绚丽美洲

绚丽美洲

智利精华之旅

Day 3-4：圣佩德罗德阿塔卡马
整整两天，您都将阿塔卡玛沙漠里享受美丽的时光。
在当地专业向导的带领下，您将探索这片地区的自然环

10 天 9 晚

境和前哥伦比亚时期的文化。您可以选择搭乘四驱车、徒步

尊贵旅行体验 42,000 元起 / 人

或骑车游览这个地区。
酒店：Alto Atacama

餐食：早午晚

游览圣地亚哥、阿塔卡玛沙漠、
Casas del Bosque 酒庄、百内国家公园

Day 5：阿塔卡玛 / 圣地亚哥 - 瓦尔帕莱索
早餐后，乘车前往位于卡拉玛的机场，搭乘飞机飞往圣

A&K 行程亮点

地亚哥。抵达后，有专人接机，送您前往位于卡萨布兰卡山
谷的 Casas del Bosque 酒庄。

游览世界上最干旱的沙漠—阿塔卡玛沙漠

Casas del Bosque 酒庄建于 1993 年，只出产高品质

在智利最优秀的酒庄 Casas del Bosque 品红酒

的智利红酒。在这里，您将了解到酒庄的历史及红酒的生产

用不同方式探索百内国家公园，与大自然亲密接触

过程，还可以亲自品尝红酒。
在酒庄享用午餐后，前往瓦尔帕莱索。

行程地图

酒店：Casa Higueras

餐食：早午

财致富，于是在城市里修建了大量漂亮的建筑，如今都成为
这个城市的博物馆和纪念碑。

Day 6：瓦尔帕莱索 - 圣地亚哥

巴西

瓦尔帕莱索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港口城市和大学城，有着

卡拉玛

阿根廷
智利

尊高达 22 米的圣母玛利亚雕像。

瓦尔帕莱索

大西洋

酒店：El Bosque Ebro

Day 2：圣地亚哥 / 卡拉玛 - 圣佩德罗德阿塔卡马
早餐后，有专人送您前往机场，搭乘国内航班前往卡拉玛。
卡拉玛海拔约 2200 米，是前往智利中央沙漠区的门户。

太平洋

抵达后有专人接机，送您前往位于圣佩德罗德阿塔卡马的酒

百内国家公园

到达 / 离开
航空
陆路

店休息。

是南美洲最年轻的国家公园，1970 年，公园进行了扩建，并

迷宫般的小山，山上散落着五彩缤纷、奇形怪状的老房子，

被联合国列为世界生态圈保护区。公园占地 1800 多平方公里，

只能徒步或坐缆车登上山顶。巴拿马运河开通后持续数年的

拥有世界上最壮观的山脉、冰川、湖泊及森林。园内动物种

斗争预示着瓦尔帕莱索“黄金时代”的结束，如今这个城市

类繁多，其中包括原驼、秃鹰及火烈鸟等。

又再度复兴，并在 2003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
餐食：晚

圣地亚哥

蓬塔阿雷纳斯

下午，前往百内国家公园。百内国家公园建于 1959 年，

酒店：The Singular

餐食：早晚

这座城市中最不容错过的景点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智利诗
人聂鲁达的住所 La Sebastiana，这座宅子里保存了聂鲁达

百内国家公园内湖泊、冰川

许多海外旅行德尔资料以及大量藏书。

众多，曾被《国家地理》杂

接下来继续向北，前往 Vina del Mar，这个小镇轻松休闲，

志评选为“一生必去的 50

非常适合度假。

个地方”之一。

下午返回圣地亚哥。
酒店：El Bosque Ebr

餐食：早午

圣佩德罗德阿塔卡马位于世界上最干旱的沙漠阿塔卡玛

Day 8-9：巴塔哥尼亚 - 百内国家公园

沙漠内，是探索这片沙漠的大本营。这片区域是阿塔卡玛印

详细行程
Day 1：抵达圣地亚哥
搭乘国际航班前往智利首都圣地亚哥，A&K 专业人员将

第安文化的中心，文化遗迹众多，如建于公元 800 年前的小

瓦尔帕莱索亦是智利前总统

整整两天时间，您都将在经验丰富的导游带领下探索百

村庄 Tulor、收藏有诸多手工艺品的人类博物馆等。但真正触

萨尔瓦多·阿连德、智利画

内国家公园。您可以选择乘车、骑马或徒步等方式游览公园，

动游客内心的，大概还是圣佩德罗德阿塔卡马的艺术气息了。

家卡米洛·莫里等伟大人物

酒店：Alto Atacama

餐食：早午晚

的故乡。

下午，游览圣地亚哥的城市风光。圣地亚哥被安第斯山

月亮谷即坐落于圣佩德罗德

脉环绕，自然环境与古典和现代建筑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是

阿塔卡马小镇郊外，因其荒

筑包括总统府、武器广场、大教堂、中央邮局等。圣母山位
于城市中最大的公园内，高约 900 米，山上有一座教堂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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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爱好和体能状况，为您推荐游览百内国家公园的方式。
酒店：The Singular

在机场迎候您的到来，并将您送往酒店休息。

南美洲最有意思的城市之一。圣地亚哥乃至智利的标志性建

体验到百内国家公园的独特魅力。您的导游也将根据您的兴

芜苍凉的地貌酷似月球表面
而得名。

Day 7：圣地亚哥 / 蓬塔阿雷纳斯 / 巴塔哥尼亚
早餐后前往机场，搭乘国内航班飞往蓬塔阿雷纳斯。
蓬塔阿雷纳斯曾是智利著名的港口，但随着巴拿马运河
的开通，这个港口渐渐衰落。19 世纪末，当地居民靠养羊发

餐食：早晚

Day 10： 百内国家公园 / 蓬塔阿雷纳斯 / 圣地亚哥
早餐后，乘车前往蓬塔阿雷纳斯机场，搭乘国内航班返
回圣地亚哥。之后转接国际航班回国，结束美好的旅程。
餐食：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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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说明

自 1962 年成立至今，Abercrombie

报价包含

报价不含

& 全程所示酒店双人标间（含早）

& 个人旅游签证费用

& 全程所示餐食

& 全程机票

& 全程所示根据团队大小安排的游览用车

& 全程未包含的餐食

& 全程优质专业中文导游

& 司机及导游小费

& 全程所涉及到的景点门票

& 个人消费

& 美亚“万国游踪”钻石级境外旅游保险

& 报价包含中未提及的项目

& Kent 已走 过了 55 年的历程，作

为世界奢华旅行领域的先锋，始终

为什么选择 A&K ？

探索 和 提 升 着 奢华旅行的内 涵。

55 年历程

A&K 专业服务

A&K 的脚步遍及包括南北极在内

半个世纪以来，Abercrombie & Kent 已经成为全球奢华旅

我们旅行团队的专家们认为，旅行不仅仅是偶尔的消遣，更

行领域的先锋，我们致力于探寻重新定义旅行的可能。我们

是一种激励灵魂和滋养心灵的神圣过程。我们的工作人员的

时刻以您的需求为导向，专注于探索特别的目的地和行程，

足迹遍布世界各地，每个人都是拥有丰富旅行经验的“行家”，

为您安排别具一格的旅行体验，只为让您拥有一段非同一般

随时可为我们的客人提供贴心实用的建议和指导，并收集客

的旅程。A&K 卓越和可靠的旅行经验，将全方位确保您放心

人的反馈，从而不断地了解客人的需求，为客人提供更加优

享受旅途中的每时每刻，无半点后顾之忧。照顾我们的客人

质周到的服务。我们与合作伙伴及世界各地的办事处保持着

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我们会在您的旅行中全程服务在您身边，

密切的联系，以便随时掌握最新的行业动态，时刻为提升我

即便有意想不到的事件发生，我们都将为保障您的幸福安康

们的服务质量而努力。

的 100 多个目的地，服务过的全球
各界名流政要不计其数，更成为了英
国皇室的御用旅行机构。

竭尽所能。

精心严选每一条线路
遍及全球的服务网络

55 年来，我们已经对我们脚步所及的每一个目的地进行了深

A&K 在全球共设有 52 个办事处，2500 多名精心挑选的员

入的研究，每一条旅行线路都经过了严密的考察与评估，旅

工密切协作，为达到您的满意而尽心工作。我们遍布全球的

途中的各个元素都根据客人的感受和后勤保障而精心安排。

旅行专家依靠其丰富的旅行经验和资源，为您打造令人难忘

我们如此精益求精，最终形成了您手中的这本旅行手册，这

的行程。您旅行的前、中、后期的每一处细节都是我们关注

里面的每一条线路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将目的地最美好的

的对象，一切努力只为让您拥有一段绝妙的旅行。

一面一一呈现在您的面前，确保您和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分钟
都有极尽美好的感受，让您体验一段无与伦比的旅程。

专属定制
A&K 提供专属定制服务，以充分满足您的个人兴趣和个性需

专业的导游团队

求。我们的旅行专家为您提供一对一的咨询服务，全方位地

A&K 拥有一支高水平的专业导游团队，确保为您的每一次旅

考虑目的地特点、旅行体验和其他细节，为您量身打造一个

行提供顶级的服务和体验。关于旅行目的地，我们的导游都

理想的假期。凭借丰富的旅行目的地经验、可靠的合作伙伴，

知之甚多，并乐于帮您发现每一处景点的独特魅力。他们精

并且服务过数以万计的客人，我们能够为您设计专属于您的

通多种语言，拥有丰富的旅游经验和专业知识，无论您去往

美妙行程。

哪里，他们都将为您的旅行增加广度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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