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行程安排 用餐 住宿 

第一天 出发前往锦绣龙城——太原 自理 太原 

欢迎您抵达山西首府太原市， 旅行社将安排专车在太原武宿机场/太原南站/太原火车站接站，接您并送您

前往酒店，酒店前台报您或同行人的姓名办理入住。入住后可自由活动，今日无导游，请注意人身财产安全。

请保持手机畅通，如有任何问题请及时致电旅行社工作人员。 

太原市内特别推荐： 

钟楼街——太原网红打卡地，每一幢建筑都是一段历史，每一栋楼阁都有一个故事。 

山西省博物院——荟萃山西文物精华，其中青铜、玉器、雕塑、壁画等尤具特色（每逢周一闭馆）。 

汾河公园——具有北方园林风格和汾河地 域文化特色的滨水园。 
 

 
舌尖上的太原： 

老太原饭店菜馆：推荐老太原铜火锅、老太原糖醋丸子、百花稍梅。人均消费：80 元，地址：杏花岭区

解放路 175 号万达广场三层 3017 号 

山西会馆：推荐麻油山药、牛肉窝头、雁北苦荞面、会馆皮冻。人均消费：100 元，地址：小店区体育路

71 号 

山西派：推荐炸茄子、小花卷过油肉、煎灌肠、尖椒番茄栲栳栳、和子饭。人均消费：60 元，地址：小

店区体育路德得轩旁 

 

温馨提醒： 

机场——市区 30 公里，约 40 分钟车程 

太原南站——市区酒店 20 公里，约 30 分钟车程 

火车前往太原的游客，建议出次日 7:00 之前抵达太原站的车次 

http://baike.baidu.com/view/4836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012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97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8501.htm


第二天 太原——大同 280KM 约 4 小时 早中晚 大同或者周边 

早餐后，约 4 小时抵达大同，参观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游览时间约 1.5 小时，电瓶车自理 15 元/人），云冈石窟是

我国最大的石窟之一，与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和麦积山石窟并称为中国四大石窟艺术宝库。跨过大门的一刻就已翻

开北魏王朝的历史，黑暗与光影在石窟间流转，置身其中岁已千年，肃穆齐整的菩萨、飞仙还有西域的精灵伴着金光飞过，

仿佛吹着号角，佛仍巍峨伫立，不曾动容。 

后乘车巡游大同古城夜景 2008 年大同实施了全面历史文化复兴。修复后的古城墙雄伟壮观，伟岸的轮廓更具魅力 

 

第三天 
大同——浑源 60KM 约 1 小时——五台山 140KM2.5 小时

——忻州 130KM1.5 小时 
早午 忻州或周边    

早餐后，约 2 小时抵达浑源游览【悬空寺】（游览时间约 1 小时，登临费自理 100 元/人）这是 1500 年的建筑奇迹，左手

绝壁右手深渊，李白有一首诗叫夜宿山寺，诗中写道：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这描写的不

就是悬空寺吗，悬空寺乍一看仅用几根木柱支撑了千斤重量，却在此屹立了一千五百多年，实际内里乾坤非常多。 

后约 3 小时抵达【五台山】（游览时间约 3 小时）这里寺院林立，黄庙（藏传）、青庙（汉传）共存，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

之首。 

【五爷庙】本名万佛阁，带着一颗虔诚的心朝拜五台山许愿最灵、香火最旺的寺庙，为您的家人与亲友祈福、许愿。【如意

阁/龙之源】了解佛学文化知识。 

【外观大白塔】全名为释迦文佛真身舍利塔，是五台山的标志和象征 

【殊像寺】文殊菩萨的祖庭， 

【镇海寺】建在陡峻的石山嘴上，紧贴大院的前沿，树有幡杆，蹲有石狮，筑有山门、天王殿和钟鼓二楼。镇海寺始建于

明代，因寺旁海底泉上建有镇海塔而得名，清代至民国时期是章嘉活佛的住地，现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 

后约 2 小时抵达忻州及周边安排住宿后夜游【忻州古城】，忻州古城不仅夜景华丽，而且这里的商户也已诚信为荣，在这里

可以品尝到各种地道的山西美食，还不用担心被黑心商贩坑骗。 

 

http://baike.baidu.com/view/2533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12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41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5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807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78576.htm


 

温馨提示： 

1.返程交通建议时间：火车 18:00 以后，高铁 18:00 以后，飞机 20:00 以后。 

2.延住的游客在行程结束规定时间集合后统一安排送回酒店，离团后不再安排车送酒店，需自行返回 

3.当天返程的游客早上退房时请将行李带上车，延住的游客送高铁/飞机的师傅会在提前一天联系您，请您注意留意手机

短信或电话 

4.烦请客人自行在火车站、高铁站等候进站；火车站的旅游车只能送至火车站前面 600 米左右的旅游停车点，需客人自

行步行 600 米左右进站  
旅游费用包含 

 

1、用车：全程正规营运手续空调旅游车（根据人数用车，保证每人一个正座） 

2、住宿：全程入住携程四钻，舒适型酒店双标间，酒店不提供自然单间、三人间或加床、如产生单房差请客人自补； 

参考酒店： 

太原：若曼酒店、芒果水晶、太铁广场酒店、漫心酒店亲贤街店等 

大同：王府宏安国际酒店、浩海国际酒店、玺云酒店、高渡精品酒店等 

忻州：万信至格酒店、汉鼎国际酒店、瑞龙国际酒店等 

平遥：瑞华盛商馆、晋商府第精品客栈、颐和公馆、云路驿馆等 

温馨提示：南北酒店有差异，普遍比南方低一个档次，请抱着宽容的心态来对待，平遥民俗客栈（炕居多）住宿地为景

第四天 忻州——平遥 180KM2.5 小时 早中晚 平遥 

早餐后，约 1 小时抵达 由著名导演张艺谋执导《满江红》拍摄地【太原古县城】（游览约 1 小时 ）体验太原建城 2500 年

的历史文化，后乘车赴【山西宝源醋坊】（游览 30 分钟），了解醋的酿造工艺，品尝陈年老醋。"自古酿醋数山西，山西酿

醋数清徐。"后参观【乔家大院】（游览时间约 1 小时），它又名“在中堂”，是清代全国著名的商业金融资本家乔致庸的宅

第。始建于清代乾隆年间，以后曾有两次增修，一次扩建，于民国初年建成一座宏伟的建筑群体，并集中体现了我国清代 

北方民居的独特风格。 

乔家大院参观结束后约 1 小时抵达世界文化遗产地【平遥古城】（自由活动，提示：平遥古城进城没有门票，如果游览古城

内的任何小景点则要买通票，否则无法游览古城内小景点. 通票 100 元/人自理）平遥古城是中国境内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座

古代县城，是中国汉民族城市在明清时期的杰出范例，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为人们展示了一幅非同寻常的文化、社会、

经济及宗教发展的完整画卷。平遥古城，始建于西周宣王时期，明代洪武三年扩建，距今已有两千七百多年的历史。迄今

为止，它还较为完好地保留着明、清时期县城的基本风貌，堪称中国汉民族地区现存最为完整的古城。 

 

第五天 

平遥——太原返程 160KM 约 2 小时 

早餐后，古城内自由活动，后车约 1 小时抵达【晋合土特产综合超

市】（游览约 1.5 小时）丰富的山西土特产，尝尝浓浓的山西味儿。

后乘车返太原，后结束愉快的山西之旅！ 

早中  

http://baike.baidu.com/view/4089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76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726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838141.htm


区内，因疫情原因，会导致景区内部分酒店经营状况变化，我公司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同标准酒店； 如给大家带来不

便，敬请见谅！  

3、用餐：行程中团队标准用餐（如人数不足 10 人，则菜品数量相应减少），含 5 早 6 正餐， 早餐为酒店赠送（不用不退），

正餐标准 30 元/人。（当地团餐，平遥特色餐、、如因特殊原因无法安排则安排为常规团餐。团餐如因自身原因放弃用餐，

则餐费不退） 

4、景点：包含镇海寺、殊像寺、五爷庙、平遥电瓶车。景区大门票及小交通及个人自费项目自理。 

5、导游：当地持证导游服务，6 人以上安排中文导游全程为您服务；5 人以下（含 5 人）安排导游兼司机负责全行程衔接及接

待。 

6、保险：含旅行社责任险，请自行购买旅游人身意外险。 

7、购物：土特产店不算完全意义购物店，请购买时注意质量。景区、餐厅、酒店、长途休息站等也有旅游商品售卖（包括路

边小店），不属于旅行社安排范畴，若您购买的商品出现质量问题，旅行社不承担任何责任！ 

8、儿童：年龄 2~12 周岁（不含），不占床，只含车费、正餐半餐费和导服，不含景区门票及小交通，产生的其它费用敬请自

理。 

备注：景区 1.2 米以下不收门票，如超过 1.2 米以上门票自理，占床与否大人可根据实际情况提前告知；一般 12 周岁以下不

超过 1.2 米的按儿童报名，超过 12 周岁身高超过 1.2 米以上的和大人收费一样 

 

旅游费用不包含 
 

 

    1、景交及耳麦： 

景区小交通：云冈石窟 15 元/人、  

悬空寺登临费 100 元/人   

全程耳麦讲解器：100 元/人（山西景点大部分为古建形式，为保护景区建设，景区内不允许使用扩音器讲解，如因不租用

讲解器，导致未能正常听取讲解，产生投诉不予受理，感谢您的配合） 

2、门票：按照地区以及年龄段现补门票。 

景点名称 60 周岁以下 60-64 周岁 65-69 周岁 70 周岁以上 

云冈石窟 100 0 0 0 

悬空寺首道 15 0 0 0 

五台山进山费 135 0 0 0 

乔家大院 115 58 0 0 

平遥古城 100 0 0 0 

合计 450 58 0 0 



 

***为配合防疫，景区需要预约进入，请配合预约！如因客人原因无法进入景区，我社不承担任何责任！  

***赠送景点或项目因天气原因或自身原因不能前往或自动放弃，按“不退费用”和“不更换景点”处理！ 

3、保险：不含旅游人身意外保险, 建议您自行购买。 

4、因交通延阻、罢工、天气、飞机机器故障、航班取消或更改时间其它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游客滞留或变更行程而产生

的额外费用由游客自行承担，旅行社仅配合协助安排，增加的食宿费用由旅游者承担（山西现付）。 

5、个人消费：酒店内洗衣、理发、电话、传真、收费电视、饮品、烟酒等个人消费产生的费用。为方便游客购买伴手

礼馈赠亲朋好友，导游会在车上介绍山西特产并代为订购，此为便利服务非强迫性推销，请根据各人实际需要选择付

费。 

6、当地参加的自费项目以及 “费用包含”中不包含的其它项目。 

7、如五台山下雪、修路、下雨等不可抗力因素，到大同需绕行高速，增加车费 50 元/人，现付给导游。 

 

注意事项 

 

1、意 见 单：请客人认真填写旅行社意见反馈单，我社处理投诉凭客人意见单为准； 

2、关于住宿：按 2 人入住 1 间标准间核算，如出现单男单女，请补齐单房差以后享用单人房间；  

3、自费项目：当地导游在讲解时难免提及涉及到当地文化风俗的体验项目（包含：表演、美食、景点等）， 

游客如需导游安排的，导游需尊重游客的意愿选择，如果同团半数以上的游客愿意参加额外自费项目，不参与的游客

需在附近自由活动等候不得自行进入景区。 

4、关于行程：行程中的时间安排仅供参考，具体时间安排和游览顺序以及住宿可能按实际路况及景区政策稍作调整。

请您仔细阅读本行程，根据自身条件选择适合自己的旅游线路，出游过程中，如因身体健康等自身原因需放弃部分行

程的，或游客要求放弃部分住宿、交通的，均视为自愿放弃，已发生费用不予退还，放弃行程期间的人身安全由旅游

者自行负责； 

5、关于离团：团队游览中不允许擅自离团（自由活动除外），中途离团视同游客违约，按照合同总金额的 20%赔付旅行

社，由此造成未参加行程内景点、用餐、房、车等费用不退，旅行社亦不承担游客离团时发生意外的责任。 

6、关于退费：景区针对各类人群（如老人、军人、残疾人）有不同程度的优惠，因本产品为打包产品，产生优惠及主

动放弃未参加的均按照折扣价退费。 

7、老人报名：超过 65 周岁的需由直系亲属共同签署《参团旅游免责协议书》！超过 70 周岁的需有家人或亲友陪伴出行；

超过 80 周岁，谢绝参团！ 

8、未成年人：未满 18 周岁者，不接受单人报名，陪同出行者如果也未成年，须由家长或监护人签字同意方可参团！出

行时必须携带手机，并预留家长电话。 
 

温馨提示 
 

1、关于天气：山西为大陆性季风气候，早晚温差较大，空气较为干燥，请提醒来访客人多喝水多食水果。旅游途中多

补充水分。 

2、关于穿着：请出团前了解当地天气情况，注意着装注意当地天气预报，请带足保暖防晒衣物。 

3、关于民俗：山西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敬请各位游客入乡随俗，遵从各地风俗。 

4、关于酒店：山西地经济发展落后，同星级宾馆酒店规模设施落后江浙地区（例如三星酒店相当于发达地区 二星），



如需额外安排多的被褥，电热毯等，请向酒店工作人员索取。 

5、关于饮食：山西省主要以面食为主，当地用餐口味偏重，喜辛醋；旅游的团队餐一般是 10 人一桌，每桌 8 菜 1 汤。

饮食和其他省份有较大差异，可能不合您的口味，请作好心理准备；当地山西饮水碱性较大，请适量食用山西特产老

陈醋，不仅可中和水内碱质，还可增强体质，预防感冒，更有美容的奇特疗效。 

6、关于证件：请携带好身份证或户口簿，客人务必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行李及随身物品，若出现遗失，我社  

将尽义务协助查找，但不承担赔偿责任。 

 

投诉处理 
 

我社处理投诉以游客签认的《意见反馈单》或《质量跟踪调查表》，以及在行程进行当时反应的情况，作为有效凭据！尤

其是对不满意或要投诉的情况，请尽量具体、详细注明，以便我社调查核实！在行程过程中若对我社提供的服务标准有异

议，请在当时提出并沟通解决；若因特殊情况当时无法解决可进行备案，并由地接导游和游客双方签认，返程后再行协商

解决；若游客当时未明确提出异议，或因未填写意见单，我社视为游客自行放弃权利，则无法受理投诉，多谢合作与支持！ 

 

 

 

 

 

 

 

 

 

 

 

 

 

 

 

 

附件 1：自费补充协议，自愿参加，无强制！  
 

 

 

 

甲方于 2023 年   月   日参加乙方旅行社组织的赴山西旅游团队，请阅读以下此内容： 

在原行程不变的情况下，在自由活动期间，可以安排以下由景区经营的收费项目，该项目为甲方本人自愿参加，不存在强迫

消费情况。 

景 点 名 称 参考价格 费用包含 最低参加人数 

雁门关 230 元/人 10 人 山西 

华严寺 180 元/人 
司机车费 导游服务费 门票 停车费 

10 人 

山西旅游补充协议书 



应县木塔 160 元/人 10 人 

阎锡山故居 150 元/人 10 人 

晋祠 180 元/人 10 人 

晋商乡音 100 元/人 10 人 

收费说明： 

1、 含景点首道门票、过路、过桥、停车、油费及司陪服务费。 

2、 以上所列自费景点均为顺路参观，不作为专程前往之价格。 

3、 若参观超出上述之外的自费景点，所发生的一切问题和事故，旅行社不承担责任。 

4、 所列自费项目只限山西省内，若要求参加跨省自费活动，组团社必须出具书面意见。 

5、 如发生以上加点费用，请游客、全程陪同、地接导游三方书面确认为准后再执行，，客人达到半数可参加自费，

所发生的费用当地结清，不作为旅行社之间结算依据。 

6、 导游会建议性质的套加景点，客人根据实际情况和导游协商参加。 

 

 

 

 

 

 

 

 

 

 

 

 

 

 

 

 

 

甲方应严格遵行程自由活动安排的时间，以免延误行程或影响其他客人按时活动。 

人身安全提示：景区经营项目具有一定危险性，导游和景区都会做充分的安全提示，如有意外我社只负责协调！ 

财产安全提示：游客的贵重物品请随身保管好，如不慎丢失，我社不负责赔偿！   

此协议书一式两份，需甲方本人签字，不可他人代签。 

甲方                                               乙方 

签字：                                             签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