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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这里!

里米尼, 反而Ariminum, 在公元前268年由罗马的工作和独创性成立.
从它的创立过了2287 年, 这期中，它变化得多: 罗马的Ariminum, 中
世纪的城市, 马拉泰斯塔的领主, 与十九世纪的第一治疗中心, 放假的中
心, 费德里科费里尼伟大导演的出生地方和家.
自1843年以来，由Baldini伯爵和Tintori医生首次洗浴的官方出生日
期，里米尼发明了海洋假期: 以前的海水疗法，在里米尼变成了日常生
活规则的愉快逃避. 简而言之，在度假！一场真正的革命，通过美丽时
代和别墅的里米尼，到达现代世界最大，最有效的组织海滩

它的大部分受欢迎来自其250个洗浴场所，从俯瞰大海的一千多家酒
店（从Grand Hotel di Fellini酒店到设计酒店，从家庭经营的酒店到
b＆b’s），从主题公园，很多的好玩活动和美味的食物: 从皮亚迪那 
的 “小面包车”（www.riministreetfood.com）到头美食星级餐厅.

丰富多彩的想象中，他们充满了笔尖导演，知识分子，作家，词曲
作者。 Fred Buscaglione，FabrizioDeAndré，Ligabue，Vasco 
Rossi，Pier Vittorio Tondelli. 而费德里科费里尼的天才比其他任何人
都设法提升他的里米尼出生地作为普遍诗歌的标志.

两千多年的历史

里米尼，古老的Ariminum，是一座拥有超过22个世纪历史的艺术
之城. 公元前268年，罗马参议院派遣了六千名定居者，他们建立
了这座城市，具有战略性的核心地位，并发展到今天. 正是皇帝奥
古斯托，提贝里奥和阿德里亚诺签署了宏伟的作品和纪念碑的建
设，今天仍然可以欣赏. 历史在Arco d’Augusto(奥古斯都之门)下
过去了:在古代意大利最重要的两条道路下面重新统一，从罗马到
里米尼的弗拉米尼亚，以及从里米尼穿过波河谷到达米兰的艾米利
亚大街.与沿着北海岸一直到阿奎莱亚的Popilia道路一起，这些领
事道路使里米尼成为罗马帝国的主要Caput Viarum (重点)

从这里穿过Tre Martiri广场 - 古老的洞 可以到达了公元14至21

年间首先奥古斯都和蒂贝里奥建设的桥，在Marecchia河上Istria
石的桥，这条古老的河流 名字（Ariminus）为这座城市施洗. 这
个古老遗产的象征性代表是Domus del Chirurgo，位于法拉利广
场中心的考古遗址，在那里您可以欣赏到一座三世纪的房子. 着名
的马赛克和壁画描述了一个专门用于医疗外科和制药行业的住宅. 
Domus已经归还了罗马世界最丰富的外科设备：在城市博物馆展
出150件铁和铜器具的特殊收藏品.

罗马风格的城市变成了中世纪: 风景秀丽的Piazza Cavour(加富
尔广场)，喷泉（由达芬奇于1502年通往里米尼）和最重要的公共
建筑; 14世纪里米尼学院的乔托传统壁画，代表了绘画史上的一
个基本章节. 保存许多作品的是Chiesa di Sant’Agostino (圣阿
戈斯蒂诺教堂)和Museo della Città (城市博物馆), 而在Tempio 
Malatestiano(马拉泰斯塔神庙)中，乔托 (Giotto)

的十字架仍然证明了这位艺术家在这座城市的工作. 没有提到里米
尼，人们不能谈论世界文艺复兴, 这个欧洲艺术运动的摇篮，在
Castel Sismondo，也与Filippo Brunelleschi合作，在Tempio 
Malatestiano(马拉泰斯塔神庙)，Leon Battista Alberti的作品，
两个标志性的纪念碑. 两个都被Sigismondo Pandolfo Malatesta
通缉，领主Piero della Francesca(皮耶罗·德拉·弗朗西斯卡)在San 
Sigismondo(圣西吉斯蒙多)面前祈祷，在壁画上签名并注明日期为
1451年，在Tempio Malatestiano(马拉泰斯塔神庙)守卫和钦佩.

里米尼于2019年庆祝在意大利开设的第一家公共和公共图书馆诞
辰400周年. Gambalunga图书馆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图书馆
之一, Alessandro Gambalunga将于1619年成立，坐落在一流的
家庭建筑内，拥有美丽的内部庭院，装饰着十八世纪的伊斯特拉石
头井. 为了发现其书柜，地球仪和古老书籍的魅力，它足以进入17
世纪的房间，配有严格的胡桃木架子，在十八世纪的房间里，可以
欣赏荷兰制图师W.J.的珍贵地球仪 以及十一世纪的照明代码.

里米尼是 “Amintore Galli” 剧院的城市，是Luigi Poletti的新古
典主义杰作，意大利剧院是19世纪戏剧建筑最重要和最具创新性的
典范之一，由朱塞佩·威尔第开幕，他为官方就职典礼专门撰写了
Aroldo 在1857年. 受到1943年爆炸事件的伤害, 经过数十年的忽
视和功能性语文重建干预后，它于2018年10月28日重新开放.

10次里米尼

十社区从北到南的海域，相互跟随，每个都具有独特和特殊的特点. 
它始于Torre Pedrera，这是最北端的城镇，其名字来自靠近海滩
的撒拉逊人的塔. 继续前往Viserbella镇，在那里您可以参观小型捕
鱼和贝壳博物馆’Escaion’（Minguzzi 7街道，www.escaion.it）
，这些都是里米尼历史的一部分， 从渔村，中心，已成为一个洗浴
场所.
在里米尼以北最受欢迎的地方之一肯定是Viserba.这个在里米
尼北部出生的第一个旅游胜地的特点是作为水的女王. 这里有
Sacramora的来源，一种具有利尿和消化特性的水，在哪里可以自
由进入. 该村庄以举办意大利最独特和着名的主题公园之一而着称, 
意大利的缩影.
不远处，我们发现Rivabella，一个主要由家庭选择的目的地，因为
它宽阔的海滩和悬崖遮蔽的海洋. 对于那些想要从Sacramora的同
一来源饮用精利尿剂的人来说，它是一个目的地.
在Marecchia河的港口和河口之间，以其鱼类餐厅而闻名的San 
Giuliano Mare为海滩的创新组织及其亚得里亚海最美丽和最科技
的Darsena Marina di Rimini 而建. 千万不要错过沿着艺术家的河
边散步，这是一个充满诗意的不寻常的地方，被发现穿过壁画，讲
述地方和投石仪的故事，海上踩着高跷的渔民的典型房屋.
再向南，我们会见Marina Centro，大酒店和费里尼公园，然后再
来Bellariva，这个小镇提供许多服务，提供各种住宿设施，能够满
足各种需求和许多机会玩.
再向南是Marebello，从这里沿着长廊延伸的长廊进入小屋后面，
沿着人行道散布着数十个洗浴场所，在这一段中也有许多保龄球馆.
 Rivazzurra是儿童的必需品，这里是Fiabilandia，意大利最长寿
和最受欢迎的主题公园之一，其湖周围有许多专门用于童话主题的
景点. 
再往南，这里是Miramare，一个区域火车站，在这里您可以找到
费里尼国际机场和里米尼泰尔梅的地中海水疗中心. 对于年轻人来
说，有迪斯科舞厅，迪斯科酒吧，酒吧，游戏室，卡丁车赛道和夏
季游乐场.



5. Ponte di Tiberio (提比略桥)

这座桥位于伊斯特拉石头，由比略桥都于14年开始，由提比略在公元21年完
成，因为内部护栏上的铭文召回. 在巨大的挂架上放置的5个拱门上展开超过
70米的长度. 这座桥是 Emilia街道和 Popilia街道的起点，因其工程项目和建
筑设计而闻名，它结合了功能，形式的和谐和皇帝的提升. 不容错过的景点是
水面上的新广场，俯瞰水库，可以看到提比略斯桥和沿着盆地边缘的人行道. 
它的旁边有新的考古公园“Le pietre raccontano”导致了这座桥的悠久历史的
发现. 一条新的浮动人行道连接着提比略桥前古港的左右码头，被认为是世界
上最美丽的桥之一

6. Museo della Città (城市博物馆)

考古区和Domus del Chirurgo

7. Domus del chirurgo

一个向公众开放的考古博物馆区，面积超过700平方米，可以讲述这座城
市2000多年的历史. 最重要的发现涉及帝国时代的房子（今天被称为”外科
医生“的domus，来自最后一位所有者的职业），其中包含一个医疗塔宾
纳，正如通过发现超过150种仪器的非凡手术套件所揭示的，在附近的城市
博物馆展出

8. Anfiteatro Romano (罗马圆形剧场)

公元2世纪的建筑 阿德里亚诺皇帝的圆形剧场解释了面包和马戏战略寻求更
广泛的共识和放松社会紧张局，同时给予集体逃避的时刻. 占据角斗士的宏伟
建筑的遗迹是整个地区最重要的遗迹. 今天仍然是东北部门的结构，其宽度略
小于斗兽场的粘土竞技场.

罗马时代的旅行程

1. L’Arco d’Augusto (奥古斯都拱门)

拱, 保存在意大利北部的最古老的，标志着城市的入口，对于那些来自弗
拉米尼亚的人来说，弗拉米尼奥领事在公元前220年追踪的路径 将罗马
与里米尼连接起来. 城市大门和名誉拱门是在公元前27年由参议院的意愿
建造的，用于庆祝屋大维奥古斯都，表现在拱门上的铭文. 也许不是每个
人都知道罗马现在的Corso街道是古老的Flaminia街道，出生在首都，最
后在里米尼.

2. Montanara门

Montanara门的建筑，也被称为Sant’andrea，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一世
纪. 圆形拱门位于砂岩块中，是门的两个开口之一，允许来自 Aretina街
道的人进入城市. 双炉促进了交通.

3. Tre Martiri广场 (论坛广场)

在cardo街道和decumano街道之间的十字路口，与现在的Tre Martiri广
场相对应，打开论坛广场，这是古代Ariminum的公共和经济生活的核
心. 中心是一座16世纪的纪念石，让人联想起朱利叶斯·凯撒攀登在石头
上的传统，在Rubicone河的历史性通道中刺激了他的士兵，在此期间他
宣布了这句名言” 骰子已经掷出了”.

4. 里米尼 Caput Viarum (游客中心)

多媒体和互动之旅，引入游客探索Ariminum，提供独特的体验，重温
其历史，伴随着特殊的指导,朱利叶斯·凯撒亲自. 游客中心坐落在Santa 
Maria Ad Nives的未亵渎教堂，是对区域的文化之美的“放大镜”，理想
的第一站前往古里米尼，一个真正的Caput Viarum许多文化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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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的旅行程

9. Il Tempio Malatestiano (马拉泰斯塔神庙)  
Sigismondo Pandolfo Malatesta, 大约在十五世纪中叶，它将先前存在
的建筑深深地改造成由Leon Battista Alberti设计的庄严形式，使其成为
文艺复兴时期的杰作. 在里面你可以欣赏乔托的十字架. Matteo de’Pasti
和Agostino di Duccio对六面教堂的大理石覆盖物几乎有图画敏感性. 在
右边的最后一个小教堂里跪在圣西吉斯蒙多面前的王子的壁画是皮耶罗·
德拉·弗朗西斯卡.

10. La Chiesa di Sant’Agostino (圣阿戈斯蒂诺教堂) 
La Chiesa di Sant’Agostino (圣阿戈斯蒂诺教堂)适合维度和珍贵的艺术
珍品，是该市最重要的艺术品之一. 教堂的内部保存在后殿和钟楼的教堂
里，里米尼13世纪绘画学校的最佳见证，标志着艺术史上的一个基本篇
章. 教堂的外观展现了原始的哥特式布局

11. Castel Sismondo o Rocca Malatestiana (西斯蒙多城堡或马拉泰
斯塔堡垒) 
Sigismondo Pandolfo Malatesta 的住宅和堡垒（1437年），Filippo 
Brunelleschi也合作在这创造. 今天仍然是原始建筑的核心，我们在西斯
蒙多的奖章和壁画中看到了这一点由 皮耶罗德拉弗朗西斯卡， 在马拉泰
斯塔神庙. 入口门户仍然有一个铭文和徽章与大象，玫瑰和棋盘，马拉泰
斯塔的符号. 恢复古老的护城河和围墙周边的工程以及俯瞰城堡的广场的
重建工作刚刚完成

12 San Fortunato(圣福图纳托教堂) 

1418年是Covignano山上的Chiesa di San Forunato(圣福图纳托教堂)，其
中Santa Maria Scolca名称是Benedettini Olivetani的一座丰富的修道院，
建于Carlo Malatesta捐赠给San Paolo eremita修道院的城堡废墟上. 它代
表了城市历史上最重要的历史 - 艺术教会之一. Scolca的黄金时代是十六世
纪：从Benedetto Coda的壁画开始，仍然可见. 在1547年，他登上了Scolca 
Giorgio Vasari，将着名生活的手稿简化为精美的副本. Vasari在这里用魔法
崇拜执行了精彩的桌子.

13. Piazza Cavour(加富尔广场), Arengo和Podestà宫, Pigna 喷泉 
自中世纪以来，卡沃尔广场扮演了主要角色. 广场上有三座建筑，最古老的是
Arengo宫殿，建于1204年: 在广阔的门廊下，在一楼的巨大房间里，通过竖
框窗户管理了司法，市议会大会. 在十四世纪，Podestà的住所在他的身边竖
立起来. 在短边的入口处，拱门上刻着新领主的象征，

马拉泰斯塔. 在1500年底，工作开始于名为Palazzo Garampi的建筑物，现
在是市政住宅. 喷泉是一个聚合元素: 中世纪形态仍然是在马拉泰斯塔寺的
Agostino di Duccio浮雕中复制的图像. 达芬奇在1502年通往里米尼的途中，
被各种瀑布的和谐迷住了. 从广场上您可以进入十八世纪的鱼贩，这是城市最
具特色的角落之一，也是里米尼夜生活的交汇点.

14. Museo della città (城市博物馆)

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












San Fortunato
Covignano 的丘陵地区
(地图的外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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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里尼的旅行程 

15 Piazzale Fellini (费里尼广场)：大酒店，象征着“禁忌”的愿望 
16. Boscovich广场: 码头或“palata”，Vitelloni的冬季目的地和Scureza特技
剧院，Amarcord摩托车手. 船从码头出发，与雷克斯蒸汽船相遇

17. Dardanelli 街道: 费里尼于1920年1月20日出生在家中，位于 Dardanelli
街10号. 那时的市民编号与当前编号不同

18. C.Battisti 广场: 火车站，火车，每次出发的比喻，对他来说非常珍贵 
19. Clementini 街道 9号: 费里尼家族的Dolci建筑,于1929年搬到那里 
20. Gambalunga 街道: Gambalunga 建筑, 老中学发生了很多开玩笑的事情 
21. Augusto 街道: 富尔戈尔电影院，对世界的关注以及与美国电影的会面，
在 ‘Amarcord’ 电影中. 电影设计师和三次奥斯卡奖得主Dante Ferretti设计
的家具和室内装饰为世界上最着名的电影院带来了新的生机. 该建筑的新古典
主义外观与朱塞佩·瓦拉迪耶的标志性建筑，是费里尼博物馆更大项目的基石

22. Piazza Cavour( 加富尔广场): Pigna的喷泉，Gradisca的雪球，Scureza
的娱乐，孔雀的魅力: 在Cinecittà重建的加富尔广场，着名的Amarcord序列
被拍摄 

23. Borgo San Giuliano(圣朱利亚诺村): 在旧村庄的墙壁上再现了壁画，其
中包括最重要的费里尼电影中的人物和场景

24. Cimitero di Rimini (里米尼公墓): “La Grande Prua” (大弓), Arnaldo 
Pomodoro纪念碑致力于费德里科费里尼和Giulietta Masina

城 市 博
物馆”Luigi Tonini”

Tonini 街道 1号, 电话号码 
+39 0541 793851

该博物馆位于十八世纪的耶稣会学院，讲述了
里米尼的故事，为游客提供了奇观和好奇心. 从100

万年前人类切碎的鹅卵石开始，在考古部分穿越罗马时代的文
明阶段和中世纪的门槛. 里米尼的第一批企业家开设了慷慨的马赛

克，双耳瓶和窑砖，这是一套特殊的手术器械和外科医生的domus精
美的玻璃画，还有日常物品甚至小兵用作露天剧场的门票.

中世纪和现代部分收集的作品大部分来自18世纪至19世纪之间被压制的
许多宗教建筑，或受到战争和地震的愤怒影响. 从二千世纪到二十世纪初的
当地艺术史见证，博物馆通过14世纪的里米尼画派，Giovanni Bellini的画
作，Agostino di Duccio和Ghirlandaio的作品，以及发现里米尼马拉泰斯塔 
的快感，以及被Cagnacci，Centino和Guercino的绘画中的十七世纪罗马涅

的图像体验所吸引.

MUSEO DEGLI SGUARDI 
(神色观的博物馆)

delle Grazie 街道, 12 号
Covignano di Rimini - 电话号码 

            +39 0541 793858

在十八世纪的Villa Alvarado的Covignano山上，可应
要求参观神色观博物馆，这是意大利非洲，大洋洲

和前哥伦比亚美洲文化的主要现实之一. 该博物
馆于2004年由MarcAugé创作，展出了600多

件由各种旅行者和收藏家收藏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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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历史中心中央地图的放大

BICIPOLITANA, 两个轮子上的里米尼
里米尼市的自行车和行人网络沿着约100公里的距离发展，为
那些决定将车停在家中或酒店的人提供了一千个发现机会. 近年
来，该地区越来越具备“自行车友好”的能力，配备了众多的自行
车道和专门的服务.
千万不要错过南部海滨的“海景”之旅，从里米尼港到里乔内的边
境 . 在自行车鞍上，在两个旅行方向，你可以沿着所有的海滩
场所，并填充碘. 
喜欢在阴凉处骑行的人可以选择”Anello Verde” 路线 , 从肯
尼迪广场出发，前往超现代化的会议中心和Giovanni Paolo II公
园，它的鸭子和天鹅居住的湖泊，直到通过洪流河岸，里米尼的
绿色肺，提比略桥 和朱利亚诺的特色村庄. 
对于自然小径的爱好者（最好是山地自行车），最美丽的路
线是Marecchia河的河床 , che 允许您从口中开始穿越Val 
Marecchia美丽的河流景观，这导致Novafeltria. 向上看，您可
以欣赏Verucchio，Torriana，Montebello和San Leo等古老的
村庄，对于那些喜欢高度差异的人来说，可以骑自行车到达，绕
道而行. 
有很多酒店为客人提供自行车. 此外，o-bikes等自行车共享服
务在该市也很活跃(通过在智能手机上下载“oBike”应用程序) 或
者‘Mi muovo in bici’  (www.mimuovoinbici.it).
靠近中央火车站的是新的自行车公园站，从2019年开始，提供
各种服务的激活，围绕两个轮子的人的需要旋转360度: 安全停
车，自行车出租，电动自行车，货物自行车，设备齐全的自行车
停车场，电动自行车充电等等.
不要忘记，在区域列车上，仅限于可用的地方，每个旅客都可以
随身携带自行车，购买自行车附加费此外，每位旅客都可以自由
运输合适的封闭式折叠自行车（前提是尺寸不超过80x110x40厘
米）.
不久里米尼将为那些想骑自行车旅行的人提供额外的机会：快速
海岸运输服务Metromare即将完工. 一个集体交通系统，一个真
正的海岸线地铁，将通过电动牵引车沿着单一车道连接里米尼和
里乔内铁路轨道. 可以自行搭载自行车.

Rimini

覆盖市场

火车站

道路

自行车道和人行道

次要路线

 骑自行车线



里米尼十大  (以随机顺序)

 海滩 

里米尼的海滩是放松的场所，也是活跃的假期. 沿着15公里的海滩，从Torre 
Pedrera到Miramare，有250个洗浴场所，沙滩排球场，沙滩篮球场，沙滩足球场
和沙滩网球场，儿童游戏场，游泳池. 还有完美的健身房和骑自行车用于纺纱. 如果
大海的呼唤是不可抗拒的，那么这里是航海中心，学习如何去航海，或去风和风筝
冲浪，到SUP. 里米尼的海滩白天和黑夜都很活跃. 我们从黎明开始在海岸线上散步. 
在晚上结束，在海上的许多chiringuiti之一喝开胃酒，或者在沙滩上用脚吃鱼. 在沙
滩上，可以享受一整天的乐趣: 瑜伽课程，刺绣课程，沙堡比赛，皮亚迪那课程，水
中有氧运动. 这些场所都为儿童和成人提供服务：所有物品都包含在伞或床的每日费

用中

 村庄 
里米尼的传统从其古老的村庄，圣朱利亚诺村，Sant’Andrea村，San Giovanni村
的生活中汲取汁液. 正在寻找真正的传统仍然存在的城市的地方，着名的里米尼人
居住在那里，他们仍然可以品尝艾米利亚罗马涅传统的食物. Borgo San Giuliano(
圣朱利亚诺村), 成立于一千年左右，这是古老的渔区. 充满诗意和建议的是你在这里
呼吸的气氛. 只需穿过狭窄的街道，低矮的房屋，柔和色彩的墙壁，鲜花盛开的阳台
和色彩缤纷的壁画，即刻实现.默默地走着（这个区域是行人），你仍然呼吸着居民
的无政府主义和创造精神. 一个小的’左岸’，由提比略桥连接到城市. 这个地区也是
开胃酒的理想场所，也是众多特色餐厅和小酒馆提供的美食. 每两年九月，甚至几
年，村庄的精神在’Festa de’borg’成形: 不容错过的任命. 两年一次的节奏，但在奇
数年，Sant’Andrea村的节日举行, 在Patrono San Gaudenzo的盛宴之际邀请所有
人及时重新发现这个位于 Montanara门外面的地方的根，在古老的洗衣房，Boario
洞，古老的熔炉Fabbri之间. 在茉莉花圣母玛利亚周年纪念日的7月份，有San Gio-
vanni村的节日，这是发现奥古斯都拱门沿着Flaminia大街发展的村庄的理想时刻. 
Marina 村是从海上进入城市的入口，拥有古老的Galliana 门，Canale港口的墙壁

和Gambalunga街道

 
费里尼和记忆之城

里米尼是费德里科费里尼市. 费德里科费里尼的电影在大多数情况下，建立在里米尼
对童年和青年的记忆上，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 “里米尼是记忆的维度”, 费里尼
写道了. 记忆是追随费里尼城市灵魂的轨道. 费里尼与他的城市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以至于他要求永远休息. 在费里尼的宇宙中，里米尼市正在努力实现Museo Inter-
nazionale Fellini( 费里尼国际博物馆)的项目, 构思了3个主要干预措施的发展: ci-
nema Fulgor(富尔戈尔电影院), 2018年1月开幕，由三届奥斯卡获奖设计师Dante 
Ferretti和附属的Casa del Cinema创建，该画廊将建在十八世纪Valloni宫殿的三个
楼层，以遏制费里尼诗歌的标志, 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堡西斯蒙多和一个名为CircA-
marcord的大型步行街区，将作为城堡和富尔戈尔电影院之间的结缔组织，其中费

里尼博物馆最具费里尼的空间将与露天艺术品一起开发 

 像当地人一样吃
如果没有品尝里米尼真正的皮亚迪那，你不能离开里米尼. 在这个城市有几十个难以
抗拒的亭子. 里米尼的皮亚迪那 它比艾米利亚罗马涅的其他地方更薄. 每个人可以
吃与他们喜欢的东西：从火腿和奶酪或野菜，蔬菜焗，也可以用 - 但不要告诉纯粹
主义者！  - 巧克力. 这些“信息亭”是第一个在线指南的主角www.riministreetfood.
com: 一个网络应用程序，以找到最喜欢的地方享受当地的街头食品. 典型菜肴的另
一个主角是亚得里亚海的蓝色鱼. 鲭鱼，乌鱼，濑尿虾，沙丁鱼，马佐拉和传奇沙
鱼. 最着名的葡萄酒是哪一个? 每个人都知道：桑娇维塞，红色温暖着心灵. 来自山
上的石油是意大利最好的. 对于那些谁想要一个美食的旅程，我们建议从提比略桥，
贯穿了整个地区开始: 事实上，从这里开始，Emilia街道开始，由领事Marco Emilio 
Lepido于公元前187年建立的罗马公路，通往米兰，穿越意大利最着名的美食谷. 接
下来，您将会遇到绝对价值的艺术遗产，从帕尔马火腿到Zibello的猪肉，从传统的
摩德纳香醋到帕玛森芝士，包括品尝，国际价值的厨师，星级餐厅，参观生产和加

工场所，烹饪班 适合所有人 

http://www.riministreetfood.com
http://www.riministreetfood.com


RIMINI TERME 
(里米尼水疗中心)

对于那些想要放松和恢复活力的人来说，有一个里米尼的水疗中心，除了水疗区
外，还提供现代化的前卫水疗中心. 健康中心提供各种服务和理疗服务，如桑拿浴，
土耳其浴，各种按摩以及美容泥和海洋巴布剂的应用，这是“海水浴疗法”疗法的精
髓. 热水池，带有贝壳状生物海洋游泳池，海水温度为34°C，有瀑布，按摩，喷水

器，漩涡浴缸，可以全身体验，享有海滩的壮丽景色 在海上

博览会和会议中心

里米尼是会议和主要贸易展览会的首都. 由Amburgo Studio Gmp设计的里米尼贸
易博览会于2001年完工并于2017年扩建，是意大利最大的展览中心之一. 它占地一
层，占地面积189,000平方米，其中活动面积129,000平方米，其他服务面积6万平

方米，配备24个模块化会议室，以及专用火车站, 米兰 - 巴里线. 

里米尼的会议中心位于市中心附近，超现代，是国际上最多功能，优雅和前卫的
建筑之一. 里米尼的会议中心拥有39间客房，可容纳9,000人，可同时举办多场活
动. 大型户外公园穿过自行车道和人行道，连接中心与相邻的人工湖，一侧是老城

区，另一侧是里米尼海滨. 

里米尼适合儿童
里米尼的里维埃拉是欧洲主题公园密度最高的地区. 从半岛上的第一个主题公园开
始, 意大利的缩影, 探索最着名的纪念碑，拥有273个规模的小复制品. 你改变了风
格，但留在里米尼: 事实上，童话世界是Fiabilandia的主角, 为全家的主题公园，拥
有30多个绿树环绕的景点和引人入胜的现场表演. 里乔内有Oltremare和Aquafan，
这是欧洲最着名的水上乐园. Cattolica水族馆拥有来自世界各地的400种不同种类的

鱼类. 此外，还有机会目睹鲨鱼，企鹅，水獭和三角洲的营养.
对于那些喜欢冒险的人来说，有Novafeltria的Perticara Skypark和圣马力诺的冒险
乐园San Marino Adventures. 夏天的新鲜事是开放水域公园，问救生员在哪里找到

它们

 
“夜生活”的地方

里米尼的夜生活有如此多的脉动，根据季节，点亮了夜间的乐趣: 港口和Marina 
Centro区, 还有街头酒吧和现场音乐. 从Torre Pedrera到Miramare的海滨，除了海
滩上的chiringuiti外还有众多俱乐部. ‘Vecchia Pescheria’背后的历史中心的广场
和小巷及其酒窖: 每天晚上，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会见开胃酒，小吃，音乐会，相遇. 
San Giuliano村庄的广场，您可以在众多的酒吧和小酒馆中停留. 这些地方的魅力在

于历史与时尚交汇点的完美结合

MARINA CENTRO 
第一家旅游公司于1843年在这里建立. 今天，费里尼广场及其公园和四匹马
的喷泉，是夏季的中心聚会点，一个充满生机的角落，夏季高峰期的场景. 
MarinaCentro的标志是大酒店，新艺术运动风格的国家纪念碑和费里尼青春期的神
话般的地方，在’Amarcord’永生化. 里米尼在成为度假之都之前，几个世纪以来一
直是重要的港口. 今天它的’palata’ - 正如他们在当地方言中说的那样 - 是最受欢迎

的长廊，特别是在日落时，渔船回来时，被成群的海鸥追赶

码头

里米尼的Darsena Marina位于港口的左侧. 它是整个地中海最美丽，最前卫的游艇
码头之一. 酒店拥有600多个泊位和超过100,000平方米的水域，周围遍布餐厅，时
尚酒吧和San Giuliano Mare海滩，是一个理想的地方，不仅适合帆船爱好者和 运
动，但所有想要独自散步的人，从俯瞰大海的自然阳台. 高耸的行人路径，长达一
公里以上，连续上下，让您欣赏壮观的景色. 好奇心：离Darsena不耸（在Fante街

道）有一个完全被贝壳覆盖的渔夫小屋



提示和旅行

COVIGNANO：区别的里米尼

里米尼山，距离历史中心仅几公里，到处都是风景名胜和泉水，非常适合散步或骑自
行车游览绿洲，探索其宏伟的历史遗迹和优质的宗教产品，这个宁静的绿洲提供. 一
个“另一个”和高的里米尼，一个安静的里米尼，在圣所中献给圣母恩典，在外观博物
馆和斯科尔卡圣玛丽亚教堂的一些不容错过的地方. 许多住宿加早餐，典型的餐厅，
酒窖，农场和当地产品的农场，是这座山俯瞰大海的优势之一

VALCONCA 和 VALMARECCHIA 马拉泰斯塔和蒙特费尔特罗之间 

在海的后边，几公里内陆，在被Marecchia和Conca河流潮湿的山谷之间形成打开一
个完全不同的景观. 强化村庄与真正的堡垒和城堡交替. 一条路径，揭示了两个与之达
到顶峰的领主的故事
费德里科·达·蒙特费尔特罗，乌尔比诺公爵, 和锡吉斯莫多·潘道夫·马勒泰斯塔, 里
米尼的领主. 沿着Marecchia河的旅程从Santarcangelo开始, 迷人的小镇，以其保
存完好的村庄，一个古老的马拉泰斯塔时代要塞，并为它的餐馆和小酒馆为主. 与
Verucchio继续: 马拉泰斯塔的堡垒矗立在这座岩石的山脊上，这座山脉上有一座中
世纪村庄，位于珍贵的建筑和古老的教堂之中. 但这是一个更古老的故事，维拉诺瓦
文明的摇篮在意大利最美丽的考古博物馆之一讲述. 这个旅程继续朝着两个拥有两座
城堡的岩石马刺进行: Montebello 和 Torriana, 直到Poggio Berni. 必须参观是美丽
的San Leo, 在那里有一个古老的罗马式教区教堂，毗邻大教堂和梅第奇宫，到了一
个朴素的堡垒，将着名的卡利奥斯特罗伯爵视为囚犯. Valmarecchia上游的旅程仍在
继续从 Novafeltria 到 Talamello 以栗子和窝奶酪而闻名, 还有面包的之城Maiolo, 
Pennabilli 树林灵魂的地方，山川之间的地方，是被诗人和编剧Tonino Guerra选择
的地方, Casteldelci 和 Sant’Agata Feltria是珍贵的白松露的地方，凭借其巨大的堡
垒，关闭了里米尼山谷.
在Conca河沿岸，整个地区点缀着堡垒和防御乌尔比诺公国危险边界的要塞村庄. 山
谷的标志性国家是Montefiore Conca，它位于山顶，拥有一个大而美丽的中世纪堡
垒. San Giovanni in Marignano, 曾被称为“马拉泰斯塔的粮仓”，保留了一颗小宝
石，十九世纪的马萨里剧院. 不远处就有Mondaino，它的Palio del Daino和中世纪
的魅力令人着迷，在那里您可以参观其着名的古生物博物馆，这里有丰富的化石,和 
Saludecio, 以前这是山谷的首府，建造了一座教堂，今天仍然被认为是一座小教堂. 
意大利最美丽的村庄之一是Montegridolfo，由于经过精心修复，其中世纪建筑完好
无损. 在这个山谷中，您仍然会见到古老的山谷商业之都Morciano di Romagna，San 
Clemente，一个充满葡萄园和美酒的小镇，Montecolombo，马拉泰斯塔的证词和
美丽的周围山丘，Montescudo及其美丽的Albereto村庄，Coriano，位于Marano 
Valley的中心.
在这些村庄和山丘中，您可以找到优质的受控原产葡萄酒和受保护原产地的葡萄酒.



提示和旅行

TONINO GUERRA 和灵魂的地方

Pennabilli 和 Alta Valmarecchia 是电影的诗人兼编剧Tonino Guerra和费德
里科费里尼、  和安东尼奥尼、等别的艺术家下了一个弥漫的博物馆空间，一
个进入精神和梦想的旅程的灵魂所在地. 一路上，几乎所有户外装置都满足七
个主题: 被遗忘的水果菜园，现在失去了果树种; 日的道路，外墙装饰着作者
的日.. 在Bascio村庄的石化花园; 在Chiesetta dei Caduti留着小胡子的天使; 
思想的避难所，七个神秘的石雕和一个冥想的长凳; 被遗弃的玛丽避难所，这
是一系列神圣的图像，装饰着乡村道路交叉口的细胞; 雪的长方形的麦当娜，
在树林中间的一个小教堂. 除了这些作品，沿着Pennabilli的历史中心，你可
以看到许多其他的痕迹和“墙上的文字”，大师的诗意天才想到留下深刻的印
象. 在神奇的地方，Petrella Guidi，在“名字领域”，向费里尼和Masina以及
河流，树林和山脉之间的CAI路径致敬

REPUBBLICA DI SAN MARINO (圣马力诺共和国)

圣马力诺州位于里米尼省与佩萨罗省和乌尔比诺省之间，起源古老，被认
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共和国. 不要错过前往市中心的旅行，紧靠蒂塔诺山的
西坡. 沉浸在古老的广场，小巷，宫殿和壮丽景色的氛围中，周围环绕着强
大的中世纪城墙. 几个世纪以来，它的文化传统及其真实性，自由和认同的
价值观一直保持不变: 这就是为什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圣马力诺的历史中
心，Borgo Maggiore和蒙特蒂塔诺纳入受保护财产名单的原因. 圣马力诺也
是许多纪念品商店的“购物之乡”，这些商店遍布历史中心，直至其购物中心
和时尚购物中心

PAOLO E FRANCESCA (保罗和弗朗西斯卡)，神圣的激情

里米尼与有史以来最着名的爱情和死亡故事有关. Paolo e Francesca(保罗
和弗朗西斯卡)，Dante神圣喜剧中最受欢迎的角色，也是永恒之爱的象征. 关
于通婚关系和杀害Guido da Polenta的女儿Francesca和Gianciotto的兄弟
Paolo，Malatesta da Verucchio的儿子 -  Dante 的 “Mastin vecchio” - 纪录
片和文学来源混合. “姐夫”通奸的“戏剧”以及被出卖的丈夫（和兄弟）的手被
谋杀的事实，来自里米尼，Pesaro，Gradara， Santarcangelo，Verucchio
等地的争议或多或少都是有争议的. 但是大多数消息来源都让我们认定里米尼
是最着名的历史之吻可以拍摄的地方，可能不是在“Gattolo的房子”，Castel 
Sismondo将会升起，但在Porta Sant’Andrea的“红房子”之前， 来自里米尼
的Malatesta家族的家

ONFERNO 的洞穴

Onferno洞穴的复合体，自十九世纪以来就已知，被认为是意大利最重要的
洞穴之一. 这个洞穴位于Gemmano市，有400米的发展，由一条从一边到另
一边穿过白垩悬崖的溪流形成. 从山谷，沿着小溪，您可以穿过带有水的墙壁
的隧道，您可以遇到白垩洞穴的典型钙质结石，直到您到达化石环境. 这个洞
穴的特征之一是存在大量的蝙蝠群，超过8000个体，有多达七种不同的物种. 
洞穴的美丽是同样有趣的自然环境的一部分，受到自然保护区的保护. 开着:
全年,不同的日子和时间. 信息: 手机号码. +39 389 199 1683



像当地人一样购买 

Augusto街道, Tre Martiri广场, Garibaldi街道 和Gambalunga街道 是历史中心的一些街道，里米尼购物中心的’旅游’不能离开. 沿着古蓟Cardo和Decumano的轴线，以及新广场的红色环，刚刚重新开发，“拥抱”历史中心，与设计师标签交叉街道和广场，街道和广场 时尚，还有手工制作的作品和当地设计师独特的“手工制作”作品. 然后有咖啡馆，会议场所，书店和历史悠久的商店. 在这一年里，历史中心的商人在‘Rimini Shopping Night’举办晚会和开幕式. 一般来说，在历史中心，商店的营业时间为：9点至12点半 / 13点和15点半 / 16点至19点半 / 20点. 闭幕日虽然不再强制执行，但在历史中心是周二，在海上地区是周四. 

每周三和周六早上，中心的周市场都会举行, 在Gramsci广场周围地区，Santa Rita停车场，Clementini停车场，Castelfidardo街道，途经Dante街道，Tre Martiri广场，Arco d’Augusto. 7月和8月， 在Cavour广场每周三（18日至23日）举办一个色彩缤纷且拥挤的跳蚤市场：被称为         “Ricordi in soffitta”，小卖家提供不再使用的游戏和物品，直接来自 他们卧室的树干. 周五晚上在市中心，从6月到9月中旬，Cavour广场充满了古董摊位，艺术品，复古，艺术工艺品，过去的好奇心和收藏品.每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7月和12月除外），将在 Tre Martiri广场举行Rimini Antiqua, 与古董，现代和复古展览市场的约会，其中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陶瓷，玻璃，书籍，家具，珠宝，银器，各种物品，所有严格的日期或古董（时间表：8 点 -  19点）

海边的购物者继续散步：长廊，尤其是夏季，为每个人的购物

提供诱惑. 有许多夏季市场:  每天晚上，您可以找到专门为孩子

们准备的工艺品，工艺品，以及由各种村庄的旅游委员会提供

的古董，现代和复古，从Torre Pedrera到Miramare，每天晚

上，每周，交替 距离海滩仅几步之遥.  随后在 Vespucci 街道， 

Benedetto Croce广场和Lagomaggio之间的Marina Centro预约; 

在Bellariva或Marebello，在Rivazzurra的花园中，在120至128

间的洗浴场所，或在Miramare的Lungomare Spadazzi或 Oliveti

街道和北部海岸，在Rivabella的Adamello广场，位于Viserba的

Pascoli广场和位于Torre Pedrera的Tolmetta街道. 

然后，在里米尼及周边地区，不要错过商店和购物中心，鞋类

区，例如San Mauro Pascoli的鞋类区，其中最着名品牌的意大利

鞋业集中. 每年两次，在五月和十二月，工匠，设计师，创意人和

有远见的人聚集在一起: 在 Matrioska, 这家巡回实验室商店采用“

手工”产品(www.matrioskalabstore.it).

对于购物爱好者来说，“品尝”的地方不容错过，让您沉浸在当地

产品的香气和风味中，就是市中心的Mercato Coperto，距离

Tempio Malatestiano仅一箭之遥（Castelfidardo街道，周一至周

六开放） ，从早上7点到晚上7点30分）. 不仅在覆盖的市场内，

有超过100家鱼产品，水果和蔬菜，面包店和肉店，还有外围，那

里有高度集中的传统商店，非常适合美食和葡萄酒之旅 质量.

http://www.matrioskalabstore.it/


Is
ol

a 
de

lle
 R

os
e

...
...

...
...

...
...

...
...

.. 
 m

ax
 12

 m
 

Tr
al

ic
ci

...
...

...
...

...
...

...
.  

m
in

 9
 m

ax
 2

6 
m

Re
lit

to
 C

ar
go

 A
nn

i 
...

...
...

...
...

...
...

...
.  

m
in

 3
7 

m
ax

 5
2 

m

Re
lit

to
 C

ar
go

 Z
oe

 2
...

...
...

...
...

...
...

...
.  

m
in

 3
8 

m
ax

 6
7 

m

Bo
m

ba
rd

ie
re

 B
24

 ..
...

...
...

...
...

...
...

  m
in

 6
2 

m
ax

 6
6 

m

Pi
at

ta
fo

rm
a 

 P
ag

ur
o

...
...

...
...

...
...

  m
in

 13
 m

ax
 3

3 
m

Pi
ra

m
id

i
...

...
...

  m
in

 8
 m

ax
 13

 m

在水中游览, 亚得里亚海的了不起环境

沉浸在亚得里亚海水域的历史，植物群和动物群的发现中. 不是每个

人都知道，假日之都还提供许多潜水点和残骸，让里米尼水下成为潜

水者的天堂，适合任何经验和丰富的物种探索. 鲷鱼，鹅口疮，腿鱼，

虾，螳螂，虾，更不用说高贵的蟋蟀. 近年来，水加热也见证了来自红

海的新奇异鱼类的到来. 在里米尼市北部海岸前，距离海滩仅几米远，

您可以在附近浮潜，适合在内部，甚至为年幼的孩子. 在外面你可以找

到4米的深度，即使是初学者也适合自由潜水. 但对于那些想要在水下

发现里米尼的人来说，这里有一个小旅游：填充坦克并开始冒险!

> 于生物保护区开始吧”Piattaforma Paguro. 在这里，您可以欣赏各

种海洋动物：蓝鱼，鲭鱼，沙丁鱼，沙鱼，低音，鲈鱼，琥珀鱼. 偶尔

遇到海豚并不罕见. 在贻贝覆盖和牡蛎覆盖的结构上有蜘蛛蟹，螃蟹，

海胆和龙虾，海鳗.

最小深度: 13 米 – 最大深度: 33 米

> “Piramidi” 是一个人工潜水区，创建于25年前，用于繁殖贻贝，现

在充满了海洋生物. 它们由巨大的铁质石笼组成，由金字塔形和多孔混

凝土块保护，以容纳鱼群. 适用于所有类型的专利，最小深度为8米，

最大深度为13米.

> Tralicci: 你想潜入太空吗？你是在正确的地方，因为它似乎在宇宙

飞船周围. 在这个由4个巨大的基础组成的废弃的含盐井中，您可以制

作适合所有类型专利的潜水，最小深度为9米，最大深度为26米.

> Isola delle Rose: 在这里，我们也沉浸在历史中，这是在这个位

于意大利领海外500米的人工平台上形成的唯一一个乌托邦，离里米

尼12公里. 由博洛尼亚工程师Giorgio Rosa于1968年5月1日建造，他

被宣布为一个独立的州，拥有官方语言（世界语），政府，货币和邮

票. 它从未被任何国家正式承认，被警察占领并于1969年被拆除. 40

年后，这个着名岛屿的遗迹被发现，现在是一个适合每个人的潜水地

点，最大深度为12米. 

> Cargo Zoe 2 1983年沉没在完美的导航，整体，其所有负荷，在

2011年被发现. 最小深度38米，最大深度67米.

> Relitto Cargo Anni”. 离里米尼海岸约20英里处是货轮的残骸，并

且在其所有家具和设备中保持完好无损. 仍然可以在货舱中找到运输货

物的痕迹. 如今，它是海洋生物的天堂，距里米尼仅50分钟路程. 最小

深度：37米 - 最大深度：52米

> “Bombardiere B24”. 拥有6支50口径机枪的这架美国轰炸机的遗

骸是适合更有经验的潜水员的地方，应该有Trimix专利. 深度最小深度 

62米  - 最大66米



瞬间的里米尼– 里米尼十’自拍’

1. 从连接的右侧和左侧的老港口，码头上的新的浮动走道，您可以享受提比略

桥的两千周年的独特景观

2. 在传奇的大酒店的花园里，导演费里尼喜欢的，自1984年以来，他一直是

纯自由风格的国家纪念碑（费里尼公园，Marina Centro）

3. 在’Fellinia’前面，在费里尼广场的一个大相机

4. 从60米高处可以欣赏到海滩的壮丽景色，从切塞纳蒂科到加比切斯：只有

每年夏天在港口上升起的摩天轮

5. 在San Giuliano村的五彩缤纷的渔民房屋上绘制的许多壮观的费里尼壁画之一

6. 从高架走道俯瞰停泊在里米尼的Darsena Marina（San Giuliano Mare）的游艇

7. 在里米尼最奇怪的房子前面：所有房屋外面都覆盖着成千上万的炮弹（San 

Giuliano Mare，del Fante路）

8. 在贡多拉吗？ 不是在威尼斯，而是在Viserba的意大利小缩影

9. 里米尼在日落时手中的开胃酒和脚在水中的许多chiringuiti在海滩上

10. 在San Giuliano Mare的艺术家河畔的渔人码头或壁画前.

里米尼，婚礼目的地

里米尼是一个梦幻般的婚礼目的地. 从今天起，可以在独特而独特的地方结
婚，选择金色沙滩，Sigismondo 马拉泰斯塔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堡，由朱塞
佩·威尔第开设的十九世纪剧院，由费里尼艺术大师着名的大酒店以及该市的
许多其他象征性地方. 对于那些想在里米尼结婚的人提出了许多个性化建议: 
www.riminiweddingdestination.it 

Grand Hotel di Rimini

市议会大厅

游楼

城市博物馆

结婚楼 (Beach)

Galli Theatre

Sismondo Castle



        播放列表 事件日历      

一月: Sigep (国际冰淇淋，糕点，面包店和工匠咖啡

展）里米尼博览会

二月 Beer attraction啤酒景点（公平致力于啤酒特

产，精酿啤酒，食品和技术）里米尼博览会

三月 Giardini d’autore（与意大利最佳苗圃的园艺展览）

四月/复活节Paganello (在海滩上的飞盘冠军)

五月 MIR (里米尼内部的音乐) 里米尼博览会

六月 Rimini Wellness (舞台上的健身，健康和运动, 里

米尼博览会), Al meni (在费里尼广场的风味和Massimo 

Bottura厨师马戏团市场), Molo Street Parade (渔民和

DJ为最大的音乐游行，里米尼港口), Mare di Libri (阅

读的男孩节，城市历史中心

七月 Notte Rosa (夏天的新年节), Cartoon Club (致力

于动画电影和漫画的国际艺术节)

八月 Meeting per l’amicizia fra i popoli 满足各国人

民之间的友谊 (夏季的会议，展览，音乐和娱乐节日）

里米尼博览会

九月 Sagra Malatestiana (交响音乐), 圣马力诺大奖赛

和里米尼里维埃拉(Misano Circuit)

十月 TTG – SIA GUEST – SUN, 最重要的B2B展览，

致力于旅游和酒店业，

里米尼博览会

十一月 Ecomondo, 国际绿色经济博览会(里米尼博览会)

十二月 里米尼, 世界上最长的新年节

里米尼的机场
里米尼和圣马力诺的费德里科费里尼国际机场
 Flaminia 接到 409 号 - 里米尼的Miramare 
电话号码 +39 0541 379800 - http://riminiairport.
com/ 

Card 
在里米尼的朋友俱乐部免费加入，在里米尼逗留期间获
得关注和帮助. 信息: www.riminiturismo.it/club-amici-
di-rimini 
或者通过购买Romagna Visit Card来发现艾米利亚罗马
涅的宝藏.  信息: www.romagnavisitcard.it  
(旅游信息办公室的信息和登记) 

紧急和有用的号码
警察 - 紧急干预 +39 112
警察 - 公共紧急救济服务+39 113
消防部门+39 115
港务局/ 海岸警卫队- 海上紧急情况的号码: +39 1530
急救救护车+39 118
医疗卫队 +39 0541.787461
Infermi医院,  Settembrini 街道 2 号 - 里米尼  +39 
0541.705111
礼宾 - 信息›远‹远远远远远‹– 705655

旅游信息 

信息和旅游办公室
联系方式: +39 0541.53399 info@riminireservation.it 

Rimini Marina Centro (全年)
Piazzale Fellini n. 3 (费里尼广场3号) - 电话号码 +39 
0541.56902 
电子邮箱: marinacentro@riminireservation.it

FFSS站的里米尼市中心 (全年)
Piazzale Cesare Battisti, 1 (Cesare Battisti 广场, 1号) 
- 电话号码 +39 0541.51331  
电子邮箱: stazione@riminireservation.it

里米尼罗马纳 (Rimini Romana) 的游客中心(全年)
Corso d’Augusto 235, Rimini (里米尼 Augusto 街道 
235号) - 电话号码 +39 0541/29833 
电子邮箱: riminiromana@riminireservation.it

Viserba (夏天)
Viale G. Dati n. 180/a  (G. Dati 街道 180/a 号) - 电话
号码和传真号码 + 39 0541.738115
电子邮箱: viserba@riminireservation.it

Tripoli (夏天)
Piazza Marvelli 8/B (Marvelli 广场 8/B 号 – 电话号码 
+39  0541.390530 
电子邮箱: tripoli@riminireservation.it

Smart City Point  (夏天)
Viale Regina Margherita 201, Miramare (Miramare, 
Regina Margherita 街道 201 号) - 电话号码 +39 
0541.53399  
电子邮箱: miramare@riminireservation.it

里米尼展览博 (在事件发生之际)
Via Emilia n. 155 (Emilia 街道, 155 号)

有用的服务 

出租车电台 : 电话号码 +39 0541.50020
该服务全年365天，每天24小时提供服务，并且由于有
卫星跟踪系统，可以将最近的出租车发送给需要的，减
少等待时间. 也可以在通话后的几天内预订服务. 

公共交通 
INFO START +39 199.11.55.77 是里米尼，弗利 - 切塞
纳和拉文纳盆地当地公共交通服务和时间表信息的唯一
电话号码.
WhatsApp Start Romagna +39 331.65.66.555 是艾米
利亚罗马涅的线路，时刻表，公交线路信息的社交渠道
网站上还有时刻表，路线和票价: www.startromagn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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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米尼市的很多地图!
找到您的路线并创建您自己的最喜欢的行程…

从最隐蔽的角落到历史艺术路线
活动，购物和会面点
不容错过的10件事

什么是最理想的？ 骑自行车探索里米尼.

www.riminiturismo.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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