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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些公司之⼀将游客带从世界各地到阿塞拜疆。该公司竭尽全⼒为游客提供美丽的⾃然，
历史和建筑古迹，丰富的历史，现代国家的⽂化遗产，⾼加索的明珠。

我们公司通过各种服务，包括以下服务，努⼒为客⼈提供所有的舒适和符合他们的需求：
服务

Zakher� travel(扎克尔旅⾏)�于2016年正式开始活动，并在短期内取得了重⼤成功.Zakher�Travel�
接待了来⾃海湾阿拉伯合作委员会国家和其他国家的⼤量游客，并介绍了游客不仅与阿塞拜疆的
独具财富，以及诸如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克兰，波兰和阿联酋的国家有独具
财富。在两年的活动中，我们在这些国家开设了分⽀。我们与导游和200多家旅游公司达成了协
议。我们为客户提供特殊假期，拥有100多名好⼿⼈员和专业服务。

关于我们

由于季节的多样性和每个季节的⽓候特征，游客可以在⼀年中的任何时间到阿塞拜疆旅⾏。

·� 预订航班以实惠的价格

·� 个⼈，团体和家庭旅游组织

·� 笔译和⼝译服务
·� (旅游)向导(男和⼥)
·� 医疗旅游(硫磺⽔,原油和盐⽔浴疗法)
·� 钓鱼和狩猎旅游

·� 摄影旅游组织
·� 酒店以正常价格预订阿塞拜疆和世界各地 ·� 购物旅游组织

·� 直升机旅游组织

·� 租车(公共汽车)服务
·� 交通运输服务 ·� 要⼈服务

·� 签证⽀持服务
· MICE(会议,激励,集会,展览会)旅游
·� 旅游保险
·� 法律服务



⽬前，巴库机场运营着飞往19个国家35个城市的航班，为30多家航线提供服务.� 此外,� Azal航空
公司在全球设有40个代表办事处。最受欢迎的航班和出发地是伊斯坦布尔，莫斯科，迪拜，基
辅，多哈，沙迦，第⽐利斯，巴格达，德⿊兰和圣彼得堡。

阿塞拜疆航空公司成⽴于1992年，是阿塞拜疆最⼤的航空公司和旗舰航空公司。于2014年，新
机场航站楼开通�-�盖达尔(Haydar)阿利耶夫(Aliyev)�国际机场（1号航站楼）。总机场区域为6.5万
平⽅⽶�.

我们机场

签证

所有海湾阿拉伯合作委员会国家，⼟⽿其，以⾊列，中国，⽇本，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公民
抵达机场时候，可以获得阿塞拜疆签证。其他外国公民可以通过电⼦邮件获得签证.

年2018� 05⽉，盖达尔(Haydar)阿利耶夫(Aiyev)� 国际机场获得了由不列颠咨询公司Skytrax的五
星评级，该公司专注于世界各地航空公司和机场提供的服务质量。

根据Skytrax世界航空公司的奖项，巴库机场在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中保持了2年的最佳服务⽔
平。



公司制定的计划符合旅游的要求，因为这是由团体和家庭决定的。在这⽅⾯应该指出，该公司每
⽉接待约500-1000名游客.�该公司很欣然地宣⽰，主要⽬标是让客⼈感到舒适，并说“客⼈是我
们的领导者”。

酒店

阿塞拜疆打算成为酒店业的主导⼈物，在区域市场中占据领先地位。这适⽤于位于巴库及其他地
区的豪华酒店和其他酒店设施等类别的酒店。

该公司实⾏了更多有趣和有利可图的旅游项⽬，由英国，阿拉伯，俄罗斯和西班⽛语的⼥性和男
性导游提供，他们⾮常熟悉阿塞拜疆最受欢迎的旅游⽬的地。这些导游可以为客⼈提供有关阿塞
拜疆的详细信息，给予他们深刻和愉快的印象，并回答游客的问题。

在规划旅⾏计划时，选择酒店是主要步骤之⼀。前往我们国家旅游将使这⼀选择变得轻松愉快。

旅游计划

阿塞拜疆，巴库市，AZ�1009,�巴希尔萨法尔奥格鲁街133号，SAT�Plaza

+994�12�409�72�00

+994�50�253�22�00�/�+994�50�449�72�00

info@zakher.travel

www.zakher.travel

联系我们获取更多信息:

zakher.travel



阿塞拜疆的地理特征有三个主要因素:� ⾥海，东部的道路，北部的⼤⾼加索和该国中部的⼴阔平
原。

阿塞拜疆被限制在北部与俄罗斯和格鲁吉亚，西部与亚美尼亚和⼟⽿其，南部与伊朗，以及东部
与⾥海.阿塞拜疆有713公⾥的海岸线，总⾯积为8,6万平⽅⽶。

阿塞拜疆的短暂历史

关于阿塞拜疆居住地存在的最古⽼的证据是指最后⼀个⽯头时期,并与�Azykh洞⽳的Guruchai⽂化
相关联。它代表了在公元前4千年末乌尔⽶湖的第⼀个民族结构。

1918年，阿塞拜疆在沙皇俄罗斯占领多年后,⾸次宣布⾃⼰独⽴� .然⽽，这种独⽴只持续了23个
⽉，因为它再次被苏联占领.1991年，阿塞拜疆重新获得独⽴。

⼀般来说，阿塞拜疆，被称为⽕焰国家，是⼀个古⽼的定居点，是⼀个历史悠久的5000年前。
根据古代⼿稿，⽕焰被⽤作祝福和不朽的象征。阿塞拜疆拥有丰富的⽇然资源，根深蒂固的⽂化
和悠久的历史。总⼈⼝超过900万。⼈们以善良和尊严⽽闻名。除了不同⽂明的传统，还有他们
⾃⼰传统。

地理位置

阿塞拜疆位于欧亚⼤陆南⾼加索地区，延伸⾄西亚和东欧。

关于阿塞拜疆
(⽕焰国家)



阿塞拜疆是⼀个世界国家。伊尔哈姆(Ilkham)阿利耶夫(Aliyev)⽬前是阿塞拜疆现任总统。从这
个⾓度来看,有必要提到国家领导⼈�盖达尔·(Heydar)阿利耶夫(Aliyev)的名字，他在独⽴中发挥
着重要作⽤。

⽂化

特别是，阿塞拜疆⽂化是伊斯兰⽂化和东⽅⽂化的⼀部分。由于天才和⽂化学校，伊斯兰⽂化
在阿塞拜疆⽂化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应该指出的是,阿塞拜疆以其美丽的地毯和穆罕默德
⾳乐⽽闻名，这是⼀种特殊的曲调。同时，它以其科学和⽂学⽽闻名，反映了它的统⼀性。

由于阿塞拜疆有11个⽓候带中的9个，因此您可以在⼀年中的任何时间旅⾏阿塞拜疆。理所当
然，每个季节都有⾃⼰的独特美丽。

根据不同的⽓候条件，与南⾼加索的其他共和国相⽐，阿塞拜疆的动植物多样性更加丰富。河流
和湖泊是阿塞拜疆⽔系的主要部分。

⽓候与⾃然



毫⽆疑问，阿塞拜疆的历史和⽂化遗产，美丽的⾃然，矿泉，天然药物中⼼，新鲜空⽓，四季的
吸引⼒,以及丰富菜系有助于阿塞拜疆的旅游业发展。阿塞拜疆旅游业具有以下形式：

夏季旅游，冬季旅游，体育旅游，医疗旅游，⽣态旅游，沿海旅游以及渔猎。

访问阿塞拜疆的每个⼈都对这个国家感到惊讶.⾸次前往阿塞拜疆的游客表⽰，他们的旅⾏确实是
⼀次发现.� 每个⼈都记得Maiden塔，Sheki-Khan的宫殿，Gobustan的岩⽯雕刻,位于巴库市中⼼
的，以及阿塞拜疆其他有吸引⼒的地⽅。

夏季旅游

夏季旅游是阿塞拜疆最重要甚⽽最主要的旅游之⼀。夏季旅游是⽣态旅游，从春季⽉开始，持续
到秋季⽉开始。夏天是⼀年中最热的时间，但温度不是太⾼或不太闷，它不会超过35摄⽒度。另
⼀⽅⾯，这个季节有很多⽔果：苹果，梨，桃⼦，李⼦，⽊⽠，⽯榴，葡萄,浆果，核桃，榛果
等。夏季旅游包括参观河流，湖泊，瀑布，⼭⾕，⼭脉，森林，平原和村庄等⾃然景点以及相关
活动。

阿塞拜疆旅游业



· 北部地区:�古巴(Guba),⾕萨尔(Gusar),纳逼兰(Nabran)

· 西北地区:� 查马克(Shamakhi),伊斯梅利(Ismayilly)，加巴拉(Gabala),奥古兹(Oghuz),沙基
(Shaki),加赫(Gakh)

夏季旅游特点如下：

· 西部地区:�纳弗塔兰(Naftalan),⽢贾(Ganja),Goygol(蓝⾊湖泊)

每个地区都有特殊的美感，优良的特⾊，各种菜肴，个⼈传统和仪式。

· 南部地区:�阿斯塔拉(Astara),兰卡兰(Lankaran),勒⾥克(Lerik)



Shahdag位于阿塞拜疆的东北部，在⾼
加索⼭脉的阴影下，具有神秘的⾃然风
光。Shahdag覆盖了许多冰川，深⾕，
美丽的⾼⼭湖泊和峡⾕，这些地区也将
该地区变成了⽣态宝藏，还有许多种植物
和动物。Shahdag度假村位于� ⾕萨尔

冬季旅游

旅游业在阿塞拜疆不仅限
于夏季和春季。阿塞拜疆每
年都有很多游客。许多冬季
旅⾏爱好者在国外度过冬季
假期，做滑雪和冬季运动，他
们冬天的时候旅⾏阿塞拜疆。

冬季在阿塞拜疆持续3个⽉,温度
在+10度到�-10度之间变化。雪在
⼭区落下2个⽉，被冰覆盖，这为
阿塞拜疆的冬季旅游创造了完美的
氛围。滑雪场，寒冷天⽓，滑雪胜
地和缆车是阿塞拜疆冬季旅游的主
要元素。在上述地区中，加巴拉和⾕
萨尔是该地区最⽽闻名的地区。



(Gusar)区，每天都很有名，被列⼊游客的评级表。该度假村位于海拔1300-2300⽶的⾼度，占地
⾯积2058公顷。每天有1200名游客可以享⽤。客⼈可以选择度假村的豪华客房，还可以在家中
选择⼩型私⼈住宅。在冬季期间，将向各级滑雪者开放19个斜坡。有专业的滑雪学校和滑雪设备

租赁商店，以符合客⼈的需求。
你可以找到你想要的⼀切。度假
村的活动包括提供不同⼝味的
饭店和咖啡馆。

第⼆个冬季� -�春季旅游度假村
是Tufandag(⼟⽅⼤哥)，距
离加巴拉(Gabala)地区约有
4公⾥。该度假村有4个斜
坡：第⼀个斜坡位于海拔
950⽶的⾼度，最后⼀个
斜坡位于海拔1920⽶的
⾼度。 1⼩时可以为
1 , 800名游客提供服
务 ， ⽩ 天 可 以 为
3,000名可以使⽤各
种服务的游客提供服
务。



钓鱼和狩猎旅游

阿塞拜疆的钓鱼和狩猎类型确定如下：

-� Hunting�of�water�birds�(geese�and�ducks)

-� Partridges�hunting

⽬前在阿塞拜疆有各种类型钓鱼和狩猎。其中,⼭⽺和鸟类⾮常受欢迎和发展。狩猎和钓鱼⼤多于
3⽉⾄11⽉恢复。

·�鹘狩猎:�鹘和鹰派在平原上狩猎⽅⾯发挥着重要作⽤。

·�跟狗⼀起打猎:�在这种类型的狩猎,⽤狗追赶野兔。

狩猎和钓鱼类型在阿塞拜疆：

许多⼈说，在阿塞拜疆，旅游业发展的机会很⼤。最近，钓鱼和狩猎⾮常受欢迎。该旅游业⾃
1960年代以来⼀直在增长，最近引起了更多的关注。

-� Mountain�goats�hunting

·�⽤鸬鹚钓鱼：渔民在鸬鹚的脖⼦上戴着绳索钓鱼,允许鸟⼉进⼊⽔中捕捉鱼类，在鸟⼉离开⽔
后，渔民捕鱼。

·�跟鸨鸟狩猎

-� Rabbits�hunting

-� Quails�hunting

-� Curlews�hunting

山羊狩猎

兔子狩猎			

鹌鹑狩猎		

鹧狩猎

水鸟狩猎(鹅和鸭

鸻科鸟狩猎	

06月－10月

11月－01月

· 09月－11月

· 01月－03月

10月－03月

09月－11月



医疗旅游
由于其天然的治疗资源，阿塞拜疆是许多理疗程序的理想场所。在重要的医疗领域创建了医疗组织，医疗
中⼼，诊所，健康中⼼和娱乐设施。疗养地和健康中⼼包括治疗矿泉⽔和泥浴，治疗盐浴和纳弗塔兰
(Naftalan)油疗。阿塞拜疆提供⼋种药⽤矿泉⽔，这些矿泉⽔在世界各地都被接受。Galaalti医疗中⼼位于
在莎布兰(Shabran)区,距⾸都120公⾥。这个医疗中⼼位于森林中，以其硫磺治疗⽔，Zikh湖和Masazir湖
以及⽕⼭泥地⽅⽽闻名。
纳弗塔兰)Naftalan健康中⼼位于纳弗塔兰地区，每年为数千⼈提供服务。
可以⽤油治疗的疾病包括：

·� ⽿⿐喉疾病

在加巴拉(Gabala)地区，有⼀个美丽的度假胜地，提供各种服务，包括⼀个名为秧歌眨 (Yengica� )的酒店，
以及⼏个健康中⼼。⼟⽿其浴室，桑拿浴室，蒸汽浴室，按摩浴缸和⽔疗法，还提供许多服务，包括
SPA（古印度理疗），瑜伽，泰式按摩和古典按摩。

·� ⽑细管疾病

·� 妇科疾病

·� 肌⾁⾻骼疾病

Chenot� Palace� 健康中⼼位于加巴拉地区，⾃年初以来⼀直为客⼈提供服务。这个健康中⼼享有喏胡肋
(Nohur)湖的美景，周围环绕着神奇的松树林和清新的空⽓。Chenot� Palace是独特的地⽅，为逃离城市的
喧嚣并恢复精神能量。

·� 神经病

杜泽答各(Duzdaq)度假村位于纳希切万(Nakhchivan)市，海拔
1173⽶。

·� ⽪肤状况
·� 泌尿系统问题

过敏和哮喘的⼈们在治疗盐⼭洞治疗。



巴库市

巴库及其周边地区的旅游景点

巴库位于⾥海西海岸，位于阿布歇隆半岛的南部。巴库的特点是吸引⽽迷⼈的环境，在东西⽅建筑风格中
创造和谐。巴库是建筑的混合体，反映出了东欧建筑风格的传统。

地毯博物馆:�于1967年创建，世界上第⼀个地毯博物馆。该博物馆是⼀个国家⽂化财产，在阿塞拜疆展⽰
传统地毯，⼿⼯艺品和其他类型的地毯。这⾥展⽰了⼤约1,400种制品，包括传统地毯，刺绣，⾐服，铜
和珠宝制品，以及⼀些现代商品，如玻璃，⽊材和⽑⽪。根据阿塞拜疆共和国总统伊利哈姆阿利耶夫的法
令，⽬前的建筑物是作为地毯建造的，并于2014年投⼊运营。

阿塞拜疆国家历史博物馆
该博物馆成⽴于1920年，是最⼤的博物馆，反映了阿塞拜疆历史的所有物质和精神痕迹。

盖达尔阿利耶夫中⼼
该中⼼是研究和国际对话的中⼼。会议厅，阿塞拜疆⼈民全国领导⼈，盖达尔阿利耶夫博物馆和其他展览
馆活动。该建筑由着名�伊拉克(Iraq)建筑师Zaha�Hadid设计。该中⼼确实是巴库的现代象征之⼀。

�主要旅游景点



⼽布斯坦(Gobustan)保护区是⼀个古⽼的村庄，以其岩⽯和泥⽕⼭的铭⽂⽽闻名。该保护区占地
超过100平⽅⽶，留下了6000多个狩猎场景，⼈物，船只，塔楼和动物在岩⽯上写下的痕迹。
该地区最古⽼的岩⽯铭⽂属于公元前18世纪。在这⾥，⾃中世纪以来，已经发现了所有世纪的痕
迹。⼽布斯坦(Gobustan)⾃2007年以来⼀直被列⼊联合国教科⽂组织世界遗产名录。另⼀⽅
⾯，以其四星级和五星级酒店⽽闻名，可符合客⼈的需求。

⾥海沿岸
40公⾥长，是南⾼加索最长的海岸，由新旧两部分组成。在这⾥，您可以享受国旗⼴场，⼩威尼
斯，客船和⼀些娱乐游戏。

古城（Icheri�Sheher):�巴库市由两部分组成:�现代（市中⼼）和古代（ ）。这座IcheriSheher
12世纪的⽼城区周围环绕着砖墙，拥有众多世界着名的旅游景点。许多建筑物，包括希尔凡沙阿
(Shirvanshahs) (Maiden�Tower)宫殿，少⼥塔 ，酒店，澡堂，古⽼的清真寺和城墙，都列⼊联合
国教科⽂组织名单。

喷泉⼴场（Fountain Square）是巴库（Baku）市中⼼最受欢迎的地⽅之⼀，为游客提供各种时�
尚的商店和餐厅。

Yanardag�(⽕⼭)

喷泉⼴场

在位于阿布歇隆半岛的巴库附近，您可以看到天然⽓的⽕焰不断泄漏。⽕焰上升到3⽶(9.8ft)。

⼽布斯坦(Gobustan)保护区



还有⼀个射击俱乐部，以世界着名的体
育“展台”为基础，列⼊奥运会名单。

世界上最古⽼，最着名的阿塞拜疆城市加巴拉
已成为外国游客的吸引⼒中⼼。最近，游客⼈
数增加了。

咖巴拉有许多酒店和健康中⼼，包括� ⾼加索
(Kavkaz� Reverside)，咖巴拉⼟⽅⼤哥
(Gabala� Tufandag)，⾼加索娱乐中⼼
(Kavkaz� Resort)和� ⾼加索运动(Kavkaz�
Sport)。

咖巴拉称之为⾼加索珍珠和阿塞拜疆瑞⼠，位于⼀个迷⼈⾃然的地⽅。加巴拉是阿塞拜疆的古⽼
的城市之⼀。周围环绕着Tikanilchay河，Kumchay河和Vandam河，位于Damiraparan河的右
岸。

加巴拉(Gabala)

咖巴拉(Gabala)以其卓越的发展⽽着称，吸引了许
多⼈放松。有现代建筑，公共社会设施，⼯业企
业，以及教育，卫⽣和⽂化设施，以及基础设
施，这些都符合⼤多数国际标准。

⼏年前，这座古⽼的城市成为阿塞拜
疆⾳乐的摇篮。咖巴拉国际⾳乐节吸引了来⾃世界各地的⼏乎所有着⽿闻名⾳乐家。这个地区位
于壮丽的⼤⾃然和⾼⼭之间，以其⼴阔的森林，河流和丰富的动植物以及拉杂(Laza)村⽽闻名，
周围环绕着努尔(Nohur)湖，七⼤瀑布和森林⼭脉。



⼭峰总是被雪覆盖，这是该地区的特⾊之⼀。古巴吸引着⽣态旅游爱好者，为度过时间提供完美
的氛围。

Khinalig村位于阿塞拜疆北部,是古巴最著名的旅游地⽅。它们拥有2000⼈⼝，远离城市，运⽤
其传统和说母语。在春季和夏季，天⽓条件从18度到20度变天。五星级Quba� Palace� Hotel酒店
是阿塞拜疆最受欢迎的酒店之⼀。

古巴以其美妙的⼤⾃然和热矿泉⽔⽽闻名。Gachresh森林，深度400-600⽶的Tangaalty，美丽
瀑布在Afurca河上和瀑布Mast�Dyargah创造壮观的场⾯。

古巴(Guba)



⾕萨尔
(Gusar)�Shahdag

全年，度假酒店为所有客⼈提供⼀系
列令⼈兴奋的体育和休闲活动，包括
⼉童和成⼈，⼩学和专业。客⼈们对
⼤⾃然的美丽和清新的⼭间空⽓说再见
难忘的回忆。在⾕萨尔有数酒店，如Pik�
Palace，Park� Chalet，Shahdag和SPA中
⼼。

古萨尔位于阿塞拜疆的东北
部，在海拔715⽶的⾼加索
⼭脉的阴影下。该地区20％
的⼟地被森林所环绕，是阿塞
拜疆最着名的旅游⽬的地之
⼀。阿塞拜疆最⾼的⼭峰� -��
Bazarduzu和Shahdag⼭脉，以
及 L a z a 和 G o s h 瀑 布 ，
Gusarchay和Samur河流都这⾥位
于。此外,新建的度假村Shahdag是
阿塞拜疆著名的旅游胜地。



由于其⽯头街道和古⽼的寺庙，沙基(Shaki)成为历史爱好者的热门
旅游地⽅。还有Galarsan-Gorarsan城堡 ,Djuma清真寺和Omar�
Effendi,Sheki圆形寺庙,Naryn城堡,Sheki� Khan宫殿,Sheki商队以及
阿尔巴尼亚教堂,它们属于1-2世纪,位于Kish村。Sheki以其商业和
当地⼯业⽽闻名，特别是在商业⼤篷车领域，包括天然丝绸。在
Sheki市制作的传统阿塞拜疆围⼱⾃古以来就以其优雅⽽闻名。

⽆可置疑，甜⾷在Sheki菜中起着重要作⽤。当您抵达该国时，
请务必订购Sheki� 酥糖(哈尔⽡)。很可能是，在品尝了酥糖之
后，你会想要在Sheki本⾝尝试它。Halva(酥糖或哈尔⽡)是⼀
种由糖，坚果或榛⼦制成的东⽅糖果，⽤于描述⼏种类型的
糖果点⼼(⾷品)。

Oghuz(奥古兹)

沙基(Shaki)

Sheki� halva(酥糖或哈尔⽡)的味道只能在阿塞拜疆品尝。严
峻的⼯作条件和烹饪限制了他在家做饭的能⼒。互联⽹上
有很多关于Shaki� halva(哈尔⽡)的⾷谱，但最好在Shaki市
吃饭。其实，烹饪这种哈⽡的秘密对于那些已经准备好作
为家族商业200年的⼈来说是众所周知的。这些⼈被称
为Halvachi(哈尔⽡做饭)。此外，Shaki还有最受欢迎的
度假胜地，名为Markhal和Soyugbulag，以及位于雪⼭
上的Galasan-Gorasan堡垒。Markhal� Resort� and�
Spa度假酒店被认为是⼀个受欢迎的旅游胜地，也位
于Shaki。

您还可以通过Shaki前往奥古兹(Oghuz)，该地区
我们国家最美丽的地区之⼀。Oghuz区位于阿塞
拜疆共和国风景如画的⾃然区域。Oguz地区被
⼤约40％的森林所环绕，是⼀个⾮常美丽和独
特珍稀天然珍珠。奥古斯（Oguz）地区拥有令
⼈惊叹的翡翠森林，绿⾊⼭坡，开花和冰冷的
泉⽔，透明的喷泉和瀑布。这⾥种植了40多
种植物，哈尔Khal-khal瀑布也在这⾥。



Qakh(加赫)

Ismayilly�(伊斯梅利)

在Ilisu和Lakit村庄的瀑布体现了� 加赫(Gakh)区的美丽⾃然，⼀年中8个⽉的⼭峰被冰川覆盖。该
地区吸引着凉爽的空⽓和泉⽔，并为⽣态旅游爱好者提供完美的氛围。加赫的旅游中⼼包括
Ilisu和Lakit村庄，Mamirli，Ilisu和Icharishahar瀑布，Summut堡垒和⼤桥。Uludag�Resort�and�
El�Resort度假村也位于这⾥。

伊斯梅利是Shirvan历史地区的⼀部分，仍然反映了民间艺术的传统。与阿塞拜疆⼈⼀起，不同
国籍的⼈住在伊斯梅利。巴斯卡尔(Baskal)村是阿塞拜疆传统丝⼱⽣产中⼼，⾃中世纪以来⼀直
被称为⼿⼯艺和蚕业中⼼，在该地区最受欢迎的旅游胜地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个名称Shirin�
Su的旅游胜地，已成为⼀个主要的度假胜地为⽣态旅游和爱旅游。Lakhic村距离伊斯梅利
(Ismayilly)地区中⼼有36公⾥，以其古⽼的氛围和⼯艺品以及美丽的环境，森林和⼭峰为客⼈带
来欢乐。Lakhic的⼈⼝做铜业，蚱业和地毯编织。

Shamakhi是阿塞拜疆最古⽼的城市之⼀，曾经Shirvanshah州的⾸府过。查马克(Shamakhi)天体
物理天⽂台以�纳斯列丁(Nasraddin�)⼟司(Tusi)命名�-�该地区最着名的地⽅。游客可以⽤望远镜观
察星星。Shamakhi的旅游景点包括Pirgulu保护区，Cuma清真寺和⼀些寺庙。此外，Shamakhi�
Palace是⼀家⾼品质的五星级酒店，可符合客⼈的需求。

Shamakhi(查马克)



Ganja(⽢贾)�和�Goygol(蓝⾊湖泊)

Ganja是仅次于巴库后的阿塞拜疆第⼆⼤城市。伟⼤的诗⼈Nizami� Ganjavi墓，Juma清真寺，
Shah�Abbas清真寺，Imamzadeh墓，Sheikh�Ibrahim墓等，以其许多历史旅游地⽅最着名的⽂化
中⼼之⼀。库拉河畔的沿海森林代表了⼀个独特的⽣态系统，涵盖了红⽪书中列出的各种鸟类和
动物，是⽣态旅游爱好者的宝贵之地。在这⾥，度假村Hacikend也位于海拔1000⽶的⾼度，
Kepez⼭脉和七个湖泊（Goygol，Maralgol，Garagol，Aggol，Ceyrangol，Ordekkol，
Zeligol），每个都以其在世界上的魅⼒⽽闻名。



旅⾏

巴库旅⾏ 咖巴拉(Gabala)旅⾏

古巴旅⾏

·�从最⾼峰到城市的概述
·�缆索铁道�

·�⼩威尼斯(Small�Venice)
·� Icherisheher��(Qiz�qalasi- ),Cuma�少⼥塔

mescidi- ),星期五清真寺 浴
池,Shirvanshakhlar堡垒,微型书博物馆.

·�巴库中⼼购买
·�海旅游

·�巴库最受欢迎街道-喷泉⼴场

·�地毯博物馆

·�国家历史博物馆

·� Tufandag�(⼟⽅⼤哥)冬季和夏季旅游休闲度假村
·� Gabaland游乐园

·�伊斯梅利(Ismayilly)吊桥

·� 养马中⼼

·� Yeddi�gozal(七美)瀑布
·� Shamakhi�Cuma清真寺，南⾼加索最古⽼的清真寺

·� Nohurgol

·� Gamaravan�⾕
·� 当地市场

(备注:�推荐⼀晚/两天)

阿布歇隆旅⾏

⼽布斯坦(Gobustan)旅⾏

·� Bina-养马中⼼
·� Yanardag( )⽕⼭

·� 盖达尔阿利耶夫中⼼
· ⽕庙
·� Gala( )城堡 考古和民族博物馆

·� ⾼加索最⼤的清真寺�-�盖达尔清真寺

·� 果园
·� 熟悉地区的性质

·� Khinaliq�村和Chanlibel�湖

·� Nazli⽔源
·� Mast�Dargakh�瀑布

·� 古巴糖果⼚和市场
·� Shahdag�冬季和夏季度假村(滑雪,缆车索道)

·� 受欢迎当地市场
·� 古巴地毯学校,古巴市场

(备注:�推荐⼀晚/两天)·� ⼽布斯坦岩画(距离巴库70公⾥)
·�泥⽕⼭

·�当地市场(坚果和⽔果)

·� Sadarak�购物中⼼(批发和零售)
·� Bibiheybat�清真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