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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ari 是芬兰最大的行政区。这里最重要的资源就
是令人敬畏的大自然，这是能让人由衷自豪的财
富。芬兰第三大湖，独特而美丽的 Inari 湖是 Inari 
的明珠与瑰宝。拉普兰生活方式以自然价值与洁净
为核心，有着广泛的吸引力。

Inari 是大约 7000 位坚强人士的家
园。您来么？

Inari 让您感觉生气勃勃
Inari 的文化独特而多样，在芬兰，这是唯一
具有四种官方语言的行政区：芬兰语、伊纳
里萨米语(Inari Sámi)、斯科特萨米语 （Skolt 
Sámi）和北萨米语 (North Sámi)。

是否梦想过远程上班？
Inari 是远程上班的美丽宝地。Inari 
拥有无可挑剔的行政服务，覆盖从健
康护理、日托班到基础教育。这个行
政区拥有着丰富的适合居住开发的土
地，所在的风景在大多数地区都称得
上梦幻级别。 

Inari 还提供了独特的职业教育机会。
除了旅游业，可选的学习科目还有萨
米语与文化。强劲的远程通信基础结
构让随处学习和参与各种活动成为可
能，甚至您可以在起居室沙发上完成
这一切。

丰富多彩的社区

“Inari 的八个季节以及悠闲的生活节
奏会让人上瘾。在这里，国际氛围和
多样化的自然文化以特别的方式交融
在一起，这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不
会有。”
- 一位 Inari 居民从南方搬到了这里

Inari 有着各种精彩的活动。一年一度
的 Inari 周和其他众多活动吸引着人
们沉浸到全新的体验中去。



北极创业，Inari 之道 
“Inari 在促进创业方面做得很好。
当地乐于为企业家提供帮助，从许可
到地块处理等服务也都顺畅而富有效
率。” 
– 一个来自 Inari 的创业者家庭

Inari 是世界最北方的高品质室内外寒
冷测试中心聚集地。

多元文化与国际化的核心 

自然是灵感与生计的来源。木材、黄
金、各种猎物、莓果和鱼类在技巧娴
熟的人手中得到加工提炼。

新近扩建的 Ivalo 机场是欧盟最北方
的机场，每年为 140000 多位旅客提
供服务。

驯鹿饲养是 Inari 最重要的生计来源
之一。

北极自然条件及其在巴伦支海地区的国际位置是Inari 创业的
基础。这些带来的是终年不断的自然和人文旅行者、创新的
寒冷相关科技以及传统的生活方式。旅游业是 Inari 地区最主
要的就业领域。



世界上最洁净的自然

北极自然旅游的首选目的地

“Inari 的假期无法准备。只能体验。
所有的承诺都实现了，甚至还超出了
期望。这些记忆将永远伴随着我。” 
- 一位来自中欧的游客

北极光让每个在冬季和秋季夜空中见
到的人们深深着迷，而秋季的树叶色
彩则绚烂到了令人难以想象。

在夏季，全天都是阳光普照。这是无
人入睡的时刻！
Inari 拥有丰富的人文历史遗迹和活跃
的现代文化环境。快来寻找您自己的
欢乐之源吧！

Inari-Saariselkä 地区是芬兰两个最
大的自然公园的所在地，它们分别
是：Lemmenjoki 自然公园和 Urho 
Kekkonen 自然公园。广袤的野外地
区、标记良好的滑雪道以及无数水道
为靠近真正的北极自然提供了机会。

Inari-Saariselkä 地区的热门旅游区包
括服务丰富的 Saariselkä 度假村以及
多个富有个性的村庄。这里既有高品
质的酒店，也有充满野趣的木屋。
www.inarisaariselka.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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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于 1876 年
• 芬兰最大的行政区：总面

积 17334 km2

• 保护区：10948 km2 

（陆地面积的 72.2%）
• 人口：约 6800
• 位于欧盟的最北角，北极

圈的中部
• 毗邻挪威和俄罗斯
• 主要行业：旅游业、林

业、驯鹿饲养、渔业、教
育以及寒冷科技，尤其是
汽车与轮胎测试

• 国际旅游目的地

飞行时间 
赫尔辛基 - 伊瓦洛（伊纳里）， 约 1.5 小时

欧洲最北的高速公路 E75 从 Inari 穿过。      
e75lapland.com

inarisaariselka.fi 
mapinari.fi 
nordicainar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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