购物中心租金 30	-	55
优质高街租金 40	-	55

工业

优质地点租金 3.5	–	4.6

资料来源：高力国际《2017年房地产市场概览》

对于绿地项目，并没有使用本地房地产代理机构和建筑公司的限制。

拉脱维亚的房地产市场上有许多本地和国际建筑公司，这让该市场竞争激烈。拉脱维
亚的建筑公司已在外国市场上证明了自身的竞争力，从一般建设到特定设施工程，它
们在不同规模的项目中都有不错的表现。国际企业也在拉脱维亚建设市场成功运作。

房地产市场发展良好，竞争激烈，主要企业包括拉蒂欧有限公司、高力国际、Kivi房地
产、奥博豪斯、Imperio	Estate、ABC	Realty、CBRE、以及Balsts。

申请获得拉脱维亚的建设许可证大约需要3个月的时间，但如果是大型和技术难度高
的项目，可能需要更多时间来办理所需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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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环境
根据世界银行《2018年营商环境报告》，拉脱维亚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排名第十
九。 

根据《2018年营商环境报告》，拉脱维亚对以下领域的地方监管框架进行了实质性改
进：通过启动私人信贷，更好地获取信贷信息；通过改进在线系统，以简化提交企业所
得税申报表和强制劳动缴款的纳税程序。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集团

同样，遗产基金会发布的全球贸易自由度的最新排名——“经济自由指数”表明，贸易
自由度与许多正向指标之间关系密切，例如，经济繁荣度、低贫困率和清洁环境等。
衡量自由和自由市场影响的《2017年经济自由指数》将拉脱维亚列在“世界最自由的
经济体”排行榜的前20位。	

资料来源：遗产基金会	

业务形式
拉脱维亚的《商法》中规定了以下几类法律实体：
•	有限责任公司(有限公司)
•	个体商人（独立贸易商）
•	股份公司
•	合营公司
•	分支机构或代表处

代表机构与分支机构一样，不是独立的法律实体。代表机构不能从事经济活动，其职能
仅限于市场调研、对母公司的推广，以及其他有限的营销活动。

目前最流行的公司形式是有限公司。 

成立公司
所有公司必须进行商业注册。如若公司要取得法律地位，其创始人应当准备并提交企
业登记簿，包括基金会协议或基金会决议（适用于单一创始人的情况）、公司章程、法
定地址确认书，以及确认支付了登记税和在官方报纸“Latvijas	Vēstnesis”上发布公
告的费用的收据。

登记税的多少取决于所选择的业务形式。一般在三日或一个工作日内（如果支付三倍
费用的话）便可完成审查申请并注册公司。

一个工作日内就可以注册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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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工作和居住许可 
根据《移民法》的规定，持有有效旅行证件的外国人有权进入拉脱维亚并在拉脱维亚
居住。如果外国人希望在拉脱维亚居住超过90天，但不多于六个月，则必须获得签证
或居留许可。自拉脱维亚加入欧盟以来，其他欧盟成员国的公民进入拉脱维亚不需要
签证或居留许可。但如果他们在拉脱维亚停留超过90天，则必须到公民和移民事务办
公室办理登记卡。网站http：//workinlatvia.liaa.gov.lv/上的信息对外国人获得居留许
可的过程进行了详细介绍，总结了所有需要了解的相关程序。

签证
拉脱维亚加入申根协定已有10年，因此申根成员国公民前往拉脱维亚不需要签证，持
有有效申根签证的外国人可以凭此前往拉脱维亚。其他有权申请签证的外国国家，其
公民进入拉脱维亚必须提出申请。

根据《国家社会保险法》，拉脱维亚的自然人或法人雇主若打算雇用外国公民，则必须
订立劳动合同或工作绩效合同。同时，希望建立就业关系或自谋职业的外国人必须持
有工作许可证。

工作许可证
公民和移民事务办公室根据签证或居留许可签发工作许可证。如果雇主打算雇佣外
国人，他们必须至少提前一个月向国家就业局（SEA）登记职位空缺，然后再向SEA申
请批准签证或申请居留许可。如果外籍就业者将为多个雇主工作或拥有多个职位，则
必须分别获得单独的工作许可证。如果外国公民的就业只是在90天-6个月的短期停
留时间内，则可以根据签证的有效性签发工作许可证。

居住许可证
居留许可证对外国公民在拉脱维亚境内90天-6个月的暂时停留进行许可。个体经营
者、在商业登记处注册的公司董事会或监事会成员、《移民法》规定的受权代表外国公
司从事分支活动的人员和其他成员等，均可提出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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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外国公民可以申请临时居住许可：
•	对一家拉脱维亚公司进行股权投资（增加现有公司的股本或设立一家新公司）:
•	 对营业额或年度资产负债不超过1000万欧元，雇员不超过50人，年度纳税额
至少为40000欧元的公司，投资至少为5万欧元；
•	 对营业额或年度资产负债超过1000万欧元，雇员超过50人的，投资至少为10
万欧元。

•	拥有不动产
•	 可通过在拉脱维亚任何地方购买价值至少为25万欧元的不动产获得居住许
可。

•	在拉脱维亚一家信贷机构中进行至少28万欧元的次级资本投资。

不动产购置程序和限制
拉脱维亚的立法对拉脱维亚公民、欧盟成员国公民的城市不动产所有权取得和转
让，对超过50%的股权由拉脱维亚公民所有的公司、欧盟成员国公民所在城市的不动
产所有权的取得和转让，或者与其签订了国际促进协定的国家的自然人或法人的不
动产所有权的取得和转让没有任何限制。来自第三国的外国公民在国家边界地区、
特别保护区、自然资源匮乏地区、农业或林地地区的不动产所有权取得和转让收到限
制。

转让不动产权	
涉及所有权变更的每宗不动产交易都必须在土地登记处进行登记，该登记处对有关
不动产法律状况的信息进行存储。买卖双方通过提交由双方签字的登记申请进行不
动产权属转让登记。在到土地登记处登记前，业主必须结算不动产所涉及的任何不
动产税、债务，并支付印花税和国家税（见《不动产税》）。不动产权利转让申请在十天
内进行审查。

知识产权保护 
拉脱维亚立法规定了四项保护知识产权的主要手段：专利、商标、外观设计和版权。所
有有关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都与欧盟立法和国际公约相一致。

专利局是实施国家工业产权保障政策的机构，对授予专利或商标、外观设计的注册作
出决定，或对附加保护证书进行注册；为专利、商标和注册外观设计提供正式的国家
证书，并证明个人在知识产权注册中起到中介作用。

其他人可通过申请许可证或签订许可协议的形式获得使用知识产权的权利。知识产
权所有人有权将所有权同时转让给他人或其他公司，也可单独转让给一人或一个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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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并购规定
开展业务或参与重组（兼并或收购）的外国和本土公司必须遵守《竞争法》、	《商法》和《
企业所得税法》的相关规定。自2004年拉脱维亚加入欧盟以来，《竞争法》和国家竞争管
理机构—竞争委员会—都按照欧盟关于并购的规则运作。

竞争委员会负责保护和发展拉脱维亚境内的商业竞争，其主要任务是：
•	监督市场参与者遵守禁止滥用支配地位的规定，禁止市场参与者就违规行为达成
协议；

•	监督广告法的遵守情况；
•	检查提交的关于市场参与者之间达成协议的通知，并就此作出决定；
•	限制市场集中度过高。

竞争委员会有权:
•	开展市场监管；
•	对违反竞争的行为进行调查；
•	就市场参与者活动的整合提供意见；
•	向法院提交诉状、申请和申诉。

对投资者权益的保护
拉脱维亚的投资者权利受《商业法》、	《	民法》和《司法权力法》的保护。股东在年度股东
大会上行使其权利。共同代表公司股本不低于二十分之一的股东可以要求召开临时股
东大会。任何股东如果被非法阻止参加会议或熟悉相关信息，或在作出此类决定时发
生重大违规行为，均可向法院提起撤销股东大会决议的诉讼。

双边关于促进和保护投资的协议涵盖了拉脱维亚外国投资者的投资权利。协议规定，
投资者与缔约国之间的一切争议都必须通过谈判解决。如果争议没有通过谈判解决，
投资者可以将争议移交给投资所在国的有管辖权的法院或在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UNCITRAL）秘书处设立的特设仲裁法庭或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
	

拉脱维亚法院体系
《司法权法》规定，所有法院判决在其上诉或抗议期限结束后具有法律效力。拉脱维亚
法院体系分为三个层次：(1)地区(市)法院作为民事、刑事和行政事务的一级法院；(2)
六个地区法院作为初审法院审理较为复杂的案件，处理地方法院审理案件的上诉；(3)
由参议院、民事事务委员会和刑事事务委员会组成的最高法院是由地区(市)法院和地
区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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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投资者委员会
外国投资者理事会（FICIL）是一个非政府组织，联合了在拉脱维亚进行了巨大投资的海
外大企业，以及在拉脱维亚经营的10个国家商会。委员会所代表的公司约占外国直接
投资总存量的31%。

委员会活动是以与拉脱维亚政府的对话为基础的，目的是改善拉脱维亚的商业环境和
投资气候。委员会成员提出影响企业运作的各项问题，并与各政府机构保持日常合作，
通过改变立法或行政程序来解决问题。委员会主要解决四个关键问题，以改善拉脱维亚
的投资环境：
•	透明；
•	为有效运作的市场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并降低通胀；
•	投资环境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
•	更有效地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外国投资者委员会在年度高级委员会会议上与政府部门见面，该会议由现任总理和委
员会的名誉主席联合主持，共商拉脱维亚的经济发展，交流意见，从而改善商业环境，
并促进对拉脱维亚的进一步投资。

贸易和海关程序
自2004加入欧盟以来，海关政策一直受到欧盟立法的规范。拉脱维亚海关立法仅对欧盟
立法未涵盖的具体领域作出规定。

根据欧盟共同体海关法，共同体货物是：
•	完全在欧盟生产的货物，不含来自第三国的任何原材料；
•	已在欧盟关税区内自由流通的从第三国进口的货物；
•	由上述货物在欧盟海关区生产的货物；
•	如果从一个成员国转运到另一个成员国，须越过第三国领土，货物则须经国内过境
程序（备有各自的海关申报）。

从第三国进口或出口到第三国的货物须缴纳关税。在欧盟关税区发行自由流通的货
物时，需缴纳共同对外关税，这意味着进口到任何欧盟成员国的货物均需缴纳同样的
税。根据货物的分类和原产地，欧盟立法对进口关税额有所规定。增值税和其他税（如
适用）仅需在进口货物所发行的消费国缴纳。

货物的进口商可以申请欧盟关税配额，该配额允许进口商在某些时间段内在进口一
定数量的货物时，可享受降低关税或零关税的福利。如需了解有关进口或出口关税的
更多具体信息，请查看出口帮助台(Export	Helpdesk,	www.exporthelp.europa.eu)
和市场准入数据库(http：//madb.europa.eu)。拉脱维亚使用TARIC(Tarif	 Intégré	 la	
Communauté)来确定进口到欧盟海关领域内产品的相关规定、税率和潜在的许可证
要求。TARIC可按原产地、统一制度(HS)代码和产品说明在税务总局和海关联盟互动网
站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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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环境 
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
拉脱维亚的中央银行是拉脱维亚银行，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同时也是欧元系统的一部
分。拉脱维亚银行与其他欧元区国家和欧洲中央银行(ECB)一样，有着共同的主要目
标，即维持物价稳定。拉脱维亚银行参与实施和制定欧洲体系的货币政策。拉脱维亚银
行也管理外汇储备，确保支付系统的顺利运作，在拉脱维亚发行现金、编制金融和货币
统计，并维持信用登记册。

金融和资本市场委员会（FCMC）在金融和资本市场中对所有活动参与者（投资者、信贷
机构、保险公司、证券交易所、保存、经纪人等）等进行规范和监督。金融监管委员会促进
金融市场的自由竞争和稳定，并保障投资者、储户和被保险人的利益。

拉脱维亚商业银行
截至2017年底，拉脱维亚共有16家银行和7家外国银行分支机构。拉脱维亚商业银行协
会的存在是为了帮助加强和发展拉脱维亚的银行系统---制定法律和代表银行的集体利
益。截至2017年产年底，银行资产总额为283.97亿欧元，其中51%为发放贷款。	

保险业
截至2017年底，拉脱维亚共有六家保险公司在经营（两家寿险公司和五家非寿险公司）
以及十一家外国保险公司的分支机构。提供保险服务的牌照申请必须向FCMC提交。批
准或拒绝申请的决定将在申请日后六个月内作出。

证券交易所
纳斯达克里加证券公司和拉脱维亚中央存托机构是拉脱维亚证券市场的主要运营商。
这些机构为市场参与者提供证券交易、结算和结算证券交易、上市证券以及中央证券登
记中心和国家资助养老基金登记册的运作环境。

纳斯达克里加是全球最大的交易所公司纳斯达克公司的一部分。在2018年5月，纳斯达
克里加上市的24家公司的总市值为9.1235亿欧元。

根据“金融工具市场法”和纳斯达克里加规则，希望将其股票列入纳斯达克拉脱维亚市
场主要名单的公司必须符合以下要求：
•	拉脱维亚监管机构批准的招股说明书；
•	最低市值为四百万欧元;
•	至少有三年的运营经验;
•	列出至少25%的公司股份总数，或如果列出少于25%，上市股份的总额必须至少为
1,000万欧元;

•	向“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公认会计原则”编制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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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

一般税收原则
经修订的《税收和税收法》制定了拉脱维亚的一般税收原则的内容。特定的税收是根据
特定税法来规定的，例如增值税法或公司所得税法。当一般原则与特殊规定发生冲突
时，以特殊规定为准。

根据《税收和税收法》，关税由国家或市政府征收。国家有权对各种物品征收关税，包括
车辆、法院申请、公证程序、赌博、数据识别变化、农村土地储备量、凭证和汇票、移民服
务、业务牌照/许可证、担保物权登记、申请专利、商标以及植物保护证书。市政当局有权
根据商业支持原则，包括房地产税，向地方政府预算支付救济金。

*考虑到委员会条例的规定（欧盟）2013年12月18日第1407/2013的	107和108的条约对欧盟的作用微弱。

国家税收
1. 公司汽车税
2. 公司所得税
3. 海关税
4. 电税
5. 消费税
6. 彩票博彩税
7. 小微企业税
8. 自然资源税
9. 个人所得税
10. 房地产税
11. 国家强制社会保险
12. 团税
13. 印花税
14. 增值税
15. 车辆运营税
16. 代扣所得税（企业所得税法部分）

2017年1月1日，一项针对初创公司的单独法律得到了实施。下列国家援助方案由该法
确定：
•	经雇员同意，征收固定的社会税；
•	吸引高质素工人的支援计划；
•	及企业所得税抵免和企业所得税退税。

拉脱维亚的主要营业税 

个人所得税 20%、23%、31.4%不等

雇主国家社会保险缴费 24.09%

职工国家社会保险缴费 11%

增值税 增值税的标准税率为21％。
降低税率为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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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登记
在商业过程中所有交易都要需缴纳增值税。在拉脱维亚注册的商品和劳务总额
在12个月内超过50000欧元的个人或实体需要注册拉脱维亚增值税。

这一总额不包括在之后的12个月内所提供的任何资本或无形资产的价值。但
是，公司可以在总额超过限额前注册增值税并进行缴纳。此外，在拉脱维亚注册
的从事经济活动的非应税法人和个人如果在欧共体内购置的货物或提供的服务
的总交易额超过上一年10000欧元，则需缴纳增值税。根据纳税人的具体标准，税
款可以按月或季度进行缴纳。

企业所得税
从2018年起，对再投资利润实行0%的企业所得税（CIT），换言之，只有当公司支
付股息或其他付款以达到实际利润分配（有条件分配利润）时才需缴纳企业所
得税。	20％税率的企业所得税只需从利润分配中支付，这些利润将作为股息分
配或支付，或用于与业务发展无直接关系事宜。

居民企业按其全球收入征税。

非居民企业通过常设机构（PE）按照CIT标准税率对其拉脱维亚来源收入进行征
税。在没有PE的情况下，非居民企业可能要接受0到15%的预扣税（如管理费和
对避税港的付款）。

个人所得税
拉脱维亚居民对其全球收入需要缴纳所得税。非居民则需要对其拉脱维亚来源
所得征收所得税。自2018年1月起，就业和其他收入的个人所得税按20％、23％
和31.4％的差别税率征收，但资本利得除外。

人寿保险合同和私人养老基金的股息，利息和收入按10％征税。处置资本资产（
如房地产、股票和债券）的资本收益按20％征税。

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在2018年纳税年度报告中将拉脱维亚列为总税率相对
较低的波罗的海国家中的第一位。这意味着贵公司只需在拉脱维亚缴纳的税收
只占利润的一小部分，这比在大多数国家税率低的多。

总税率 (%)

资料来源:2018年纳税,
PricewaterhouseCoopers

卢森堡

克罗地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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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脱维亚

葡萄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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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

比利时

13,1 35,4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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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51,1 10,4

挪威21,6 15,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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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财务报告
在拉脱维亚注册的商业公司、合作公司、欧洲经济利益集团、欧洲合作社协会和欧洲商
业公司必须按照“年度账户和合并年度会计法”来编制其年度账户。如果上一年的收入
超过30万欧元，专营商以及农业和渔业企业必按照该法编制年度账户。

该法基于定义的标准将公司划分为四类。如果连续两年符合三个标准中的两个，则该
实体必须重新归类到相关类别中：

净收益（欧元） 总资产表（欧元） 财政年度平均员工
数量

微型公司 <	700	000 <	350	000 <	10

小型公司 <	8	000	000 <	4	000	000 <	50

中型公司 <	40	000	000 <	20	000	000 <	250

大型公司 >	40	000	000 >	20	000	000 >	250

年度决算由财务报表和管理报告组成。被归类为小型公司的公司可选择不编制现金流
量表和股权变动表。该法还规定了所需公开的某些豁免。

管理报告必须提供有关公司发展、财务业绩和状况的信息，以及所面临的主要风险和
不确定性。

如果公司是大中型企业，或者其可转让证券在规范市场上进行交易，则年度账目必须
由经被注册会计法认证的注册会计师进行审计。如果符合下列条件之一，也必须对小
公司进行法定审计：
1. 连续两年超过下列两项标准：总资产负债表为80万欧元；净收入160万欧元；财政
年度年平均有50名雇员；

2. 它是一群子公司的母公司；
3. “公众人员股份公司管理办法”所指的公众公司或者其附属公司或者公私合营
公；或者

4. 根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承认某些特定的财务报表项目。

公司必须在核定账目的一个月内将其年度账目连同核证核数师的报告（如有的话）提
交给国家税务局，并且是在财务年度结束后的四个月之内（大中企业在财政年度结束
后七个月内提交）。一般来说，财政年度与历年相符，但企业可以自由选择财政年度的
其他起点和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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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品质与娱乐
景观与体验
里加除了是拉脱维亚的首都，也是三大波罗的海国家中最大的城市，还是欧洲的新艺
术主义建筑之都和该地区“绿化”最好的城市之一。这里有高档俱乐部、电影院和赌
场、传统剧院和展览，还有一个动物园和露天斯堪森式的博物馆，都可供人们参观，
适合不同年龄和品味的娱乐选择。拉脱维亚国家歌剧院位于里加市中心，是这一新
近独立国家令人骄傲的建筑象征。这个著名的建筑拥有国际知名的管弦乐队、歌剧和
芭蕾舞团，并吸引了国际知名艺术家前来欧洲。	

里加的旧城区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具备深厚的历史意义，对现
代产生影响。这些在路德教、天主教和东正教教堂、犹太教堂，当然还有国际餐馆、爱尔
兰和英国的酒吧里都被完美地俘获-	所有这些景点都在几个街区之内。

拉脱维亚独特的美食正成为吸引游客到里加的一个原因，因为许多当地的“民族”餐
馆遍布里加。也许在几年前还不是这样，但现在它可以自豪地说：里加的餐厅已经发
展非常迅速，所提供的食物甚至能够满足最挑剔的美食家。在拉脱维亚生产的食物既
健康又美味；并且厨师的技巧非常熟练，他们才华横溢，富有创造性，他们用现代的悠
闲方式丰富了民族烹饪的传统。

不过，里加及其周边地区只是拉脱维亚故事的一半。剩下的可以提供一系列的娱乐
选择，从乡村风情舒适的爱彼迎，到露天的中世纪剧院，到摇滚和流行音乐节与国际
明星。在一个以拉脱维亚草药桑拿为特色的乡间别墅的傍晚，骑马穿越风景优美的山
丘，或在潺潺的溪流中垂钓，无论是对于管理团队还是家庭来说，都是一个令人感到
新奇的放松地点。如果你前往文化意蕴深厚的国家旅行，拉脱维亚提供众多的城堡
和庄园与各种博物馆。例如在陶格夫匹尔斯众多的巨型古老堡垒里，其中一座经过翻
修的建筑物就是马克•罗斯科艺术中心，里面藏有几位传奇的抽象艺术大师作品。

拉脱维亚最重要的全国性庆典是圣约翰节–夏至6月23日–届时整个国家都聚集在篝
火旁，用鲜花和草花束相互打招呼，并享用一大杯特制啤酒和一份传统奶酪。拉脱维
亚还拥有自己的著名的四年一度的盛会–歌舞节，节日会在几千名歌手的露天集体
合唱音乐会上达到高潮。

拉脱维亚是“超级音乐大国”，但有时我们也会疑惑原因。像Mariss Jansons和
Andris Nelsons这样的国际巨星，歌剧女高音Elīna Garanča，男高音和Aleksandrs 
Antoņenko等都是拉脱维亚人：他们出生在拉脱维亚，在这里上学，最终成为传奇的
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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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脱维亚人民从小就热爱音乐。音乐的品味可能不同，但音乐会和节日的选择是如此
多样，每个人都能找到满足自己口味的东西。国际早期音乐节每年夏天在Rundāle宫
殿举行，该宫殿的设计沿袭了巴洛克和洛可可式建筑的壮观传统。喜欢歌剧的人在里
加有一个节日，在风景如画的西格达享受露天风景。在拉脱维亚，爵士乐、交响音乐和
室内乐也很受欢迎，但大多数年轻人更喜欢流行音乐。比如在Salacgrī弗吉尼亚海滩
举行的Positivus音乐节,在波罗的海诸国已经成为最受欢迎的流行音乐活动。Prāta 
vētra/ Brainstorm、DaGamba和Skyforger是最受欢迎的乐队之一，后者在民间金
属粉丝中的流行已经在拉脱维亚广泛传播。

拉脱维亚人也高度重视体育运动。大多数球迷聚集在看台或电视屏幕前，观看冰上曲
棍球、篮球和沙滩排球等团体运动。足球、垒球和手球也很受欢迎。我们热切地追随着
有舵雪橇明星运动员，其中有几位已经斩获奥运会、欧洲和世界赛事的冠军。拳击手
Mairis Briedis即将到达世界拳击的巅峰时，我们共同屏住呼吸，紧张不已。

但是如果没有参与，你就不可能成为一名真正的体育迷！对于体育爱好者来说，拉脱维
亚可以提供所有的传统活动，包括篮球、足球、网球和冰球，以及高尔夫、游泳和保龄
球。在户外活动方面，最受欢迎的是慢跑、徒步旅行、骑自行车和定向运动。此外，拉脱
维亚还有一些河流和溪流，有很好的漂流和皮划艇设施。对于冬季运动爱好者来说，
拉脱维亚的乡村地区提供了几座配备了高山滑雪装备的山丘。

最初，风洞并不是用来娱乐和娱乐的，但拉脱维亚北部的西格尔达小镇却有不同的想
法。西格尔达公司提供的是“空气管”风洞——一种以垂直支柱的形式向上喷射空气
的装置，使游客能够真正地呼吸到空气。	Aerodium的教练是其领域的全球领先专业
人士，2006年参加都灵冬季奥运闭幕式并在上海世博会上建造了拉脱维亚馆，便证
明了这一点。

西格达已经成为吸引当地居民和外国游客最热门的休闲活动中心之一。无论您选择
像鸟一样飞翔，从缆车上跳下蹦极，还是以惊人的速度在真正的雪橇赛道上比赛，都
能保证令人印象深刻，刺激的肾上腺素爆发。

自然宝藏
尽管拉脱维亚在北纬是一个相对较小的国家，但由于世界正在经历广泛的工业化，因
此低强度的农业和林业活动使得拉脱维亚具有显著的生物多样性。再加上农村人口密
度低，使古森林得以保存，动物物种丰富福多样。白鹳和稀有的黑鹳在拉脱维亚北部
占有一些殖民地，还有其他珍贵的动植物物种。这使拉脱维亚成为国际观鸟者地图的
热点。对于不那么“专业”的生态游客，拉脱维亚提供了遍布全国的国家公园和四个自
然保护区，每个自然保护区都有自然教育径、观察台和野马群。

在所有季节，特别是在夏季，海洋便充满吸引力。我们的沙滩长500多公里，沙滩上的
沙子特别魅力和洁白，细长的松树在沙丘上生长，被称为植物杀菌素的愈合物质。
	
由于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尤尔马拉成为特别受欢迎的度假城市;		在文茨皮尔斯、列帕加
和波罗的海沿岸的其他地方都可以找到优质的海滩。广阔的波罗的海沿岸有着传统的
渔村，欢迎游客品尝新鲜的熏鱼或乘船观光。

拉脱维亚的东部被称为蓝湖之乡，因为它有数百个湖泊，所有湖泊都非常美丽;在那
里，大自然的朋友们总是受到拉托加尔人最诚挚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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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脱维亚定居
除了拥有国际连锁酒店，里加和其他大城市拥有一流的住宅物业可供购买或出租。这些
价格差别很大，主要取决于位置。在任何一个大城市附近购买一个舒适的乡村住宅都是
一个很好的投资。

拉脱维亚是人均医生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这确保了公立和私立医疗中心和诊所的医
疗服务质量。这一点再加上合理的成本，最近从医疗成本过高的邻国欧盟国家引起了
一波医疗旅游热潮。

拉脱维亚有三所国际学校，受到外交人员子女和该国侨民的高度赞赏。其中一个位于
尤尔马拉市附近，另一个坐落在Kipsala道帕加河上的道加瓦河旁边，第三个位于里加
郊区的皮伊城。此外，大多数拉脱维亚大学提供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
国际质量教育，以及适用于英语交换学生或自由迁移者的相关技术。

除了各种外国商会等组织之外，里加也有多个非正式的外籍人士团体、联合各国人民和
专业人士定期在这里举行文化娱乐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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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创业、投资和对外贸易
拉脱维亚投资发展署（LIAA）是直属于经济部的一个政府机构，成立的目的是通过促进
外国投资的增长和提高拉脱维亚企业家在国内和国外市场的竞争力以此促进企业发
展。其在拉脱维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促进对外贸易方面有20多年的经验，LIAA现在
提供了一个综合解决方案。该机构支持在拉脱维亚国际贸易的公司以及在拉脱维亚寻
求商业伙伴或地点的海外企业。

此外，LIAA的功能已经扩展到包括旅游推广。截至2016年2月，LIAA还负责监督拉脱维
亚旅游政策的责任和职能。

在与商界的密切合作下(特别是在拉脱维亚、国家经济委员会和工业协会的外国投资
者委员会)，LIAA促进了商业环境的稳步改善，特别是行政程序。
	

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一站式服务
投资便利：
•	协助投资选址和投资项目的实施；
•	提供有关商业机会和投资激励的所有相关信息；
•	确定生产设施、办公室和土地的最佳财产选择；
•	协助建立和发展与拉脱维亚商业伙伴的联系；
•	提供关于拉脱维亚潜在投资机会的信息(投资者寻找拉脱维亚公司和项目)；
•	协助启动程序。

寻求供应商:
•	协助寻找合适的拉脱维亚供应商，提高竞争力；
•	提供拉脱维亚出口公司、出口产品和服务的信息；
•	根据买方的要求对拉脱维亚供应商进行搜索；
•	直接和通过互联网向拉脱维亚公司分发业务提案；
•	组织贸易研讨会和对外贸易代表团前往拉脱维亚；
•	拉脱维亚企业的咨询和国外市场研究；
•	协助拉脱维亚公司在各种国际展览和贸易代表团、出口促销活动和商业配对；
•	提供关于劳动力可用性和技能评估的信息。

在投资或分包项目实施后，LIAA在整个投资过程中提供了充分的支持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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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生态系统
拉脱维亚的创业环境充满活力并迅速发展。为了促进这种增长，所有重要的利益相关
者	-	私营和公共部门、投资者、学术界和创业爱好者，都携手合作。

如今，拉脱维亚的初创企业基础设施包括400多家活跃的初创企业、一群机构投资者
和天使投资人、多元化的现代合作空间、数十个由政府、学术界和私人人士推动的孵化
器，以及一系列充满激情的集会、高效会议、编程马拉松和聚会的日程。此外，拉脱维亚
已经通过了一项独特的创业法，任何愿意来拉脱维亚创业的人都可以获得创业签证。

欢迎登陆创业门户网站www.startuplatvia.eu阅读了解更多拉脱维亚创业环境和
机遇。

一些创业成功的故事 

Anatomy	Next是一个拉脱维亚的创业公司，它建立了3D医疗模拟软件。与顶尖的医学
专业人士、三维可视化和IT专家一起工作，公司正在为一个最复杂的主题之一	-	解剖
学	-	如何转化为医学生和教育工作者的交互式和引人入胜的体验树立榜样。Anatomy	
Next成立于2013年，是一个数字出版业务，创造了一本关于人体的备受赞誉的书籍，
关于人体，并被主要的电影工作室、艺术家和科学家使用，于2015年开始开发3D软
件技术。之后，决定于2016年加入名为Startup	Wise	Guys，这是欧洲最佳商业加速器
之一。Anatomy	Next的头颈部解剖学软件于2017年夏季在华盛顿大学医学院进行
了测试。目前，该团队已经成长为24人，包括医生、医学生与华盛顿大学创业孵化器
CoMotion	Labs合作的3D艺术家和软件工程师。Anatomy	Next团队正在改变的医学
教育的最终目标是拯救生命。

拉脱维亚初创公司Eventech是商业化事件计时技术的先驱。它拥有40多年历史的技
术。公司自2012年开始运营以来，已成为卫星激光测距行业的领军企业，占有50%以
上的市场份额。但是公司正在迅速发展，寻找新的应用程序，而不仅限于地面。由于拉
脱维亚的目标是成为欧洲航天局（欧空局）的成员国，欧洲航天技术公司申请欧洲合
作国家计划（PECS）（这是成为成员国的重要一步）。Eventech公司有可能申请PECS
计划（由欧空局控制），以开发空间准备设备。幸运的是，Eventech在2016年获得了两
年的融资，有趣的是，该公司是拉脱维亚第一个获得最高金额为40万欧元的硬件开
发公司。2017年，Eventech被Netpec	UK（ESA，Airbus）邀请参加2021年的月球任务
LUNA-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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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gram是一个数据可视化平台，它的任务是创建工具，让人们能够在设计好的图
表、信息图表、地图和报告中讲述和理解数据背后的故事。Infogram于2012年推出，
凭借其简洁、功能性和强大的设计美感，迅速成为网络上最受欢迎的数据可视化工
具。Infogram被全世界300多万的记者、非政府组织活动家、营销人员和教育工作者所
使用。Infogram以使用Infogram：Euronews、FastCompany、JLL、MSN、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Linked	 In、Skyscanner、Good	 Year等等的伟大组织而自豪。目
前，Infogram用户已经创建完毕。

每月有超过7000万人浏览的信息图表和图表。2017年5月，Infogram与匈牙利展示平
台Prezi联手，为视觉传达提供有效工具。

政府支持
拉脱维亚政府在致力于基础设施建设，有意吸引有识之士，并对此充满信心。

政府在不同阶段帮助启动生态系统的发展:构想和概念化、启动、发展和扩展。无论你
达到了什么阶段，都有一个支持机制。

创新激励计划
典型的支持接受者:没有强大的商业理念，但决心沿着创业之路走下去。通常这些人是
在寻找动力，尝试和合适的人去创业。

创新激励计划提高了社会各界对创新创业精神的认识，并为那些想要创业的人提供
了支持。除此之外，该项目还组织了各种黑客马拉松、网络聚会、工作坊和其他能力建
设活动，这些活动帮助创业者确定了下一步措施。

总体方案预算为5,303,932欧元，85%由欧洲区域发展基金提供，15%来自拉脱维亚
国家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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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孵化器
赞助接收者的典型特征：有一个需要改进的商业创意，并且可能需要一个备份商业计
划。通常这类人寻求来成功商人的指导，关于如何检测他的商业创意。

自从2016年10月15号，LIAA在拉脱维亚的各个城市里面建立了15个企业孵化器——看
看这张地图并且找到离你最近的那个！

孵化器的主要目标是帮助开发新的，可行的并具有竞争力的商业创意。孵化器提供了
一个全面的支持机制：商讨、传授、指导和联合融资。

融入孵化器之后，根据企业家的表现度将他们分为两组。

1)孵化前期-最多六个月的支持。分别包括：
•	商业创意的初步评估
•	加强商业模式的协商
•	开发业务技能
•	开放办公室和办公设备的使用
•	孵化前期的最初支持是2000欧元

2)	孵化器-最多四年的支持。分别包括：
•	在孵化前期的所有支持
•	量身定制的发展目标
•	申请和接受指导的可能性
•	申请和得到以下费用50%的赞助的可能性
•	各种服务（测试、原型设计、市场调研、咨询专家等）-最多可达10,000欧元
•	购买材料/设备-最多可达5000欧元
•	孵化器的最初支持是20，000欧元，最多可达200,000欧元（根据最低限度的规定）

总体方案预算为3080万欧元：85%由欧洲区域发展基金提供，15%来自拉脱维亚的
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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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券
赞助接受者的典型特征：创造新产品和/或技术的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通常是正在
寻找进行一系列相关协助研究（例如工业研究、技术研究等）的公司，以及对新产品测
试/原型的支持。

这个项目想要通过技术转让支持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的创新，使现有的产品和（或）
技术得到了实质性的改进。这个项目以这种方式有利于拉脱维亚现有的智能专业化
战略	。

这个项目为每个接受者提供了2.5万欧元的赞助，包括以下领域60%的融资：
•	技术和经济可行性的研究
•	工业调查
•	实验合计和细化，包括原型设计
•	产品工业设计
•	新项目或技术的测试和鉴定
•	工业发明的产权（专利），设计样本以及半成品的模样

项目总体预算是280万欧元。

创业支持计划
正如法律对支持新兴公司活动的描述-进一步说就是“创业法”。

赞助接受者的典型特征：具有已建团队以及明确产品的新兴公司，具有高发展潜力和
可扩展的商业模式。通常是正在寻求关于未来发展的融资和战略建议的新兴公司。

这个项目促进拉脱维亚新兴公司的建立。

创业法建立了一个关于如何支持新兴公司的明确框架。法律的重点总结如下：
•	新兴公司的法律定义：“一个具有高增长潜力的优秀公司，它的基本活动与发展、生
产或改进可升级的商业模式和创新产品有关”(参见创业法第1节)；

•	列出三种合格的新兴公司能够利用的支持机制。(参见创业法第6,7,8节):
•	用于新兴公司雇员和国家社会保险的301欧元的固定薪酬；按两个最低工资的
35.09%计算（430欧元x2），而不是全部工资；

•	联合融资帮助招到高质量的雇员	(联合融资强度45%);
•	减免企业和个人所得税	(最高可达100%)	。

•	它列出新兴公司应该达到的所有标准，为了得到支持上市的资格。（参考创业法第
四节）其中最重要的是：
•	合格投资者的资本投资:至少1.5万欧元的加速项目或商业天使或3万欧元的风
险投资基金(创业法第五节规定投资者的资格);

•	 5年以上的新兴公司在过去5年里的纯利润不超过500万欧元的，过去两年的纯
利润不超过20万欧元。

•	创业公司未经重组，不拥有另一家公司的股份，根据商法第20条，公司的过渡
未发生，根据商业法第184.1条，该公司不是关连人士，未以一个股东拥有投
票多数的方式转让股权，至少有一个拥有至少10％股权的股东实现商业理念;

•	新兴公司至少符合三项中的一项创新特征(a)一项创新产品或服务的产权;	(b)	
至少70%的雇员拥有硕士或博士文凭	(c)	注册以来至少50%的费用用于研究
与开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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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签证
接受支持者的典型特征：一个愿意来拉脱维亚，并经营基总部位于拉脱维亚的初创公
司的外国公民。

居住许可证	(也叫	“工作签证”)	是为了那些想来（或者已经在）拉脱维亚的人的利益创
办的，他们是总部位于拉脱维亚的初创公司和管理组织的成员。

获得创业签证的条件
移民法第23节(1)第33条规定如下:	
如果他/她计划在拉脱维亚建立/发展一个新兴公司，并且符合下列条件，他/她可以申
请最多3年的居住许可证：
a)	 在居住许可证签发后3个月内，此人成为位于拉脱维亚的初创公司不超过1年的
董事会成员；

b)	 在居住证签发后的头6个月内至少投资30000欧元18个月内至少投资60000欧
元的合格风险投资投资者。

一旦未达到上述条件，可以撤销居住许可证。

*合格的风险投资：按创业法第5节规定

申请资料

居住许可证的条件，第28	、	29和48.1点提供了申请资料提交的进一步信息：
•	该人打算在拉脱维亚创建/开发/实施的创新产品的说明；免费提交；
•	护照（或有效旅行证件）；
•	申请表；
•	 1张护照大小的照片；
•	无犯罪记录证明-以下国家名单（如美国、澳大利亚等）的申请人不需要；
•	确认必要的生活文件；
•	确认拉脱维亚住处的文件；
•	确认支付申请费。

申请和领取居住证的人也可以为其配偶和子女办理居住许可证。

提交和审核过程
所有的文件都可以提交于1），如果本人在拉脱维亚，可以在公民和移民事务办公室提
交或2）如果本人在拉脱维亚境外，可以在本国/本人居住地的拉脱维亚大使馆提交申
请。提交文件后，将需要30天（常规程序）或10-15天（加急）的审核。一旦审查完成且通
过，则可在2	-	10日领取居住许可证，即工作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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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科研成果的商业化

支持者中的典型人物：那些愿意将他们的发明商业化的科学家。通常，这类人会遵循企
业家和行业专家的指导，同时也会引发人们对发明创造的需求。

该计划支持公共研究机构实现的成果创新商业化，从而为拉脱维亚现有的智能专业
化战略做出贡献。

该计划为每个受援国提供高达30万欧元的支持，其中90%的资金用于以下领域：
•	技术和经济的可行性研究
•	商业化战略
•	工业调查
•	实验设计和细化
•	参加国际展览、会议、海外研讨会、个人访问和参加由LIAA组织的贸易使团活动以
及参观国民摊位/展位

•	工业发明的产权（专利）、设计样本以及半成品构造
•	与行业专家合作，制定商业化计划和实施方案
•	专家参与解决知识产权许可证问题

大学和企业都可以使用LIAA管理的技术发现计划，技术发现员可以就双方合作以及技
术开发的可用支持激励机制进行协商。

项目总体预算为8,039,948欧元。

提升
国际竞争力

支持者中的典型人物：有意愿开拓国际市场并且具有优质产品和服务的公司。通常，这
种公司正在寻找机会在国外建立一个商业网络，并将其产品和服务推广到国外市场。

这个项目提升了拉脱维亚公司和企业家的竞争力。所提供的支持范围在15，000欧元
和200，000欧元之间，融资强度在80%至100%不等。

可支持的活动如下：
•	在国内外展览中有自己的货摊或展位
•	如果有嘉宾介绍他们的产品或服务，可以参加在国外举办的与企业家交流会
•	参加海外贸易代表团举行的活动
•	参加对拉脱维亚高级政府官员的国际访问
•	评估生产和产品的规格
•	与国外代表协商

牢记
1)上文一些项目不能支持以下四种行业：
•	NACE	G：批发和零售贸易、汽车和摩托车维修行业
•	NACE	K：金融及保险活动
•	NACE	L：房地产活动
•	NACE	R：艺术、娱乐和休闲

2)最低标准适用于上述提到的一些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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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单一市场的信息
欧洲企业网（EEN）中的拉脱维亚分公司在LIAA内部运作，提供有关欧盟的政策、立
法、法规和贸易信息，并在世界范围内超过65个国家中寻找商业伙伴的信息。

对于希望走入国际市场的中小型企业(中小型企业)来说，它是全球最大的支持网络。

国际和区域网络 
LIAA既是当地的又是国际的。我们的外国代表网络和与拉脱维亚和国外其他机构的
合作网络将LIAA与我们的客户联系起来，并将其与主要市场、业务合作伙伴和地点联
系起来。

在19个国家的代表办事处和公共代表网络中，LIAA具有强大的国际影响力。除了在欧
洲、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建立了完善的网络外，亚洲还开设了办事处。LIAA与国内外其
他贸易机构紧密合作，加强了与世界主要市场和商业伙伴的联系。LIAA还充分利用拉
脱维亚的外交网络与外交部密切合作。

LIAA的外国代表提供了有关拉脱维亚的商业契机、相关立法、税收制度、国民经济和
对外贸易的相关信息。我们的代表促进了拉脱维亚公司和企业在特定国家或地区的
合作，并协助其寻找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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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脱维亚投资发展署办事处		

迪拜	(AAE) 维尔纽斯（立陶宛）

明斯克	(白俄罗斯) 阿姆斯特丹（荷兰）

哥本哈根（丹麦） 奥斯陆（挪威）

巴黎（法国） 华沙（波兰）

罗马（意大利） 新加坡（新加坡）

东京（日本） 赫尔辛基（芬兰）

阿拉木图（哈萨克斯坦） 柏林（德国）

莫斯科（俄罗斯） 法兰克福（德国）

北京（中国） 斯德哥尔摩（瑞典）

上海（中国） 洛杉矶（美利坚合众国）

宁波（中国） 华盛顿（美利坚合众国）

伦敦（英国）

更多信息:	www.liaa.gov.lv

Dubai (AAE)

Minsk (Belarus)

Copenhagen (Denmark)

Paris (France)

Rome (Italy)

Riga (Latvia)

Tokyo (Japan)

Almaty (Kazakhstan)

Moscow (Russia)

Beijing (China)

Shanghai (China)

Ningbo (China)

London (United Kingdom)

Vilnius (Lithuania)

Amsterdam (Netherlands)

Oslo (Norway)

Warsaw (Poland)

Singapore (Singapore)

Helsinki (Finland)

Berlin (Germany)

Stockholm (Sweden)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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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lrade koks

Dailrade Koks, 如今拥有5家生产工厂，是拉脱维亚最先进且规模最大的
家具制造商之一。
该公司是一家依法合规且模式灵活的现代化公司，产品设计精良，提供高
品质的客户服务。 同时，公司非常重视即时、精准交货。

地址：Ciekurkalna 1. linija 11, Riga, LV-1026, Latvia
联系电话：+37167368840 
邮箱：info@dailrade.lv
网址：www.dailrade.l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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薯片烹饪革新技术

如果你品尝美味，快来品尝 Jersika 薯片!

酥脆轻薄，挡不住的美味诱惑。
Jersika 薯片烹饪过程绝不添加油，采用独特配方。

网址：www.jersika.Iv
Facebook: jersikascipsi
Instagram: Jersikas_cipsi

生产商：GLEAR Ltd, "Tisa viens", Gumertgraveri,
Jersikas pagasts, Livanu novads
LV-5315, Latv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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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miermuiza工艺酿酒厂建于古老
的大厦之上，旨在让人们在节日里品
尝当地美酒。拜访Valmiermuiza酒
吧或啤酒店后，啤酒爱好者总是意犹
未尽，希望本国的酒吧和啤酒店快开
始销售Valmiermuiza。如今，
Valmiermuiza高品质啤酒不仅是拉
脱维亚美食的名片，而且远售至欧洲
国家以及澳大利亚。

地址：Dzirnavu iela 2, Valmiermuiza 
Burtnieku novads, Latvia

邮箱：info@valmiermuiza.lv
联系电话：+ 371 2866 4496

网址：www.valmiermuiza.lv



65

‘18 | 拉脱维亚商业指南

63

'18

62

销售 
Mukusalas street 41
Riga, LV-1004, Latvia
+37167383023

VIZULO代表精美的产品设计，优良的品质和高技术参数。我们
是一家LED灯具生产和销售公司，专门负责区域、街道、商业、
工业和建筑的LED照明。

VIZULO 是一家专注于建设智能城市为理念的照明生产商。优质
产品的研究和开发是公司的重点项目，VIZULO的工程团队是与
里加科技大学合作形成团队。公司招聘许多具有博士学位的研究
人 员 。 自 2 0 1 2 年 公 司 成 立 以 来 ， 公 司 发 展 迅 速 ， 有 7 0 人 在
VIZULO集团工作，并且我们的照明产品已经出口到全球27个国
家。

生产 
Laucu Lejas
lecava, LV-3913, Latvia 
+37167383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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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palleteries.lv

拉脱维亚最大的锯材生产商之一，生产托
盘和包装材料。

总公司
地址: Robezu iela 46, Riga, LV-1004, 
Latvia
电话: +371 2953 4325
邮箱: edijs@palleteries.lv

生产商
地址：Zala iela 6, Kuldiga, LV-3301, 
Latvia

韩国办事处
地址：9, Jinju-daero 1069beon-gil, 
Jinju-si, 
Gyeongsangnam-do, Korea
电话: + 82 55 742 2082
电子邮件: alex@palleteries.l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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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反应器的广泛应用

我们从实验室发展和制造生物反应器，直到工业生产的规模。我们的客户既有科研实
验室的科学家，又有工业企业家。

我们有在生物技术生产中应用复杂生物反应器的经验。它是由多达15个生物反应器的
生产设施所创造，体积可达20立方米。更重要的是，所有的生物反应器都配备了新型
专利的磁性联轴器。
我们的生物反应器已经广泛应用在生产疫苗、生物肥料、食品添加剂、酶、藻类、土
壤清洁的物质、生物浸出过程中。
为了确保符合GMP规则，我们根据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的第21条(美国食品和药品管
理局的文件)要求使用SCADA软件。

我们可以为我们的设备提供IQ(安装资格)和PQ(性能认可)。

我们与工程的灵活性、竞争成本范围以及生物技术应用的进展不同。

27 Dzerbenes street, LV-1006 Riga, Latvia, phone/ fax: +371 67553518, e-mail:btc@edi.lv,www.bioreactor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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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ALTUM	–	www.altum.lv	
Association	of	Latvian	Chemical	and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LAKIFA)	–	www.lakifa.lv	
Association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and	Metalworking	Industries	(MASOC)	–		 	
www.masoc.lv	

Bank	of	Latvia	(Latvijas	Banka)	–	www.bank.lv	
Central	Statistical	Bureau	of	Latvia	–	www.csb.gov.lv	
Enefit	–	www.enefit.lv	
Export	Helpdesk	–	www.exporthelp.europa.eu	
Freeport	of	Riga	–	www.rop.lv	
Freeport	of	Ventspils	–	www.portofventspils.lv	
Investment	and	Development	Agency	of	Latvia –	www.liaa.gov.lv 
Latvenergo	–	www.latvenergo.lv
Latvia’s	State	Forests	(Latvijas	Valsts	meži)	–	www.lvm.lv	
Latvian	Association	of	Computer	Technology	(LDTA)	–	www.itnet.lv 
Latvia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Electronics	Industry	Association	(LETERA)	–											
www.letera.lv	

Latvian	Federation	of	Food	Companies	–	www.lpuf.lv	
Latvia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Association	–	www.likta.lv	
Latvian	Institute	–	www.li.lv	
Latvian	Internet	Association	–	www.lia.lv	
Latvian	Logistics	Association	–	www.lla.lv	
Latvian	Railway	(Latvijas	Dzelzceļš)	–	www.ldz.lv	
Latvian	State	Roads	(Latvijas	Valsts	ceļi)	–	www.lvceli.lv	
Latvijas	Gāze	–	www.lg.lv	
Magnetic	Latvia	–	www.magneticlatvia.lv
Market	Access	Database	–	www.madb.europa.eu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of	the	Republic	of	Latvia	–	www.zm.gov.lv	
Ministry	of	Culture	of	the	Republic	of	Latvia	–	www.km.gov.lv	
Ministry	of	Defence of	the	Republic	of	Latvia	–	www.mod.gov.lv	
Ministry	of	Economics	–	www.em.gov.lv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Science	of	the	Republic	of	Latvia	–	www.izm.gov.lv	
Ministr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of	the	Republic								
of	Latvia	–	www.varam.gov.lv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Latvia	–	www.mfa.gov.lv	
Ministry	of	Health	of	the	Republic	of	Latvia	–	www.vm.gov.lv	
Ministry	of	Justice	of	the	Republic	of	Latvia	–	www.tm.gov.lv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of	the	Republic	of	Latvia	–	www.iem.gov.lv	
Ministry	of	Transport	of	the	Republic	of	Latvia	–	www.sam.gov.lv	
Ministry	of	Welfare	of	Republic	of	Latvia	–	www.lm.gov.lv
Ministry	of	Finance	of	the	Republic	of	Latvia	–	www.fm.gov.lv	
Port	of	Liepaja	–	www.liepaja-sez.lv	
Riga	International	Airport	–	www.riga-airport.com	
Secretariat	of	Latvian	Ports,	Transit	and	Logistics	Council	–	www.transport.lv	
State	Employment	Agency	of	Latvia	–	www.nva.gov.lv
State	Revenue	Service	–	www.vid.gov.lv	
Telecommunications	Association	of	Latvia	–	www.telecom.lv	
The	Foreign	Investors’	Council	in	Latvia	(FICIL)	–	www.ficil.lv

http://www.altum.lv
http://www.lakifa.lv
http://www.masoc.lv
http://www.bank.lv
http://www.csb.gov.lv
http://www.enefit.lv
http://www.exporthelp.europa.eu
http://www.rop.lv
http://www.portofventspils.lv
http://www.liaa.gov.lv
http://www.latvenergo.lv
http://www.lvm.lv
http://www.itnet.lv
http://www.letera.lv
http://www.lpuf.lv
http://www.likta.lv
http://www.li.lv
http://www.lia.lv
http://www.lla.lv
http://www.ldz.lv
http://www.lvceli.lv
http://www.lg.lv
http://www.madb.europa.eu
http://www.zm.gov.lv
http://www.km.gov.lv
http://www.mod.gov.lv
http://www.em.gov.lv
http://www.izm.gov.lv
http://www.varam.gov.lv
http://www.mfa.gov.lv
http://www.vm.gov.lv
http://www.tm.gov.lv
http://www.iem.gov.lv
http://www.sam.gov.lv
http://www.lm.gov.lv/
http://www.fm.gov.lv
http://www.riga-airport.com
http://www.transport.lv
http://www.nva.gov.lv/
http://www.vid.gov.lv
http://www.telecom.lv
http://www.ficil.l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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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写
本文中使用到的缩写包含已下：

CEE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CIS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EEA European	Economic	Area

EFTA Europe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

EU European	Union

EUR Euro

FCMC Financial	Capital	and	Market	Commission

FDI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ICIL Foreign	Investors’	Council	in	Latvia

GAAP Generally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s	

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

ICSID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IFRS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ISP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I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JSC Joint-stock	company

LIAA Latvijas	Investīciju	un	attīstības	aģentūra	(Investment	and	
Development	Agency	of	Latvia)	

LLC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OECD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PIT Personal	income	tax

R&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O-PAX Roll-on-roll-off-passenger-vessel/ferry

RO-RO Roll-on-roll-off	vessel

SAD Single	Administrative	Document

SEA State	Employment	Agency	

SME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SRS State	Revenue	Service

SSC Social	security	contributions

UNCITRAL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VAT Value-added	t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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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拉脱维亚——休闲经商的完美
之地！
如果您的企业需要一个能轻易进入欧洲和独联体国家市场的选址，并需要该地拥有
较低价格的高品质多语言劳动力、发达的物流及完善的基础设施，请咨询拉脱维亚投
资发展署（LIAA），您会意识到拉脱维亚是您的最佳选择。

拉脱维亚投资发展署可为您提供一站式购物服务，包括：
• 介绍拉脱维亚经济市场状况，包括对投资者的政策激励；
•	帮您与拉脱维亚本地企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与当地与国家政府建立沟通渠道；
• 寻找最佳房产；
• 辅助您开设公司	。

在项目实施后，LIAA将继续提供服务，确保您对项目结果满意。

诚邀您仔细阅读本商业指南，了解拉脱维亚的无限商机，LIAA已为上百家海外企业
提供服务。

如需更多信息，请联系我们:invest@liaa.gov.lv

我们期待为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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