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利，一个值得探索发
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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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一览



智利一览

人口：1795万
货币: 智利披索 (CLP)
语言：西班牙文
政治制度：共和制，民主制，代表制
在三大洲有领土：美洲，大洋洲和南极洲
时区（大陆）战略上与最大的金融和工业中
心相吻合 (GMT - 4) 



一个跟外界连接良好的国家

智利一览



丰富而多样化的地区

智利一览



丰富而多样化的地区

智利一览



世界等级的文化遗产

智利一览

拉帕努伊国家公园
（1995年）

奇洛埃教教堂（2000年）

瓦尔帕莱索港城市历史区
（2003年）

亨伯斯通硝和圣。劳拉的
石矿办公室（2005年）

休厄尔营区（2006年）

Qhapaq Ñan -安第斯
道路系统（2014年)

非物质的文化遗
产 - Chinos舞
(2014年)

）



超越边界的文化财富

智利一览

两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Gabriela Mistral和Pablo Neruda。

三个米格尔·德赛凡提斯奖得主：Nicanor Parra（2011）、
Gonzalo Rojas（2003）和Jorge Edwards（1999）。

普利茨克建筑奖得主：Alejandro Aravena（2016）。

奥斯卡2016年最佳动画短片：“熊的故事”。



人类历史的窗口

• 新克罗文化的木乃伊，于公元前五千到六

千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

• 在河大区里有蒙特维尔德考古遗址，是公

元前14,500至18,000年的，被认为是美洲

最古老的人类住区。

• 在2004年艾森地区发现独特种类的恐龙：

Chilesaurus Diegosuarezi。

智利一览



• 查古丘格（安托法加斯塔地区）：在地理图腾

的数量上，位于全球第三（900至1500年的历史）

• 智利考古学家于2017年在智利北部发现了拥有

3000年历史的Pampa Iluga，前印加祭坛遗址。

人类历史的窗口

智利一览



全球矿业的指标

智利一览



占世界食品产业一席之地的重要角色

智利一览



一个拥有优秀酒产品的国家

智利一览



现代化的国家

智利一览



一个有才能和创新的国家

智利一览



一个非常适合居住的地方

智利一览

生活质量进入2017年
美世(Mercer) 的排名。



生活品质



• 拉丁美洲第一和全球第24名最和平的国家。

• 在全球第163个国家之中，该地区第一和全

球第23最健康的国家。

一个和平和健康的国家

生活品质



一个有长寿命的国家

生活品质



一个快乐的国家

生活品质

智利：根据联合国统计，
南美最幸福的国家



机构和信心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特别赞赏智利控制
腐败、监管和治理的能力。

坚定性和稳定性

机构和信心



清廉的印记

腐败程度低:

机构和信心



有活力的经济



持续的成长

有活力的经济

在过去16年中，智

利的特点是它持续
成长的节奏，而被
列为该地区最具活
力的经济体。

$28.803

$15.258

$5.847

$6.397

Chil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PIB per cápita (PPC)
(Dólares corrientes) 1990 - 2016

1990 2016



是该地区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系

有活力的经济



有活力的经济

适合做生意的地方



杰出的整合

智利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网络之一：

• 26个涉及64个市场的贸易协定，占世

界人口的64.1％，占全球GDP的86.3％。

有活力的经济



現代性

有活力的经济



为什么要在智利读书



• 智利在全国各地总共有60所大学（公立，公私立

和私立）。

• 另外还有56个技术培训中心和43个专业学院的完

整系统。

• 智利有一个认证体系，旨在证明这些教育机构的

质量。

许多高品质的教育选项

为什么要在智利读书



为什么要在智利读书

教育领袖



智利有11间在世界名列前茅

的大学。

教育领袖

为什么要在智利读书



• 有2万名外国学生正在智利读大学。 其中有35％博硕

生，5％研究生。

• 2016年外国留学生比2015年增加了28％。

• 5年来，全国外国研究生人数增长约170％，从2010年
的2,472名学生增加到2014年的6,700多人。

• 智利与阿根廷、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墨西哥签署了

学历认证的协议。

对外国学生有吸引力的国家

为什么要在智利读书?



一些例子

• Conicyt奖学金：

• 发予给没有永久居留权的外国学生的博士奖学金。

• 发予给拉丁美洲学生的博士及硕士奖学金。

• 智利外交部发展局：

• 智利共和国硕士奖学金。

• 智利墨西哥互惠奖学金。

• 纳尔逊·曼德拉奖学金。

• 短期课程赞助计画。

为外国学生制定的完整奖学金系统

为什么要在智利读书?



知识的来源

为什么要在智利读书?



智利着名的景点



观光业，一个有活力的产业

智利着名的景点

2016年来智利观光游客
的3个主要国籍

阿根廷290万游客：
52％）

巴西（438,915名游客：
8％）

（437,154名游客：
8％）



北部和阿塔卡玛沙漠

智利着名的景点

• 拉地拉那盛会。

• 奇加拉湖。

• Chinchorro文化。

• 海滩。

• 皮斯科酒。

• 米西路线。

• 圣佩德罗德阿塔卡马沙漠。

• 天文路线：世界上最清晰的天空。

• 亨伯斯通硝石矿产办公室和圣。劳拉

（2005）



圣地亚哥、瓦尔帕莱索和智利中央谷地

智利着名的景点

• 圣地亚哥的城市生活。

• 酿酒葡萄园路线：Maipo、

Casablanca、Colchagua、Curicó和

Maule。

• 距离圣地亚哥仅一个小时的世界级

滑雪胜地

• 瓦尔帕莱索：人类文化遗产。

• 休厄尔（兰卡瓜）的采矿历史: ：

人类文化遗产。

• 皮奇莱穆：世界级的冲浪胜地。



湖泊和火山

• 优秀的滑雪中心：Chillán、Pucón、

Osorno火山、Antillanca、Huilo Huilo、

Las Araucarias、Corralco和Antuco。

• 令人惊讶的国家公园：Laguna del Laja、

Huerquehue、Villarrica y Conguillío。

• 在Budi湖和Curarrehue的Mapuche文化。

• 温泉路线：智利南部追求健康和确幸的

行程。

• Valdivia电影节

• itata酒。

智利着名的景点



帕塔瓜尼亚和火地群岛

• 南国公路：1200公里的自然美景。

• San Rafael 泻湖: 航行到北部冰床。

• Caleta Tortel：Aysén最南端的小镇。它的

特殊之处在于它整个镇是由木制走道连接

起来的。

• Omora公园

• 帝王蟹。

• 百内国家公园：第8世界奇迹，地球上最

好的大自然景点之一。

• 全世界最南部的健行景点：Navarino岛。

• 通向南极的门户：在地球上最南端的海上

航行。

智利着名的景点



岛屿

• 复活岛上的Rapa Nui文化。

• 复活岛，人类文化遗产。

• Juan Fernández群岛, 人类文化遗产。

• 高脚屋和教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

文化遗产。

• 美味的当地美食：复活岛的金枪鱼和Juan 

Fernández的龙虾。

智利着名的景点



全球性的认可

智利着名的景点



• 智利在2016年被“福布斯”强调为最适

合冒险旅游的10个国家之一。

• 据“孤独星球”（Lonely Planet）的报告

，Aysén地区是2017年世界上棒的10个

景点之一。

• Coquimbo地区的 Elqui谷是2017年“纽

约时报”推荐的52个景点之一。

全球性的认可

智利着名的景点



1. 巴塔哥尼亚：Revistur 2017年评价为最佳

旅游目的地。

2. 在2016年“CondéNast旅行者”的推荐名单

中，南美洲50个最美丽的地方有：Torres del 

Paine、Rano Raraku火山口、Chiloé群岛、月谷

、圣佩德罗德阿塔卡马沙漠，瓦尔帕莱索

Valparaíso，大理石大教堂，塔提奥Tatio间歇泉

和Navarino岛。

全球性的认可

智利着名的景点



1. 圣地亚哥，根据“世界50家最佳餐厅”的评论，是2016

年世界领先的美食目的地。

2. 根据”拉丁美洲的50家最佳餐厅“调查：智利有四间餐

厅进入拉丁美洲最好的50家餐厅排名：oragó（4）、

Ambrosia（20）、99（22）餐厅和Osaka（43）。

3. 智利在电讯报是2017年排名第一的最值得访问国家，

主要是因为其自然景观、多样性的生物、美食和各种

各样的山谷、以及葡萄酒旅游。

一个充满美食的景点

智利着名的景点



智利是根据“伦理旅行者
2017”排名促进伦理旅游的十

大国家之一。

一个在最佳实践名列前茅的国家

智利着名的景点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的统计，

重视观光业方面排名第五的国家。

一个正在等待你的国家

智利着名的景点



www.marcachile.cl
www.thisischile.cl 

Marca Chile

@marcaChile

marcachi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