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鲁、玻利维亚两国】
15 天深度探索之旅

★南美两国，有一百个理由等您去探索……
★去美洲旅游，当然要坐北美的航空公司，安全有保障；
★相约世界文化遗产 “王者之城”利马
“迷失之城”马丘比
★探访“世界的中心”库斯科，进入神圣山谷，瞻仰璀璨的印加古文明, 探秘“空中之城”
丘，见证印加帝国的灿烂文化;
★在世界最高淡水湖之一“高原明珠”的的喀喀湖，乘坐别具风情的 totora，踏上“水上漂流草坪”的浮岛世
界，体验当地乌鲁族人独特的生活方式
★步入世界海拔最高的首都，玻利维亚的行政首都拉巴斯，追寻即将消失的印加文化最后的印记-女巫市场
★深入经四万年打磨的天空之镜-乌尤尼盐湖，在盐湖边上凹个高逼格造型，开车驰骋在世界上最高最干燥的西
罗里沙漠上，观赏大片粉红色的火烈鸟和千年仙人掌，参观完全由盐砖建造的宾馆；
特别安排乘机俯瞰纳斯卡地画，探索古人奇特图案之谜；飞越纳斯卡上空，打开 2000 多年迷一样的“神秘天书”
★漫步世界著名的 COPACABANA 海滩，欣赏壮美的大西洋风光；

南美，有一百个理由等您去

探索……
★探访魔鬼之喉--世界最宽的伊瓜苏大瀑布，体验无比震撼的视觉冲击；被世界三大瀑布之一的
伊瓜苏瀑布所

震撼
★游览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感受其历史悠久的文化氛围；
特别安排游览阿根廷冰川国家公园，观赏莫雷诺冰川动人美景；
特别安排游览阿根廷冰川国家公园，观赏莫雷诺冰川动人美景；

游览被誉为“国王之城”的
利马市内观光，利马老城区。
被选为世界 7 大奇观的印加
帝国遗址【马丘比丘】，马丘
比丘印加语意为“ 古老的
山头”。

南美，有一百个理由等您去
探索……
体验无比震撼的视觉冲击
不是所有的盐湖，都能够叫做天
空之镜！
地球上最大的一面“镜子”在玻
利维亚西南部的乌尤尼小镇附
近，每年夏季（雨季 12 月至次年
1 月）
，它被雨水注满，形成一个
浅湖；而每年冬季（旱季 7 月至
10 月），湖水则干涸，留下一层
以盐为主的矿物质硬壳。人们可
以驾车驶过湖面。尤其是在雨后，
湖面像镜子一样，反射着好似不
是地球上的、美丽的令人窒息的
天空景色，这也就是传说中的
“天空之镜”。

探秘“空中之城”——马丘比丘

相约世界文化遗产

震慑人心的世界奇迹

探访“地球神奇之作”

★相约世界文化遗产 “王者之城”

★ 南美不乏世界奇迹

★在世界最高淡水湖之一“高原明

利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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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粉红色的火烈鸟和千年仙人掌。

DAY 1 ：
4.02 深圳-香港

达拉斯

利马

航班：AA126

HKGDFW

1545/1600

航班：AA909

DFWLIM

2222/0629+1

请贵宾自行前往深圳蛇口码头，由领队带领前往
香港国际机场，乘国际航班经美国达拉斯飞往秘
鲁首都—利马。

航班上

早：X 午：X 晚：X

DAY 2 ：
4.03 利马
早餐后，游览被誉为“国王之城”的利马市内观
光，利马老城区，【圣马丁广场】、【武器广场】、
【总统府】、
【商业步行街】、
【黄金博物馆】，午餐
后到富有民间手工艺品色彩的印加市场购物参观
等。晚餐后回酒店休息。

利马

DAY 3 ：
4.04 利马

库斯科—乌鲁班巴

航班：LA2123 04APR LIMCUZ

0906 1033

早餐后乘机飞往库斯科，抵达库斯科后城市游
览，库斯科是印加王国的故都，曾经是这个神秘
古代文明的中心。游览【太阳神殿 Coricancha】、
【中央广场】、【大教堂】、【圣水殿】、参观印加
帝国时期的重要之军事要塞-【萨萨瓦曼】
，昔日
每天动用三万人次，历时 80 年才建成的巨型石
垤城塞，至今仍令现代人叹为观止之后乘车前往
URUBAMBA,晚餐后入住酒店休息。
备注:库斯科及马丘比丘为高原地区，海拔在 2800－
3200 米左右，抵达上述地区首先保证充分的睡眠，在
下机前可食少量糖果，到酒店可饮古卡叶茶，一切动

早：√ 午：√

晚：√

作放慢，不可饮酒及过饱饮食，避免太热水洗澡。机
场及各大酒店均备有氧气供高山症状严重者使用。

乌鲁班巴

早：√ 午：√ 晚：√

DAY 4 ：
4.05 乌鲁班巴-马丘比丘-库斯科
清晨早餐后，乘南美最有名路线的观光火车前往
被选为世界 7 大奇观的印加帝国遗址【马丘比丘】，
马丘比丘印加语意为“ 古老的山头” 此山城位
于海拔 2400 公尺，建于 15 世纪，位于群山峻
岭、悬崖绝壁之顶端。古城建在悬崖峭壁上，分
成数个区域：墓园、监狱、生活区和神殿区，全
部由原石砌造、工艺精湛，体现了当年印加王朝
的盛世辉煌，是当年印加帝国的圣地，最高祭师
居住的神殿。这里曾挖掘出 150 具女性骸骨，是
祭典中献给太阳神的祭品，古城因此被列为世界
十大文明之谜。马丘比丘遗址位于秘鲁库斯科区
乌鲁班巴省马丘比丘社区，被分成两个大区——
城市区和农业区。两区之间由巨大石墙分隔。农
业区再分为上城区和下城区，考古学家将城市区
细分为三个区域：圣区（Sacred District）、平
民南区（Popular District to the south）、祭
司与贵族区（Priests and the Nobility）
。游毕
返回库斯科，入住酒店休息，结束当日行程。
当天可以品尝秘鲁特色羊驼肉餐。
温馨提示：前往马丘比丘须由库斯科火车站，再
搭乘 1.5 小时火车抵达马丘比丘山下，在乘坐 20
分钟巴士上山才能抵达。具体出发时间根据所定
火车票而定。

库斯科

DAY 5：
4.06 库斯科

胡利亚卡-普诺

航班：LA2123 06APR

CUZJUL 1114 1210

早：√ 午：√ 晚：√

早餐后乘飞机前往胡利亚卡，在此转乘汽车前往
普诺。普诺是位于安地斯山高原湖泊——的的喀
喀湖的湖畔小镇，也是秘鲁的民俗之都，以原住
民手工艺品著名。抵达后步行游览小镇风光，参
观殖民时期的教堂及主广场，后前往酒店休息，
适应高原气候。

普诺

早：√ 午：√ 晚：√

DAY 6：
4.07 普诺-的的喀喀湖-普诺
早上乘船游览【的的喀喀湖】，主要景点包括：
【芦
苇浮岛】uros，乘船至的的喀喀上的浮岛，岛本
身用芦苇草建成，并以几枝竹枝插在水底以固定
位置，居住其上的乌洛岛民依然保有原始而传统
的秘鲁生活。塔希拉岛，探访岛上的原住民，这
里是一个土著社区，大约有 400 户人家，他们仍
然遵循着 16 世纪的传统生活着，信奉着印加人的
生活信条。观赏神秘的【“水上漂流草坪”的浮岛
世界】，体验当地乌鲁族人独特的生活方式，行程
结束后送回酒店。

普诺

DAY 7 ：
4.08 普诺-科巴卡瓦那-拉巴斯
早上 6 点起， 开车 2 个小时到达秘鲁，玻利维
亚边境， 经过海关之后， 到达玻利维亚境内。
前往科巴卡瓦那， 乘船前往的的喀喀湖中的【太
阳岛】参观。乘船前往岛北沙滩，在岛北停留 2
小时，划船，参观著名的【印加遗址
Piedra

Sagrada

和 Templo

del

Sol（太

阳庙遗址）】
。午餐后，返回科巴卡瓦那， 开车 5
个小时返回拉巴斯。

拉巴斯

早：√ 午：√

晚：√

早：√ 午：√ 晚：√

DAY 8 ：
4
.09 拉巴斯

乌尤尼

航班：待定
早上乘飞机飞往有“天空之境”之称的【乌尤尼
盐湖】，抵达后，参观【墓地火车】。19 世纪末，
英国工程师被派往南美洲各国帮助当地修建铁
路，但是，最终这项伟大构想没能实现。那些报
废的老火车并没有被当成废铁卖掉，而是被扔到
了镇外 3 公里处的一片空地里。如今，这些生锈
的庞然大物们组成了一座“火车墓地”，就像那
段历史的幽灵一般永远飘荡在乌尤尼的旷野上。
开车前往盐湖。无尤尼盐湖面积有 10500 平方公
里。继续前往科尔恰尼村庄，位于盐湖的西部边
缘，我们将沿着“盐湖眼”的线路参观。傍晚时
分，我们坐在盐湖边缘观看绚丽的难以置信的日
落奇观。旱季没有天空之镜的效果，但依然可以
体验干涸的盐沼。在一望无际的白色世界里，你
可以感受到了世外桃源般的纯净与美丽。当你漫
步在盐沼的天地，浸没在纯白的世界里，会彻底
被这令人窒息般的美丽所折服。傍晚十分，我们
坐在盐湖边缘观看绚丽的难以置信的日落奇观。
入夜后，喝着热的红酒看盐湖的无比美丽的星
空，仿佛整个人浸没在整个银河系中！晚餐在宾
馆。
盐湖只有约在每年的 12 月-3 月雨季里才会积水，
有倒影的奇景，其它月份都是旱季，没有倒影，
湖面干涸，游人只能看到一望无际的盐地，上面
是大块的六边形结晶。。

乌尤尼

早：√ 午：√ 晚：√

DAY 9 ：
4.10 乌尤尼盐湖-西罗里沙漠
早餐后开车驰骋在世界上最高最干燥的【西罗里
沙漠】上，路过并在石头树，间歇泉停留，欣赏
沙漠风光。中午在沙漠中野餐，下午我们前往绿
湖和白湖，由于湖水中不同矿物质的作用，湖水
颜色发生了奇妙的变化， 伴随着玻利维亚高原的
壮美景观，显得尤为壮观。晚上入住沙漠酒店。

沙漠酒店

早：√ 午：√ 晚：√

DAY 10 ：
4
.11 西罗里沙漠-乌尤尼盐湖
早餐后返回乌尤尼，沿途继续欣赏沙漠到小镇的
独特风光。途中午餐。这个盛产粉红色火烈鸟、
千年仙人掌以及稀有蜂雀的独特地区，近几年却
越来越受到冒险者与游客的追捧。沿途观赏
TUNUPA 火山，位于阿塔卡马高原的北部，在安第
斯山脉中被认为是一座神圣的火山。游览鱼岛
Isla Pescado，这是一座外形像鱼一般的小岛，
海拔 3660 米，位于盐沼的中心地带，这座岛上
长满了巨大的仙人掌，部分仙人掌甚至可以达到
10 米的高度，在这里您还可以找到珊瑚的化石。
在宾馆吃晚餐。

乌尤尼盐湖

早：√ 午：√ 晚：√

DAY 11 ：

4.12 乌尤尼

拉巴斯

航班：待定
早上前往乌尤尼机场，飞往拉巴斯，前往机场返
回拉巴斯，下午参观【月亮山谷】，这里是古代
火山爆发的遗迹, 月亮谷位于一处高山坡顶上，
那里属于起源于冰川的沙石地形，奇异诡谲，令
人恍若置身月球表面，故有“月亮谷”之称。返
回城市，在拉巴斯的主广场散步，这里可以看到
玻利维亚的【议会大厦】，【市政厅】，和【民
族风情博物馆】。傍晚前往著名的【佩那市场】。
这个就是三毛的《女巫市场》中提到的市场，市
场中售卖各种各样的巫术用具，从猫头鹰的羽毛
到仙人掌，从流产的小骆马到玩偶人像，你能想

象到的，和你想象不到的，这里都有的卖。除了
出售工具，这里也是普及巫术常识的地方。

拉巴斯

早：√午：√晚：√

DAY 12 ：
4
.13 拉巴斯

利马-皮斯科

航班：待定
早餐后乘机返回利马，抵达后午餐，之后沿沙漠
海岸公路前往皮斯科小镇（车程 3.5-4 小时），
抵达后晚餐，入住酒店休息。
当天晚餐品尝皮斯科烤鸡自助餐+印加可乐。

皮斯科

早： √ 午: √

晚：√

DAY 13 ：
4.14 皮斯科-纳斯卡大地画-利马
上午乘车前往有名的【自然保护区 PARACAS】海
狮岛码头，抵达后乘游艇沿【鸟岛】游览(游览时
间约 1 小时)，可观赏到古老的世界神奇之迷——
【山间烛台奇观】、数以万计的海鸟、海狮、小
企鹅等。随后可以（自费）乘坐小型飞机在空中
观赏世界神奇之迷的【纳斯卡大地画】（空中时
间 1 小时 30 分钟），(如因客人自身原因、天气
原因或航空公司原因无法乘坐小飞机，费用不退)
映入眼帘的是历经数千年、错落在沙漠地上、风
吹不散 的神秘几何动物图案 ，使人感叹不已，
随后返回利马，晚餐后送机场经达拉斯返回香港。

航班上

早：√ 午：√

晚：√

DAY 14 ：
4
.15 利马

达拉斯

航班: AA988

LIMDFW

0109

0722

飞行 7 小

时 23 分
达拉斯

香港

航班：AA125 DFWHKG 1035/1730+1
转机飞往香港。

飞机

早：X

午：X 晚：X

DAY 15 ：
4.16 香港-深圳
下午航班抵达后，送回深圳散团。

温馨的家

早：X

午：X 晚：X

***旅行社将根据最终确认的航班时间、首末站城市对行程游览顺序一并调整，最终以出团说明会或出
团前（集合地）派发的行程表为准。****

服务标准及费用所含：
1
全程机票经济舱票价、机场税（费）及燃油附加费；
2
本次行程签证费用：无；
3
行程所列当地 4 星酒店住宿（2 人 1 间，具有独立卫生间，空调）；
4
行程所列餐费（转候机及自由活动期间除外），全程每日酒店西式早餐，午、晚餐为中式餐食（用餐标
准为六菜一汤）或当地餐或特色餐；
5
行程所列游览期间空调旅行车；
6
行程所列景点第一门票（注：全程景点首道门票（黄金博物馆、太阳神殿、萨萨瓦曼、马丘比丘、的的
喀喀湖、太阳岛、乌尤尼盐湖、民族风情博物馆、鸟岛）；
7
价值 30 万中国人寿旅游意外保险；
8
赠送深圳前往香港机场交通，不乘坐不退费用！
9
赠送秘鲁羊驼肉餐和烤鸡自助餐+印加可乐；
10 赠送 2 人一台 WIFI，全程沟通无障碍!!

费用未含：
1 护照费、申请签证中准备相关材料所需的制作、手续费，如未成年人所需的公证书、认证费；

2

国内段往返机票及地面交通；

3

美国签证费、EVUS 美签电子登记费用、以及南美签证所需公证费、玻利维亚落地签，费用在海外现付；

4

额外游览用车超时费（导游和司机每天正常工作时间不超过 10 小时，如超时需加收超时费）；

5

行程中所列游览活动之外项目所需的费用；

6

全程司导服务费 CNY1000/人（出发前在机场收取）

7

单间差 RMB4600.00/全程(分房以同性别客人住一房为原则，如需住单人间，报名时应提出申请，并补
交单间差；如报名时为夫妻、母子/父女（子、女需占床）、兄弟姐妹需住一间房请提前告知，在不影响
整团出现单人间的情况下予以安排同住，否则以我社安排分房为准；

8

在机场内转机、候机及在飞机上时间及自由活动期间用餐由客人自理(在美国及南美内陆的航班不提供免
费的飞机餐)；

9

出入境行李的海关税、全程行李搬运费、保管费以及行李托运费；

10

客人个人消费及其他私人性开支。例如交通工具上非免费餐饮费、洗衣、理发、电话、饮料、烟酒、付
费电视、行李搬运、邮寄、购物、行程列明以外的用餐或宴请等；自由活动期间交通费；

11

因个人原因滞留产生的一切费用；

12

因气候或飞机、车辆、船只等交通工具发生故障导致时间延误或行程变更引起的经济损失和责任以及行
李在航班托运期间的造成损坏的经济损失和责任。特别提醒：因以上不可抗力因素而额外产生费用的，
均需要客人自行承担。

注：1、12 岁以下不占床小童减团费 CNY2300/人，占床小童按成人价收取。
2、敬请游客遵守我国及旅游目的地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社会公德、风俗习惯、宗教禁忌，不得参
与任何违反以上项目的活动！
3、为防止疲劳驾驶，行程中途经的休息站、加油站、公共卫生间等地停留仅供休息和方便之用，不建
议游客购物，游客因购物产生的纠纷与本社无关。
4、意见表用于评估领队、导游及当地接待的服务质量，为保证客人的有效权益，请务必如实填写！

友情提示：
1、客人应妥善保管自己的行李物品（特别是现金、有价证券以及贵重物品等）。
2、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规定，旅客在境外购买的物品，在进入中国海关时可能需要征收关税。详细内容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公告 2010 年第 54 号文件》。
3、行程中提及的摄影亮点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后提供参考，受天气、日照等自然环境因素影响存在较大的
不确定性，敬请留意。
4、分团、脱团：客人应按合同约定全程随团游览，若客人自行分团、脱团，所交费用不予退还，客人对此
表示同意。

自费购物项目（在正常行程下安排，客人根据个人情况自愿购买）：

提示：
1. 所有购物场所绝不强迫，如因行程安排、天气等原因无法安排，请您理解；
2. 所有商品均明码标价，请您在购买之前务必慎重考虑，一旦确认购买付费后非质量问题一律不予退还；
3. 不增加行程中列明以外的额外购物店（如要求增加须经全体团员签字同意方可增加）；
4. 购物安排是应客人要求而增加的项目，客人应本着“自愿自费”的原则，导游将不会带有任何强迫因素；
附件一：
65 周岁客人参团承诺函
本人【
】
，护照号为【
】
，参加贵司组织的【 】旅游团（团号为： ），定于【 】年【 】月【 】
日出发，
【 】年【 】月【 】 日返回，行程共计【 】日。对于行程中的注意事项贵社工作人员已如实
详尽地向本人告知，本人完全理解。鉴于本人已是 65 岁以上高龄人群，特向贵社郑重承诺如下：

1、报名参加出行前需对身体全面检查，了解是否有不适宜乘坐各项交通工具和不适宜旅游的疾病。凡
患有严重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胰腺炎、冠心病、癌症、癫痫、精神等疾病游客我社有权拒绝接待。
无智力障碍具备一定体能。如有隐瞒一切责任及费用由游客自理。本人适合参加此旅游团，能够完成旅
游团全部行程并按期回国。
2、在旅游过程中，相应景点或相应活动禁止或不适合高龄人群参加的，本人放弃参加的权利（比如游
泳（包括酒店内游泳池）、登山、漂流等对老年人有危险的活动）
；对高龄人群参加有限制的，本人遵守
相关制度，若因本人坚持参加所产生的全部后果均由本人承担。
3、在旅游过程中，如果由于本人身体原因，不能继续完成行程，需要送往当地医院就医，或需要贵司
协助提前返回国内的情况，本人承担全部责任以及发生的全部费用。如放弃治疗，所产生的一切后果均
由本人承担。
4、老年慢性病患者，必须随身备用药：常规用药(如降压药、降糖药等)及急用药物(扩血管药及治感冒、
腹泻、便秘、晕车船等药物。
5、贵社已推荐本人购买境外国际旅行保险，本人自愿（办理/放弃）。
以上承诺内容是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于本承诺函的各项条款，贵司工作人员已充分告之本人相关含
义，本人已阅读并完全理解各项条款的意思。若发生纠纷，以本承诺函中本人的承诺为准。
特此承诺!
承诺人（本人亲笔签名确认）
：
直系亲属（签字认可）
：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二：
建议办理黄热病疫苗接种证明（黄皮书）
黄热病（yellow fever），是黄热病毒所致的急性传染病，由蚊子叮咬传播，主要在非洲和拉丁美洲
热带地区流行，其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黄疸、出血等，少数感染者会出现严重症状并死亡。接种疫苗
可有效预防感染。针对黄热病，我国各大中城市防疫站或国际旅行健康中心都有此疫苗接种。
外交部提醒前往南美旅行，尤其是前往巴西旅行的中国公民注意加强防范，做好防蚊、灭蚊措施，
备足驱蚊药品，减少到草地等蚊虫密集的区域活动，避免被蚊虫叮咬。一旦出现疑似症状，请立即就医。
有计划前往南美，尤其是巴西的旅客请考虑及时接种疫苗。
以上内容本人已完全了解到其重要性，本人愿意于出团前接受疫苗注射、办理黄皮书并且全程随身
携带。贵社已尽到告知义务，若最终由于本人自身原因没打疫苗而导致任何后果，本人自愿承担一切后
果。
特此承诺!
承诺人（本人亲笔签名确认）
：
日期： 年 月 日
医疗急救电话：192
中国驻巴西使馆领保电话：+55-61-999816188
中国驻圣保罗总领馆领保电话：+55-11-996589618
中国驻里约热内卢总领馆领保电话：+55-21-987625124
中国驻累西腓总领馆领保电话：+55-81-973458118
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电话：0086-10-12308 或 0086-10-59913991

全程各城市住宿使用以下表中参考酒店或同级酒店，具体安排请以出团通知书为准:
SAN AGUSTIN/ QP Hotels Lima / Jose Antonio Executive/ costa del sol/ Hotel

利马

libertador lima/ Best western plus Urban Larco Hotel/ Four point by

sheraton

Miraflores 或同级

乌鲁班巴

库斯科
皮斯科
普诺

高档三星 Hotel Sonesta Posadas del Inca Sacred Valley Yucay 或同级
Eco Inn/HOTEL TIERRA DE FUEGO/SAN AGUSTIN CUSCO/Terra Andina
Hotel 或同级
SAN AGUSTIN 或同级
HOTEL XIMA PUNO 或同级

拉巴斯

RITZ APART HOTEL 或同级

乌尤尼

JARDINES DE UYUNI HOTEL/ TAYKA DE DESIERTO HOTEL 或同级

西罗里沙漠

Tayka del Desierto 或同级

南美四国签证所需资料及在职证明样板
注意事项：
1. 巴西接受全国各地的申请人资料；
2. 拥有美国 B 类（旅游商务）签证的客人，阿根廷办理电子入境许可，材料可与巴西签证共用（电子
签）；
3. 拥有美国 B 类（旅游商务）签证的客人，可以免签进入秘鲁和智利。
4. 请在办理美国 B 类（旅游商务）签证后准备以下材料：

1

资 料
报名表格
（附表一）

2
护照原件

巴西

阿根廷

秘鲁
智利
1份
/（已有美国 B 签证无需
准备）
有效期自出发日算起必须有 9 个月，至少 6 个空白签证页，尾页有客人亲笔签名。
若有旧护照一定要提供；若有公务护照，可以的话请尽量提供，否则也要提供出
国记录复印件。

3
4

5

6
7

2 寸白底相片并穿
浅色衣服
银行对账单

在职证明原件或者
单位信笺盖章
（附表二）
结婚证复印件（辅
助材料）
特殊材料要求（适
用于 18 岁以下）
（附表三）

2张
送签前 10 天内打印的 3 个月的银行对账
单，余额越多越好
（由于巴西领馆对打印时间非常严格，
建议报名当天打印）
中英文在职原件 1 份（退休人员提供退
休证原件）

/无需准备

如夫妻一同申请，或提供配偶银行对账
单时需提供结婚证复印件
1. 出生证明原件或亲属关系公证原件。
2. 未成年人旅行时，需父母双方或者法
定监护人在公证处签署授权书。
（适用于
单独旅行或跟随父母一方旅行的未成
年人的特殊材料要求。
）

备注：1. 领事馆可能会要求部分申请人补充其他相关材料或面谈，请在送签后注意接听广州打来的电话，
以便领馆与您联系；
2. 所有文件的复印件必须用 A4 纸复印并且只能用单面复印；
3. 单独旅行或跟随父母一方旅行的未成年人入境巴西时，需提供不随行父母委托书公证

1.南美签证报名表
姓名
出生地
婚姻状况
身高
眼睛颜色
护照号码
护照签发日期
身份证号码
职务
年薪
文化程度
最高学历的学校
名字
工作单位

性别
出生日期
籍贯
头发颜色
面色
护照签发地
护照有效期
有效期
工作年限
入职时间
电子邮箱

中文：
电话：
英文：
手机号码：
单位地址
中文：
单位传真号码：
英文：
单位负责人电话：
住宅地址
中文：
邮编：
英文：
住宅电话：
是否遭某国拒签，如有，是：
国；拒签日期为：
否：
所持护照： 首次或唯一持有之护照，是/否，如有一本以上护照，请提供其他护照
出国记录(请务必填写):

家庭主要成员情况：
称谓
姓名
出生地点及日期
工作单位
现在住址
父亲
母亲
兄/弟/姐/妹
兄/弟/姐/妹
配偶
子女
子女
子女
本人声明： 以上资料真实有效，无遗漏；如因资料欠缺或或内容失真而影响签证，本人将承担一切责任。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2.巴西、智利、秘鲁、阿根廷在职证明样板
需用有单位抬头、地址和电话的单位信笺纸打印并加盖公章并有负责人签字：

证
兹有（客人姓名），
（性别），护照号：
月薪（ ）人民币，本单位同意其

年

月

明

，现为（客人单位名称）
（职务）。其已在本公司工作（ ）年，
日到

年

月

日赴巴西、智利、阿根廷、秘鲁南美国家旅游，其回

国后继续在本公司工作并保留其职务，此次旅行的费用由其本人承担.
特此证明。

（单位名称）
（日期）
CERTIFICATE
2018/07/12
This is to certify that (姓名), (性别), Passport NO.(护照号码).She/He is the (职务) of (单位).She/He has worked
in this company for （工作年限） years, salary is RMB （薪水） per month. We agree her/him to go to Brazil,
Chile, Argentina, Peru for a travel from （旅游开始日期） to（旅游结束日期）. We are sure that after the travel
she/he will continue to work in our company and we promise to keep the position for her/him.
This travel expense undertakes by herself/himself.

单位（英文单位名称）

AUTHORIZATION FOR BRAZILIAN VISA ISSUANCE FOR MINORS (under18 years
of age).
( The following content is mandatory)

We hereby authorize the issuance of a Brazilian Visa (………type of
visa……) , for a stay in Brazil of (…total of days, months or years) from
(day/month/year)….to…(day/month/year)….for the following minor:

I - MINOR’S INFORMATION
Full Name……………………….………………..
Passport Number………………………………………………..
Date of Birth: Day/Month/Year…………………………………
Place of Birth (City, State, Country)…….……………………….
II - PARENT’S INFORMATION * (or legal guardian (s)) **
1) Father’s Full Name………………………………………………………..…………..
Passport or ID Number …………………………………Issued on ……………………
Issued by: ……………………………………………………………
2) Mother’s Full Name……………………………………….
Passport or ID Number: ……………………….Issued on :……………………………….
Issued by: ……………………………………………………………………………………
III - FORMAL STATEMENT
We declare that the above information is true and accurate.
1) Place Date (Day/Month/Year): 2) Place Date (Day/Month/Yea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ather’s SignatureMother’s Signatu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V - NOTARY’S CERTIFICATION *
NOTARY’S CERTIFICATION FOR
FATHER’S SIGNATURE

NOTARY’S CERTIFICATION FOR
MOTHER’S SIGNATURE

Notary: Please validate signees using ONE
STAMP PER SIGNATURE.

Notary: Please validate signees using ONE
STAMP PER SIGNATURE.

* If one parent has died, a legalized copy of the Death Certificate is required along
with this authorization signed by the other parent;.
** A legalized copy of the document indicating the guardianship is mandato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