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到西开普省来！

如果您来到我们的这个令人激动的省份，您就会爱上她。开普敦市是一个老幼皆宜的汇集多元文化、品味和体验的大熔炉城市。您会发现这里有最先
进的购物商场、露天市场，充满活力的夜生活和了解我们丰富历史的窗口。您会更想地去发现更多，大西开普地区的世界自然美景超越了城市的界
限：西海岸角（Weskus），卡鲁角，花园大道和克莱因卡鲁， 开普酒乡和奥弗贝格角。
每个地区都值得探索，并有其自身的魅力。您会发现各种美食佳肴、屡获殊荣的葡萄酒庄园、鲜花盛开的大自然、广袤的大地和沙漠、蔚蓝的海水和
白色的沙滩、奢华的体验和动物的邂逅，这些将令您的旅程成为真正的难以忘怀。但是，您会发现这里远不止这些。从人文文化的多样性获得优势而
让我们的景点变得美丽，诚意邀请您一起来分享我们丰富多彩的遗产。

我们欢迎团体会议
如果您来到我们的这个令人激动的省份，您就会爱上她。开普敦市是一个老幼皆宜的汇集多元文化、品味和体验的大熔炉城市。您会发现这里有最先
进的购物商场、露天市场，充满活力的夜生活和了解我们丰富历史的窗口。您会更想地去发现更多，大西开普地区的世界自然美景超越了城市的界
限：西海岸角（Weskus），卡鲁角，花园大道和克莱因卡鲁， 开普酒乡和奥弗贝格角
每个地区都值得探索，并有其自身的魅力。您会发现各种美食佳肴、屡获殊荣的葡萄酒庄园、鲜花盛开的大自然、广袤的大地和沙漠、蔚蓝的海水和
白色的沙滩、奢华的体验和动物的邂逅，这些将令您的旅程成为真正的难以忘怀。但是，您会发现这里远不止这些。从人文文化的多样性获得优势而
使我们的景点变得美丽，诚意邀请您一起来分享我们丰富多彩的遗产。

开普敦市与西开普省会议展览局
开普敦与西开普省会议展览局是Wesgro的战略业务单位，是为开普敦市和西开普省的旅游、贸易和投资的官方促进局。
我们推广我们的地方为聚会、表彰、大型会议、活动、展览和交易会的首选场所。
我们的任务是以政府机构的身份确保各种聚会和大型会议顺利进行。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提供支持
之前和之后的招标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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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想与Wesgro接洽，请点击这里索取手册
www.goto.capetown/conventions

在一个鼓舞人心的地方见面
开普敦和西开普省是非洲和中东地区大型会议的首选之地（ICCA 2016）。这里提供了一个具有灵活性、多样性和贴心支持的场所。 我们以我们为客
户度身定制的中心为傲，设计旨在满足国际顶级规格要求，以及酒店、教育机构和剧院的各种设施，我们可以保证为您提供世界一流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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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普敦和西开普省探索家庭活动的乐趣
开普敦市政厅|开普敦

在Velskoendraai餐厅品茶|克兰威廉市

建于1905年，位于市中心的开普敦市政厅是一栋漂亮的爱德华风格建
筑，俯瞰大阅兵场。市政厅通常被用来举办会议和举行宴会，最近
树立的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真人大小的雕塑为这里增添了些重要意
义。就是在这里曼德拉作为自由人发表了他的第一次演讲。

Velskoendraai餐厅坐落在正在运营的柑橘农场中—特威里维埃。在
这里您会非常兴奋地发现一系列的路易波士茶，这里的菜单上有各种
口味供您选择。
www.velskoendraai.co.za

公司花园|开普敦

西海岸化石公园|郎格巴恩

坐落在开普敦市中心，公司花园是一个一家人一起欢聚的绝佳地点。
许许多多开放的空间，漂亮的走廊，还有不计其数的角角落落可以去
探索。可以喂松鼠，来一次即兴的野餐，也可以在公司花园餐厅享用
美妙的晚餐。

西海岸化石公园坐落在受欢迎的度假胜地—郎格巴恩，有着世界上最
丰富的化石聚积，这些化石可追溯到500万年前。来这里探索神奇的
故事吧—长着锐利长牙的猫在这里游荡，还有短颈的长颈鹿，长者四
根象牙的大象和奇怪的三趾马。成年人可以在欣赏化石之后，坐下来
享用咖啡和点心，孩子们可以在公园的游乐场玩耍。
www.fossilpark.org.za

西海岸国家公园|威斯克斯
西海岸国家公园被认为是西开普省的明珠，距离开普敦只有90分钟的
车程，是萨尔达尼亚湾的隐蔽港口的滨海地区。在这里可以做很多事
情，从各种各样的远足和山地自行车运动到皮艇运动和观看鲸鱼。在
公园里享用野餐或者在吉尔伯克餐厅用餐都是最受人们欢迎的消遣方
式。如果您想花一些时间去探索，那么这里也为您提供了一些不错的
住宿设施。
人类文化摇篮|威斯克斯|奥佛贝格角|花园大道&克莱因高原
随着早期的具有生物学意义的人类在豪登省北部的石灰岩洞里出现，
我们人类的故事持续上演，人类的生存足迹向南延伸至西开普省省。
考古学证据表明，这是我们人类祖先第一次在这里使用火去创造更好
的工具。在这里，我们开始有规律地食用海产品，使我们的大脑得到
了更好的发展。在这里，我们开始有创造力地进行自我表达，并且进
行精神层面的表达。最近建成的人类文化中心探索了人类的进化过
程。人类文化摇篮坐落在三个主要的考古学遗址上，分别为迪克鲁
夫岩窟，布隆伯斯洞穴和尖塔顶地区。人类文化摇篮包含两条游览路
线：沿着西开普省（威斯克斯）的艺术家之旅和沿着最南角海岸的海
岸之旅，南非干旱的台地高原可作为该旅行计划的第二阶段。人类文
化摇篮是一个全新的极好的旅游资源，目标在于探索西开普省不可思
议的历史和文化。
www.cradleofhumanculture.co.za
非洲纪念碑的坐标地图| 厄加勒斯角
非洲的最南端，厄加勒斯角，其本身就是一个坐标，在那里有一个全
新的必看的游览胜地—非洲纪念碑的坐标地图。这幅周长为30米的3D
立体模型图向非洲大陆致敬，充满了象征主义意象。设计展示了指南
针的方向，同时包括了几个非洲地标的展示图景。这里适合进行散步
沉思和静静地冥想。您身后大西洋和印度洋的交汇点更是增加了思
考的氛围。
www.sanparks.org/parks/agulhas

桑人文化和教育中心|伊泽尔方丹
来一次激动人心的旅行—探索非洲原住民桑人/布须曼人的文化，传
统，知识，技术和当代生活。此次旅行可以步行也可骑自行车，并提
供导游服务。作为当地的原住民，桑人了解了该地区的很多知识，并
且在本质上与此地息息相关。无论年轻人还是老年人，这都是一次非
常不错的旅行。
www.khwattu.org

中式餐厅

阿斯特罗旅行|阿尔伯特王子
独特的阿斯特罗旅行带您探索南半球夜空的光彩壮丽。无论游览卡鲁
角的任何地方观星都是必须的，只需要抬头仰望天空，欣赏点缀在如
黑色画布的夜空中的星星。从开阔的空旷风景，到落日之后繁星点缀
的夜空—卡鲁角是一个未被触及的地方，等您去探索。
www.astrotours.co.za

粤式点心吧|开普敦
粤式点心吧坐落在开普敦市中心熙熙攘攘的长街上，是一个有魅力的
餐厅，是一个享受纯正亚洲街边美食的完美地点。这里菜单会定期更
换，您可以从中选择许多不可思议的美食。
www.facebook.com/SouthChinaDimSumBar

宫廷玉餐厅|开普敦
宫廷玉餐厅提供各种各样的中式菜肴，在这里您能欣赏到极美的泰加
尔谷海滨风光。3位来自中国富有经验的大厨只使用最新鲜的食材为
您准备珍馐佳肴。
https://m.facebook.com/Jadecourtrestaurant/

鲨鱼博物馆|莫塞尔湾

1980寿司&烤肉餐厅|开普敦
坐落在天文台的中心位置，这个如同宝石般珍贵的餐厅有着值得骄傲
的质量，毋庸置疑，这里是该城市性价比最高的地方。餐厅分为两部
分：前面部分是新鲜的回转寿司菜肴，后面部分较为私密，在这里您
可以享用到垂涎欲滴的鸡，鸭，和海鲜菜肴。
www.1890.co.za

黄金海岸中餐厅|乔治
坐落在花园大道的中心，这家餐厅为您准备了纯正的中式美食。这
里环境优雅，提供颇值得称道的温馨服务，有着非常棒的菜肴，是
当地人和游客的最爱。这里广泛的菜肴选择范围，是一家物有所值
的餐厅。
www.facebook.com/goldencoastgeorge

鲨鱼博物馆坐落在莫塞尔湾的一个受欢迎的滨海小镇上，鲨鱼博物馆
临海而建，是受欢迎的全家人游览目的地。这个小型水族馆和研究设
施旨在教育人们了解更多迷人的海洋生物。该实验室甚至为游客提供
了和两只猎犬鲨一起游泳的机会，孩子们则喜欢这里的热带鱼展览。
www.shark-lab.co.za
雷庇德泻湖自然保护区生态体验|克尼斯纳
雷庇德泻湖自然保护区在经历了18个月前的大火暂时关闭之后，现在
重新恢复到旧日的荣耀。原始的凡波斯和海岸森林生机勃勃，鸟类，
小动物和昆虫也回归了，并且比以前更繁忙了。雷庇德泻湖生态体验
毫无疑问是花园大道中最出色的，并且适合所有年龄和所有的身体状
况。此次体验包括尼斯纳泻湖往返摆渡之旅，专业化的导游，还有古
代海洋岩洞之旅以及堪称一绝的自助午餐可供选择。
www.knysnafeatherbed.com

王朝中餐厅|开普敦
这是坐落在开普敦海角的一家非常棒的中餐厅，这里的一些寿司是开
普敦最棒的选择。王朝中餐厅营业已经超过15年，在这里您可以品尝
到纯正的四川和上海美食。
https://dynastychineserestaurant.business.site

开普敦珠宝之旅和西开普省
钻石工作坊|开普敦|弗朗斯胡克|斯泰伦博斯
在弗朗斯胡克的钻石工作坊，您可以欣赏到逼真的库利南钻石复制
品，亲眼目睹最为先进的钻石切割工艺和精湛的宝石加工工艺。您可
以一边享用赠送的气泡酒，一边探索南非钻石和黄金贸易的历史。此
次旅行有很多国际语言可供选择。
www.thediamondworks.co.za

宝石非洲之旅|开普敦
宝石非洲为游客提供了珠宝个人体验之旅的机会，您可以见到宝石非
洲的宝石切割大师，探索珠宝杰作是如何进行切割，打磨和划分等级
的。宝石非洲是您购买永恒印记钻石，南非理想切割钻石，以及其他
钻石，坦桑石，订婚戒指和独一无二珠宝的最佳地点之一。欢迎到这
个非洲购物中心购买货真价实的旅游纪念品。
http://jewelafrica.com

施曼斯基钻石和珠宝工作坊|开普敦
坐落在开普敦绿点的罗克韦尔酒店，离开普敦V&A海滨只有几步之
遥，施曼斯基罗克韦尔钻石体验中心为您提供一次独特的，直接的，
来自南非矿藏的钻石之旅。施曼斯基钻石直接来自矿源，没有中间商
参与，保证钻石无差价传递到您手中。游客可以边浏览施曼斯基的专
属设计师钻石和坦桑石珠宝收藏，边品酒或喝咖啡休闲放松，会有咨
询人员帮助您为您自己或者为您所爱的人选择完美的珠宝。
www.shimansky.co.za

第一钻石|开普敦
作为“第一手贸易”钻石商人，第一钻石未经琢磨的原钻直接从南非
钻石矿藏采购，然后再进行手工切割和分级。第一钻石与坦桑尼亚
最大坦桑石矿藏的合作关系保证了它们能够从矿藏地直接到市场，为
您提供种类广泛的坦桑石。这家坐落于开普敦的钻石商为您提供最大
限度的专业化水准，一丝不苟的设计和制作热情，值得永远珍藏的
定制珠宝。
www.firstdiamonds.co.za

购物

普林斯&普林斯|开普敦
享用一些南非佳酿，参观手工制作珠宝展示厅，这里包含有钻石，
宝石和珍贵的坦桑石。普林斯&普林斯产品目录包括手镯，戒指，耳
环，吊坠和裸石，您可以选择一些，由专业的金匠将其融入定制设计
中。这里的珠宝专家保证了在您做出购买的知情决策之前会得到高标
准的专业化建议。最后，宝石和珠宝博物馆记录了这些神奇矿物的历
史，从30亿年前的形成到它们的发现以及后续的产业。
www.prinsandprins.com

克尼斯纳码头海滨|克尼斯纳

运河步行街购物中心|开普敦

这个熙熙攘攘的小镇是花园线路上的一
个主要的景点。毋庸置疑，克尼斯纳海
滨是该地区最受欢迎的休闲和娱乐目
的地之一。这里有着超级好的滨海散步
道，是豪华游艇的基地，可以进行短期
游艇旅行，也可以租船到清新干净的泻
湖游览，这里也有很多餐厅和商店。是
一家人驻足游览的绝佳地点。
www.knysnawaterfront.co.za

距离市中心只有10-15分钟的车程，这个
大型商场是当地人和游客们最喜欢的购
物麦加城。一些具有标志性的品牌名字
如Hugo Boss, Fossil, The Body Shop,
Mango, Nike等可以在这里的专卖店，市
场和不计其数的精品店里找到。饮食区
围绕着娱乐中心，这里很受孩子们的欢
迎，有两个大型屏幕定期播放主要的体
育赛事，这里经常会给孩子们准备特殊
表演和体验。
https://canalwalk.co.za

维多利亚&阿尔弗雷德海滨|
开普敦
这个坐落在桌湾港口的熙熙攘攘的购
物，用餐和娱乐地区，和桌山一样，也
是一个观光游览的热点。实际上，从这
里的港口欣赏这座具有标志性的山脉，
风景是极好的，这个港口由码头的延伸
部分发展而来。购物是维多利亚&阿尔弗
雷德海滨最吸引人的地方，这里有450
家专卖店可供您选择。但是当地人知道
这里有更多吸引人的地方，例如现场表
演，海洋馆和排名前列的餐厅。
www.waterfront.co.za

开普敦6大景点

桌山

开普角

罗本岛

桌山不需要介绍，这坐俯瞰开普敦的地
标性景观几乎在任何地方都能看到。作
为世界7大自然奇迹之一，您可以乘坐缆
车或者徒步登山。无论您选择什么，您
都会被这座宏伟的山脉的绝佳景色感到
惊叹。
www.tablemountain.net

没有很多事物能够媲美坐落在非洲西南
端的开普角，这里的景色能够让您拍摄
到完美的照片。在好望角拍张照片，留
下完美的回忆。
www.capepoint.co.za

罗本岛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之
一，在南非有着这样重量和历史重要性
的地方实属罕见。在导游的陪同下进行
一次私人体验之旅，探索这里的监狱和
庭院，想象自己为政治人物纳尔逊•曼德
拉的前狱友，思考他们怎样塑造了南非
这个国家。
www.robben-island.org.za

©V&A Waterfront

基尔斯滕博什国家植物园

康斯坦提亚酒庄

维多利亚&阿尔弗雷德海滨

基尔斯滕博什国家植物园被评选为2015
年国际花园旅游奖的年度花园，坐落在
著名的桌山脚下。这个植物园只有100多
年的历史，是同类植物园中的第一个专
注于单一国家本土动植物的园所。来到
新建的树顶天棚人行道—“非洲树蛇”
，可以俯瞰花园及周围的景色。
www.sanbi.org/gardens/kirstenbosch/

康斯坦提亚酒庄是南非最古老的红酒制
造庄园。您可以在华丽的餐厅就餐，品
尝这里最棒的红酒。这座有着荷兰建筑
风格的庄园为您提供了一次酒窖之旅和
极其不错的红酒品尝机会。农场餐厅可
以为大型团队提供餐饮，这里的餐饮菜
单都有特殊的要求。
www.grootconstantia.co.za

维多利亚&阿尔弗雷德海滨是西开普省一
个世界公认的购物热点地区。这里有450
多家专卖店，在这里，您几乎可以买到
任何东西，从时尚衣饰，家居用品和古
董到珠宝，皮革制品和视听设备。
www.waterfront.co.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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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第三天

早晨

路线：N1|从59出口处选择N1线路|R301

国会之旅
来一次免费的国会之旅吧。1994年-1999年期间，纳尔逊•曼德拉在这
里度过了南非总统的时光。国会坐落在市中心，向公众免费开放，游
客可以参观曼德拉曾经进行历史性演说的地点。这里也有一些免费的
环绕城市的步行游览项目，能够让您更深入地了解作为一位伟人和领
导的曼德拉。
www.parliament.gov.za

德拉肯斯坦管教中心
早晨驱车穿过风景如画的历史名城帕尔地区，来到德拉肯斯坦管教中
心，在这里的一栋房子里，纳尔逊•曼德拉度过了他27年监禁生涯的
最后14个月。在监狱的入口处，您会发现纳尔逊•曼德拉的铜雕像，
一只拳头举起，寓意着曾经被压制的国家自由的希望。

下午
曼德拉纪念碑广场，斯泰伦博斯
斯泰伦博斯的曼德拉纪念碑广场坐落在开普酒乡，这里有一些不为人
知的麦迪巴雕塑。雕塑的设计为曼德拉面部的金属轮廓，镶嵌在墙体
的两侧。东面的墙体还包含有南非东部的地图，展示了曼德拉人生中
的重要地点。西面的墙体也是同样的（面向城镇大厅）。一句来自曼
德拉在国会第一次开幕大典演讲的名言将墙体连接起来，同时在南面
设计了一条长凳。曼德拉雕塑和长凳在晚上会亮有灯光。

麦迪巴遗产路线
西开普省省是一个丰富多彩的省份，是文化和传统的熔
炉，所有的这些都对这里的风景产生了影响。无论是在西
开普省，还是在南非整个国家，没有几个人能像南非前总
统纳尔逊•曼德拉那样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人们亲切地称
之为麦迪巴（父亲）。他被广泛地认为是“新”南非国家
的父亲。2018年，南非将会庆祝其100周年诞辰。在西开普
省，他迈出了“自由长征”的最后步伐。当您在这里游览
的时候，您就能够追溯到这些步伐。

第一天

Kayamandi漫步之旅
Kayamandi漫步之旅—班图语的意思是“甜蜜的家”，这是斯泰伦博
斯360度文化旅游创意的一部分。旅行从周一至周六，从早上10点至
下午1点，起点在斯泰伦博斯360度总部办公室，您可以从这里步行至
出租车站，打车至小镇。Kayamandi被认为是南非第二古老的城镇，
是一个充满对比的地方，当您走过铺砌的街道和砖房，来到窄巷之间
的棚屋时，您就会感受到这一切。和当地人会面，交流，然后在晚上
和他们一起共进晚餐。
如需更多信息 ann@stellenbosch360.co.za

开普敦市政厅
1990年2月11日，刚出狱的纳尔逊•曼德拉在开普敦市政厅的阳台上发
表了第一次公共演说。这次演讲是历史上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为了纪
念这次演讲2018年7月24日，一座真人大小的雕塑被树立在了当年他
发表演说的地点。开普敦市政厅是坐落在阅兵场上的一栋爱德华风格
的建筑。当年，数以万计的人们聚集在这里，聆听和见证曼德拉解决
国家问题。

晚上

晚上

罗本岛博物馆
麦迪巴在罗本岛的监狱里度过了18年的时光，罗本岛距离开普敦的布
鲁堡史特兰海滨不到7千米。在那里停留的一段时光成为他人生的重
要组成部分。在这里，人们不仅能够了解他的人生故事，而且这里也
是了解他的政治狱友的完美地点。跟随着导游的步伐，参观监狱走
廊，游览小岛周围，您会受到前狱友故事的启发。您还会参观石灰石
矿和另外一个政治囚犯罗伯特•索布奎的家。这次3-5小时的旅行将会
成为一次改变人生的体验。
www.robben-island.org.za

布里街餐厅漫游
首先在长街上有一些酒吧和餐厅，然后来到克卢夫大街，这里有时尚
的精品店和离奇古怪的概念店。现在布里大街作为该城市最富有生
机的地方之一，的确占有一席之地，这里有大量的非常棒的餐厅和酒
吧。从非洲佳肴到欧洲中心的餐前小吃，沿着这条繁华的大街散步，
一定是一次非常有收获的经历。

维多利亚&阿尔弗雷德海滨的诺贝尔广场
诺贝尔广场坐落于著名的维多利亚&阿尔弗雷德海滨，这里有诺贝尔
和平奖获得者曼德拉，阿尔伯特•卢图利，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和德
克勒克的雕塑，肩并肩地站在那里。这里也是游客和当地人最喜欢的
拍照地点，而非常受欢迎的维多利亚&阿尔弗雷德食品市场则只有几
英尺之遥。午餐过后，一定要保证游览海滨地区的合理时间，这里的
中心地区有450多家零售商店，而在分水岭市场，还有150家零售商店
可以光顾。
www.waterfront.co.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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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当代艺术博物馆（MOCCA）
非洲当代艺术博物馆是开普敦这座城市皇冠上的新明珠。自从2017年
9月正式向公众开放以来，这里迅速成为当地人和游客最喜欢的目的
地，为日渐繁荣的筒仓区带来了很多徒步观光的游客。这里被誉为非
洲大陆最大的艺术品收藏中心，可以媲美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纽约
现代艺术博物馆，马德里普拉多国家博物馆。博物馆本身就是一件艺
术品，以最原始的谷物筒仓为灵感而建成。
www.zeitzmocaa.museum

早晨

下午

在斯泰伦博斯的前奏曲餐厅用餐
开普酒乡以其美酒和美食而享誉全世界。在游览了纪念广场之后，停
下来在斯泰伦博斯的前奏曲餐厅用餐。前奏曲餐厅坐落在开普敦酒乡
的隐谷酒庄，在大厨Bertus Basson 的指导下，前奏曲餐厅以其典型
的服务和极好的用餐体验成为了人们最喜欢的餐厅。在全国餐厅排名
中总是排名前10，并且连续5年在罗素餐厅指南中荣获3颗星。
www.hiddenvalleywines.co.za

曼德拉罗得市广场
著名的曼德拉罗得市广场酒店坐落于开普敦文化区的中心位置，在这
里，您将度过此次探索伟大人物之旅的第一个完美夜晚。酒店为客人
提供了一个时间轴线，从14个部分展示了曼德拉的一生，在酒店的走
廊里，也展出了纳尔逊•曼德拉的一系列抽象肖像。
www.mandelarhodesplace.co.za

在Kayamandi和当地人一起用餐
了解一个人最好的方法就是和他一起用餐。和当地人一起用餐给您提
供了一次非常独特的体验斯泰伦博斯社区丰富多彩文化的机会。在当
地人的陪伴下，享用传统的非洲美食，在配上独特的红酒。您的主人
会用活泼幽默的语言，给您讲述一串长长的故事，内容涉及风俗习
惯，传统和小镇生活。简简单单地一次用餐，您就能够体验到非洲真
正的热情好客，并且让自己的内心更为丰富多彩。
www.stellenbosch.travel/dining-locals
在施皮尔酒店过夜
斯泰伦博斯的斯皮尔酒店是家庭过夜的完美地方，酒店全力以赴，为
家长和孩子们准备所必须的东西。同时，酒店和外围社区也有密切联
系。从社会投资，外展项目到当地员工的培训，施皮尔酒店都进行了
巨大投资。呆在这里，您可以迅速注意到乌班图意识（对其他人仁
慈），这种意识为呆在酒店里的客人和员工创造了极好的氛围。
www.spier.co.za/hotel

早晨

下午
弗朗斯胡克红酒列车
弗朗斯胡克红酒列车最近推出了期待已久的，非常美丽的双层电车。
新增加的清单还有两条可供选择的新线路。黄线首先使用巴士，途径
下列酒庄：Noble Hill Wine Estate, Babylonstoren, Backsberg,
Glen Carlou, Solms Delta Wine Estate, Vrede en Lust Estate
and Plaisir de Merle。紫色线路首先使用电车，展示了西部地区弗
朗斯胡克山谷的美丽风光，途径下列酒庄：Vrede en Lust Estate,
Plaisir de Merle, Allée Bleue Wine Estate, Noble Hill Wine
Estate, Babylonstoren, Backsberg and Glen Carlou。这是探索和
体验这个不可思议山谷的最好办法。www.winetram.co.za
在叶子餐厅用餐
叶子餐厅是一个舒适，休闲，适合家庭聚会的地方，提供用当地最新
鲜食材做成的珍馐佳肴。大厨Chris Erasmus以其搜寻美食的能力而
著名，在叶子餐厅，他使用各种各样的当地植物和动物，创造出一些
不可思议和独特的菜肴。这是您和您的家人放松休闲的完美去处。
www.foliage.co.za

开普敦和西开普敦省投资促进部
细致的服务和丰富的机会相遇在这里

我们是本地区发展的促进和联络机构。

索开普敦和西开普省奢华野生动物保护区
在开普敦和西开普省由很多野生动物保护区，
距离开普敦市区只有2小时车程。您可以观赏
到著名的5大野生动物，分别为狮子，豹子，
犀牛，大象和水牛，这些不需要进行任何介
绍！在旅行途中还能够欣赏到其他非常有趣的
野生动物例如南非斑马，长颈鹿，角马和跳
羚。这些保护区有很多会为游客提供奢华住宿
和导游陪同，这里的餐厅为您提供世界级的用
餐体验。

冈瓦那野生动物保护区
距离著名度假胜地莫塞尔港口25千米，坐落着冈瓦那野生动物保护
区。这是一个凡波斯自然保护区，这里是五大野生动物的家园，也是
一些濒危物种如开普山斑马和黑猎兔犬的家园。
www.gondwanagr.co.za

波特里尔斯科普私人野生动物保护区
动物波特里尔斯科普私人野生动物保护区紧邻莫尔德库伊河，坐落在
莫塞尔湾的滨海小镇上，这里也是五大野生的家园。如果足够勇敢，
您可以在向导的陪同下和狮子一起散步。这里提供奢华帐篷住宿。
www.botlierskop.co.za

花园大道山林小屋
花园大道山林小屋距离开普敦只有3小时车程，紧邻盛产芦荟的小镇
艾伯蒂妮亚。这个私人野生动物保护区有着丰富的动物和鸟类，包括
五大野生动物。来到花园大道山林小屋的游客们能够乘坐路虎敞篷越
野车欣赏野生动物。这里也提供奢华的住宿。
www.grgamelodge.co.za

南非西开普省投资促进部由开普敦市和西开普省政府共同注资，为期待在非洲顶级商业目的地建立企业
和进行发展的公司和组织，提供免费和保密的促进服务。
我们的证券及投资经理团队在支持业务方面有40多年的经验，涵盖了以下重要部门：

因弗多恩野生动物保护区
因弗多恩野生动物保护区紧邻历史名城刻瑞斯。因弗多恩为1200种野
生动物提供了生活家园。游客既可以去欣赏五大野生动物，也可以呆
在美丽的深林小屋中休息。
www.inverdoorn.com

农业综合企业

酒店和房地产

技术

制造业

石油和天

商业服务

绿色经济

亚桂拉私人野生动物保护区
亚桂拉私人野生动物保护区距离开普敦只有2小时车程，紧邻陶斯
河，为游客提供了五大野生动物观赏之旅，在这里还能够欣赏到刻瑞
斯山脉的风光。住宿设施装修采用的是非洲风格，使用大地色系和木
制家具，所有的房间都有室外淋浴设施。
www.aquilasafari.com

桑伯恩野生动物保护区
桑伯恩野生动物保护区坐落在蒙塔古附近的开普酒乡温泉山的脚下。
这个野生动物保护区占地面积54000公顷，有着美丽的山脉和平原，
到处都是地方植物群和动物群，岩石阵型和岩石艺术。这个自然保护
区是种类丰富的野生动物的家园，包括五大野生动物以及罕见的自由
奔跑的白狮子。
www.sanbona.com

卡加卡玛野生动物保护区
来到卡加卡马野生动物保护区，您可以欣赏到刻瑞斯和锡德博格摄人
心魄的美。您可以在早上或者晚上驱车出游。在这个面积为15000公
顷的自然保护区中，您可以发现这些野生动物：黑牛羚，鸵鸟，斑
马，跳羚，红糜羚，白纹牛羚，好望角大羚羊等各种羚羊和大羚羊种
类。如果您足够幸运，还有可能发现猞猁，黑背豺甚至神秘的开普
敦山豹子。
www.kaggakamma.co.za

让我们成为您的合作伙伴，共同开发南非和非洲其他地区的无限商业潜力吧。
我们所提供的主要服务：
• 关于获得政府激励和奖励的指导
• 场地位置
• 融资渠道的辅助
• 专业化的咨询业务
• 政策推广，平衡“投资西非：西开普省一站式购物”的战略支持
• 战略性的牵线搭桥
• 通过南非西开普省研究部门所进行的特殊行业研究
• 政府间的联系

咨询专家
电话: +27 (0) 21 487 8600
邮箱: invest@wesgro.co.za
网址: www.wesgro.co.za

an inspiring place to do business

#nowherebetter

#capetown

#discoverctw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