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抵达白俄罗斯后  

如何从机场出发 
明斯克国家机场距离首都中心42公里。 

您可以乘坐巴士，出租车，私家车往返机场，或者订购明斯克 国家机

场（明斯克任何地方）的官方接送服务。您可以通过拨 打短号码7373

(来自任何运营商）来订购该服务。另外，您还 可以租车。 

从明斯克国家机场到明斯克的巴士号码为300Э和173Э，固定 路线的

出租车号码为1400-TK, 1430-TK。 

车票可以在明斯克公交车站的售票处购买，也可在位于中央巴 士站的

售票终端上，使用因特网上购买，当从明斯克国家机场 出发时-在机场

大楼售票处和停车场点，在停车点的检票口， 或从巴士司机那里都可

以购买。 

明斯克国立机场的出租车及巴士停靠点位于第5-6区域（在出 租车停靠

点，1楼，到达大厅外）。 

汇率换算:10元*3.17白俄卢布 

«白俄罗斯银行》的ATM机上，全全覆盖中文服务. 

所有带有银联标志（UnionPay)的银行卡，均可以在《白俄罗 斯天然气

工业银行》ATM机上使用 

带有银联标志（UnionPay)的银行卡均可以在《明斯克酒店- 四星》和

《北永饭店-5星》金用 

汽车租赁 
白俄罗斯的汽车租赁业务正在迅速发展。在白俄的大城市 里，有

很多租赁公司会为您提供汽车租赁服务。可以租不带 司机的车辆

或带司机的。租车建议您提前预约。如果您在白 俄罗斯访问期间

需要一辆汽车，可以请酒店的工作人员为您 预定. 

在白俄罗斯，有道路收费的电子系统-BelToll.硬性条件是-安 装于
车载专用车载设备上。需支付的总路段为1 613,6公里(银 行卡支
付). 

白俄罗斯的紧急号码 在紧急情况下，可白俄罗斯拨打相
关的免费电话号码:  
警局102  
急救103  
消防101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白俄罗斯大使馆地址及联系方式: 

г. Минск ул. Берестянская, 22， 
+ 375-17-285-36-82; 
+ 375-17-285-33-91 

交通费用： 
■地铁一0:65白俄卢布《 2.05人民币 • 
公交车，电车，有轨电车— 0.55白俄卢布》1.73人民币 ■ 
出租车（1.73人民币/1公里）出租车公司及叫车电话  
Лайм: 7565; Столица: 135; Алмаз: 7788. 

在白俄罗斯有符合China Friendly标准的酒店  
在我们国家，你还可以找到中国的餐厅和特色民族美食。 
白儀—地Ф餐庁:上海餐厅地址：（ул. Сурганова 7)， 
唐人餐厅地址：（ул. Кульман, 11 )，扬手餐厅地址： 
(Пл. Свободы，8)，汉尝厅地址：（ул. Сурганова，
43). 
白 俄 当 地 中 北 京 饭 店 地 址 ：（ ул. Красноармейс

кая，36) 

尊敬的贵宾，欢迎来到白俄罗斯! 

WWW.minsk2019.by 

www.belarustrip.by 

www.belarus.travel.by 

http://www.minsk2019.by/


参观访问白俄罗斯的理由： 

-古代城堡。最著名的两个城堡-涅斯维日和米尔斯基-两城堡均 被列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 
-最美丽干净的自然风光.最大的国家公园-别洛韦日森林和沼泽 林地.
最美丽的湖泊-布拉斯拉夫湖，那拉齐湖和斯维加湖. 
-苏联时期的建筑：十月革命历史纪念碑（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第
二次世界大战（布列斯特英雄堡垒，哈丁村，斯大林线防线），克格勃
总部，位于独立大街上的白俄罗斯邮政局总部和工会文化宫，基洛夫大
街的双子塔，独立广场上的政府大楼，蚊子市场。 
-白俄罗斯正宗美食：土豆饼，土豆饺子，牛肉煎饼，红菜汤-冷 汤陪
肉馅饺子 

移民局及移民主管内政部地区部门名单 明

斯克工厂区移民局 
地址：「■ Минск，ул. Уборевича，42■电话■ 340-22-66, 3
40-60-83， 340-50-93, 340-11-59, 341-73-82 (传真） 
明斯克列宁区移民局 
地址：г_ Минск, Игуменский тракт, 32■电话■ 297-
85-28, 298-79-28 (传真） 
明斯克莫斯科区移民局 
地址：г. Минск，ул. Рафиева, 44■电话■ 206-20-08, 376-
57-60, 
376-49-00 (传真） 
明斯克十月区移民局 
地址：г. Минск, ул. Казинца，60■电话.212-44-20, 396-21
-96, 
212-34-03 (传真） 
明斯克游击队区移民局 
地址：г. Минск, ул. Стахановская 5■电话■ 239-65-
05, 239-65-50， 266-96-78 (传真） 
明斯克五一区移民局 
地址：「■ Минск，ул. Белинского, 10.电话.239-66-14, 2
39-66-90, 280-96П9 (传真） 
明斯克苏维埃区移民局 
地址：г. Минск，ул. В. Хоружей, 3■电话■ 284-53-58 (传
真)，284-66-7Л 284-68-28 
明斯克笑蓉之区移民局 
地址：「■ Минск，ул. Лидская，10■电话■ 205-79-39, 254

-96-13, 254-34-82 

(传真） 
明斯克中心区移民局 
地址：г. Минск，ул. Тимирязева，114■电话■ 259-60-9
4 (传真)，259-60-97 

明斯克移民局时间表：星期二：8.00至13.00,14.00至17.00,星期 三：11.

00至15.00,16.00至20.00,星期四：8.00至13.00,星期五:8.00至 13.00,从

14.00至17:00,星期六:从8.00到13.00,休息日：周日，周一。 

使用平板电脑连接Beltelecom的Wi-Fi网络需要做些什么？ 

1.在Beltelekom服务中心购买一张上网卡（类似于银行卡的大 小），您
可以用此卡链接WiFi。在卡的背面，有登录名和密码。 面值：60/180/
600分钟或1,3,5天》 

因此卡片是按照时间来计费，不安流量计费（没有流量限制）。 时间计
数从连接时开始，在断开连接后结束。重新连接时，计数 器恢复运行。 

 

WI-FI:在明斯克机场有15分钟免费的WiFi,汽车站，酒店和咖 啡馆无线WiF
i覆盖。在购买白俄罗斯运营商的SIM卡时，许多地 方都可以通过电话号码
获取WiFi验证码进行授权。  

来白俄罗斯能带给您？ 

明斯克市拥有最丰富的购物商业街，为大家提供很好的购物环境及体验。
有著名的古姆和簇姆国家百货商城，尼米伽购物中心，白俄罗斯百货商
店。在这些大型购物城内，可以购买到世界众多著名品牌商品。在白俄
罗斯可以购买到很多以金、银、琥珀等为主原料的首饰及工艺品。 
自古°以来，白俄罗斯就以亚麻织物，名族特色织巾，由稻 草，粘土
和木材制成的独特产品，毡靴和羊皮帽而闻名。 
白俄罗斯独特美食-丰富的肉类产品，土豆做成的各式各样的 菜品，芳
香并且健康的面包，草药配置的酒精饮料，苹果和 蔓越莓蜜饯. 
购物（商店） 
去购物时，前来我们国家的客人可以直接购买来自白俄罗斯 制造商的
商品，质量，设计，天然的，性价比都是最好的。 客人们最喜欢购买-
衣服，鞋子和百货，化妆品，家用纺织品 和餐具，纪念品，糖果和巧
克力，酒类》 
让您在白俄罗斯的旅行中不仅可以留下深刻明亮的印象，还 能让您带
走具有特殊意义的纪念品！ 

白俄罗斯天然亚麻 
亚麻是一种功能很多的纺织材质：织物可以是粗糙的（毛巾 浴），也
可以是精致（空气衣），它是非常环保和有益于健 
康 
白罗斯纪念品：亚麻服装，床上用品，刺绣和精美装饰的 桌布，餐巾，
毛巾，隔热垫，包，钱包

斯洛伐克腰带 

客人可以购买著名的斯洛伐克风格的腰带。精英阶层的腰带由黄金和 丝线
编织而成，还有另一种样式为-亚麻，棉花，羊毛，卢勒克斯。 

金色的稻草 
稻草爱上了白俄罗斯人的美丽和温暖，因此凭借巧妙的加工，它变成 了非
凡的艺术作品。白俄罗斯纪念品：动物和鸟类的编织图案，花 卉，帽子和
蝙蝠，玩偶和护身符，箱子和储物箱，装饰品，绘制的图 

画。镶嵌稻草的木制纪念品：鼻烟壶，国际象棋，手表，复活节彩 蛋，玩
具。 

陶瓷 

自古以来，白俄罗斯不同地区就有原始的陶制中心。大师们以建模产 

品的形式和绘画设计与釉料的组成方式来铸造各式各样的陶制产品。 白俄
罗斯的家庭主妇知道，在陶器中，牛奶不会变酸，而在陶罐里， 民族特色
菜则更加美味。 

纪念品：动物和鸟类的雕像（野牛，海狸，鹳，百灵），口哨，铃 链，烛

台（白色)，带有景点特色的冰箱贴，陶制餐具。 

木质纪念品 

纪念品：木制器具，人物雕像，动物雕像（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欧洲野 牛
的木质雕刻）和鸟类及雕刻的家具。 

 藤蔓纪念品 
数百年前在白俄罗斯，房屋和围墙的墙壁是由藤条制成的，还有儿童摇 篮，
浆果和蘑菇篮。今天，主人继续着他们祖先的传统в他们使用不同类 

型藤条的特殊属性加入不同的颜色，使用复杂的技术编制出精美的图案。 

纪念品：篮子，面包箱，盘子，托盘，面板，锅，亚麻鞋9在白俄罗斯， 你
可以买到由藤条手工制作的漂亮家用品。 

水晶和玻璃 
纪念品：水晶玻璃和玻璃餐具（玻璃杯，酒杯，滗水器），鲜花和水果花 瓶
及托盘，烛台，原创纪念品（动物和鸟类雕像，复活节彩蛋，水果）及 彩
色玻璃制品 
 
白俄罗斯甜食和糖果  
泽菲儿糕，果酱，巧克力，糖果（除了传统的白俄罗斯大自然的礼物 - 蔓
越莓，蓝莓，黑醋栗，花楸果），糖浆和果酱森林浆果 

 
白俄罗斯伏特加，香脂，各种楦物饮品  
在世界上，根据古老食谱制作的白俄罗斯伏特加酒，带有药用植物提取物 的
原始酊剂（来自别洛韦日森林的草本），具有丰富营养成分（树木，浆 果，
香料，天然蜂蜜的草药）的香脂，在世界各地受到赞赏。 
纪念品：纪念品装饰的伏特加酒，酊剂，香脂（玻璃和泥土制成的瓶子， 帆
布和皮革袋） 

byfly发出了不同金额和访问时长的Wi-Fi卡: 

-访问时长：60分钟，180分钟和600分钟 

 

2.要连接到网络，您需要执行以下操作： 
-刮开卡片上的密码保护层； 
-在BELTELECOM或byflyWIF丨运行的平板电脑上启动Wi-Fi搜索； 
-登录到任何浏览器，将自动到登录页面； 
-在相应的字段中输入卡背面的用户名及密码。登录，您将可以在 卡上指定
的时间内从提供商Beltelecom充分享受WiF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