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 人纯玩精品小团 
山西五大平五日游  （五星） 

行程特色:     

    √赠送晋商乡音、0 购物、0 自费 

√4 大特色餐，五台山素斋，大同火锅，平遥八碗八碟，山西面食表演 

√住宿标准，全程安排按五星标准建造的酒店 

√四大赠送：悬空寺（首道）、晋祠、24 小时接送机、山西特色面食表演 

参考酒店： 

太原：太原洲际酒店、太原湖滨国际大酒店(山西国际会议中心) 

五台山：五台山万豪酒店、五台山栖贤阁迎宾馆 

大同：大同金地大酒店、大同云冈美高大酒店、大同贵宾楼酒店、大同云冈建国宾馆、大

同北都国际酒店 

平遥：平遥大戏堂宾舍、又见平遥·光影楼酒店、平遥饭店、平遥云鼎轩酒店 

特色地道山西美食： 



 

参考行程： 

第一天：各地抵达太原                               餐：自理                                  住宿：太原 

太原专人接站，参加散客拼团（各地散客抵达时间可能不同，敬请谅解）。【太原】简称并，别称并州，古称晋阳，也

称“龙城”。濒临汾河，三面环山，自古就有“锦绣太原城”的美誉。是一座具有 2500 多年悠久历史的中华古城，曾

为北部边防重镇，是兵家必争之地，有中原北门之称。安排入住酒店后，客人可根据情况自由活动。晚上可漫步在太原

的商业街柳巷，是太原历史最悠久、最繁华的商业街，位于太原市中心的商业闹市区，有三百多年的商业历史。 

▼【温馨提示】 

【1】：接站师傅会在您到达龙城太原的前一天 16:00—22:00 联系您请保持电话畅通，并保留司机联系电话以及紧急联

系人电话方便及时联系。 

【2】：接送为拼车接站/机，根据车站及机场公布的实际抵达时间，前后相差 40 分钟内的客人，一起接站/机，沿途会

送不同酒店，请知晓。 

【3】：导游会在您出游前一天 18:00—21:00 与您联系，确认次日行程及上车地点。 

【4】：酒店一般服务员在 9 点钟上班，开始打扫卫生，大约 10 点钟后方可办理入住，如有早到的游客可以先寄存行李

到前台先行自由活动。 

http://baike.baidu.com/view/1267347.htm


 

第二天： 太原-五台山(240KM 车程 4 小时)                      含：早午晚                  住宿：五台山 

早餐后乘车赴五台山。到达清凉圣境，也是中国四大菩萨的文殊菩萨的大道场【五台山风景名胜区】。五台山位列中国

佛教四大名山之首，与尼泊尔蓝毗尼花园、印度鹿野苑、菩提伽耶、拘尸那迦并称为世界五大佛教圣地。走进古老而神

秘的佛教圣境，倾听佛乐声。 

【菩萨顶】（游览 40 分钟）菩萨顶是五台山最大的喇嘛寺院，也是国务院确定的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位于五

台山的灵鹫峰上，金碧辉煌，绚丽多彩，具有皇宫特色。菩萨顶始建於北魏孝文帝时，称“大文殊院”。唐太宗贞观五

年，僧人法云重建，称“真容院”。宋景德年间，真宗敕建，设文殊像，赐额“奉真阁”。明永乐年间，真容院“敕改

建大文殊寺”。明朝以后至今，一直沿称“大文殊寺”（又称“菩萨顶”）。据传为文殊菩萨道场，即文殊居住处，故

又名真容院、大文殊寺，为五台山五大禅处之一。 

【显通寺】（游览 40 分钟）显通寺，又称大显通寺、大孚灵鹫寺、花园寺、大华严寺、大吉祥显通寺、大护国圣光永

明寺、永明寺，位于山西五台山中心区的台怀镇北侧。显通寺是五台山第一大寺，始建于汉明帝永平年间，初名大孚灵

鹫寺，清康熙二十六年(公元 1687 年)，改名为大显通寺，它是中国最早的佛寺之一。 

【塔院寺】（游览 40 分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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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塔院寺内，塔院寺也因

此塔而得名。大白塔的外观规制与北京北海公园的白塔大致相同，但是规模要大几倍，高达 50 余米。据说从前香客，

多绕行白塔还愿，一边走一边念经或叩头，一边抚转法轮。蒙藏族佛教徒到五台山，首先要朝拜“塔院寺五圣迹”的第

一圣迹，就是大白塔，入住酒店。 

备注：导游会根据当地情况调整寺庙游览时间和顺序，但不会减少景点 

第三天：五台山-悬空寺（140 公里车程 2.5 小时）-大同（100KM 车程 2 小时）     含：早午晚      住宿：大同 

早餐后游规模最小而香火最旺盛的寺庙【五爷庙】（万佛阁）（游览约 40 分钟），不论是信徒还是普通的游客，只要

来到五台山就一定会来五爷庙拜五爷。 

后乘车赴浑源，参观屹立在悬崖峭壁之上【悬空寺】（游览约 1 小时），（备注：此景区距地面较高，旺季存在排队现

象，故不含二道登寺费 100 元/人（只含首道门票））悬空寺又名玄空寺，是国内仅存的佛、道、儒三教合一的独特寺

庙。是中国古代建筑精华的体现。寺下岩石上“壮观”二字，是唐代诗仙李白的墨宝。后乘车赴大同。 

参观北魏时期的杰作，屹立了 15 个世纪，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云冈石窟】（游览约 2 小时）。是佛教艺术雕刻的惊

世之作。53 个主要的大型洞窟，东西连绵达 1 公里，活像一个满布蜂洞的巨型蜂巢。藏身里而后 5 万多尊佛、菩萨造

像，经历了风月的侵蚀更显古朴、凝重，令人叹为观止。晚餐后安排入住酒店。 

温馨提示： 

http://baike.baidu.com/view/1759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33.htm


1、如五台山修路，下雪、下雨等不可抗力原因，导致五台山到大同需绕路，加车费 50 元/人，请现付导游，谢谢。 

2.云冈石窟电瓶车 20 元/人（自理） 

 

 

 

第四天：大同-太原（280 公里车程 3.5 小时）-晋祠（20 公里车程 30 分钟）-乔家大院 （40 公里车程 1 小时） 

-平遥（60 公里车程 1 小时）           含：早午晚                  住宿：平遥 

早餐后乘车返太原，沿途参观“山西黄金旅游通道”大运高速公路，远眺现存最完整的明代旧广武城，抵达太原后，参

观【晋祠】（游览约 1.5 小时）晋祠博物馆位于太原悬瓮山麓的晋水之滨，是为纪念晋国开国诸侯唐叔虞而建的晋国的

宗祠。其中晋祠“三宝”，包括献殿、鱼沼飞梁、圣母殿，以及晋祠“三绝”，包括周柏、难老泉、泥塑彩绘人像，是

这里的一大特色。南部还有十方奉圣禅寺，相传原为唐代大将尉迟恭的别墅。 

后乘车赴祁县，游览《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拍摄基地【乔家大院】（游览约 2 小时）。乔家大院位于山西省祁县乔家堡

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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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2 月 13 日以乔致庸人物为背景，由

胡玫导演，朱秀海编剧，陈建斌和蒋勤勤主演的 45 集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档开播，后乘车

赴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平遥古城不允许外部车辆进入，进古城需要乘坐电瓶车，费用已含），安排入住古客栈，这

里的古客栈会使我们仿佛穿越了时间隧道，回到了明清时期；演绎现实版的武林外传！坐在北方的民居炕头，聊着生活，

品着小酒，唱着小曲，最惬意的生活在这里享受。 

http://baike.baidu.com/view/1875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105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75652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75652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089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76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455.htm


// 服务标准及费用包含 // 

1.接团：导游举“晋美山西”旗帜接团； 

2.交通：当地空调旅游车（保证一人一正座）(除部分特殊路段因当地规定及安全考量，则依规定派遣小型车)； 

3.住宿：入住酒店双人标准间，全程不提供自然单间，出现单男单女请现补房差（以我社出发前通知客人入住的酒店为

 

 

第五天：平遥-太原 120 公里 2 小时国道-送团                       含：早午                   住宿：温馨的家 

早餐后，游览【平遥古城墙】平遥古城墙是平遥古城的一道宏伟的风景线，平遥古城墙是由瓮城（东西各两座城门都是

瓮城）、城楼、角楼、点将台等建筑设施组成。如果你有兴趣登上平遥古城墙，还可以看到平遥古城墙顶上设有的望孔、

射孔、垛口、铁炮等御敌设施。 

【平遥古县衙】平遥古县衙位于平遥古城内，是当年平遥县令办公审案的官署。平遥县衙座落于古城中心，始建于北魏，

是我国目前尚存的古代衙署中保存完好的一座。无论从建筑布局，还是职能设置，都堪称皇宫缩影。在这里可以看到各

种古代文书和大量的古代刑具。 

【明清街】明清街是古时颇为繁华的商业街之一。这条不长的古街上还完整地保存着明清时期的店铺遗迹，紧密连缀着

包括票号、钱庄、当铺、药铺、肉铺、绸缎庄等各种行当的店铺，现今游客可以在这里买到平遥土特产。 

【平遥文庙】平遥文庙又名文庙学宫。建于唐贞观初年，其中大成殿为金大定三年重建，距今已有百年历史，至今保持

原貌。这是我国现存各级文庙中历史极悠久的文庙。平遥文庙中的主要古建筑有城墙上的文昌阁、石牌坊等，建筑物古

朴典雅，各类石刻、木雕精雕细琢，具有很高的艺术和历史价值。 

【协同庆票号】协同庆票号创立于咸丰六年（1856），歇业于 1913 年，历时 58 年。开业期间，协同庆票号分庄遍布

全国，达 33 个，重点在西北、西南。现在看到的协同庆钱庄柜房，是当年钱庄柜台的基本陈设，后乘车返回太原送团，

返回温馨的家! 

温馨提示： 

乘车前往太原机场后火车站/火车南站送团，结束愉快的山西之旅！因为散客拼团出行，考虑行程过程中增加其他自费

景点延时或遇堵车等意外，建议返程交通选择 18:00 以后的航班或火车离开。如您选择提前时刻的交通，请提前告知，

我们将尽量协助安排其他方式助您返程，费用敬请自理。 

 

如遇政府征用、旺季房满等情况，将安排不低于原档次的其他酒店，请谅解。 



准）； 

参考酒店： 

太原：太原洲际酒店、太原湖滨国际大酒店(山西国际会议中心) 

五台山：五台山万豪酒店、五台山栖贤阁迎宾馆 

大同：大同金地大酒店、大同云冈美高大酒店、大同贵宾楼酒店、大同云冈建国宾馆、大同北都国际酒店 

平遥：平遥大戏堂宾舍、又见平遥·光影楼酒店、平遥又见文华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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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台山和平遥民俗客栈（炕居多）住

宿地为景区内，大多是当地老百姓自己所建，如给大家带来不便，敬请见谅！ 

4.门票：含景点首道门票（五台山进山费、菩萨顶、显通寺、塔院寺、悬空寺首道（赠送）、云冈石窟、晋祠（赠

送）、乔家大院、平遥古城、平遥电瓶车）； 

5.用餐：全程 7 个正餐，4 个早餐（正餐为八菜一汤，十人一桌，餐标 50 元/正，其中一个餐 80/正，酒店含早餐，不

吃不退，如全团人数不足 6 人，餐费现退客人）； 

6.导服：当地优秀中文导游服务（收客不足 6 人司机兼导游）； 

7.保险：旅行社责任险。 

8.门票退费：60-64 周岁退门票 410/人；65 周岁以上退门票 450/人 

// 费用不含 // 

1.如遇单人报名，尽量安排与其它团友拼房或住三人间（或加床），如无法实行则需客人自补单房差。 

2.行程中部分景点、演出场所及用餐地点存在商品销售行为，如游客自行购买，费用自理，且不视为旅行社安排购物行

为。请索要正规发票保证您的合法权益。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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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儿童含车位费、半餐费、导服，不含床位费、门票，因不含床位费，产生的早餐由客人自理。 

// 温馨提示 // 

1.行程中的时间安排仅供参考，具体时间安排和游览顺序可能按实际路况及景区政策稍作调整。 

2.出行期间，请随身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出行前请务必检查自己证件的有效期），未满 16 周岁者请携带户口本

原件。超过 16 岁的游客若没有办理身份证，请在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开具相关身份证明。 

3.提前或延住客人入住酒店时，酒店会收取一定押金（按照酒店不同标准，每人 100-300 元不等），需要游客在酒店前

台自行支付。若有损坏酒店物品、丢失房卡等，需自行赔偿酒店损失。 

4.如遇国家政策性调整门票价格、交通价格、住宿价格等，则按调整后的价格结算； 

5.当发生不可抗力因素（如下雨、下雪、修路、台风、地震、暴风雨/雪、罢工等；包括航班调整、延误、取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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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因此导致游览景点减少，仅退还门票差额（赠送景点不退费）。 

6.70 周岁以上老年人预定出游，须出示健康证明和免责协议并有年轻的家属或朋友陪同。 

7.行程中赠送的项目或免费景点，如因政策原因未能参加，不退还任何费用。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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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离团退费事宜： 



擅自离团：未提前与旅行社协商一致并签字认可，视为本旅游合同（包括所含服务项目及保险责任）的自动终止，未产

生的项目不退。 

协商离团：提前与旅行社协商一致并签字认可，视为本旅游合同（包括所含服务项目及保险责任）的自动终止，未产生

的门票可退，中午 12：00 前签字认可房费可退，其余项目不退。 

// 重要提示 //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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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山西本地饮食习惯以面食为主。山西菜的基本风味以咸香为主，甜酸为辅，菜肴可分为南、北、中三派。南路以运城、

临汾地区为主，菜品以海味为最，口味偏清淡。北路以大同、五台山为代表，菜肴讲究重油重色。中路菜以太原为主，

兼收南北之长，选料精细，切配考究，山西菜具有酥烂、香嫩、重色、重味的特点。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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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出行必备：雨衣或雨伞、运动鞋、感冒药、肠胃药、防虫膏药、防晒油、太阳帽、太阳镜等。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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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山西地上古建筑及珍贵文物众多，敬请游客爱护古建，珍惜文物。 

7.山西景区之间的时间较长，请大家做好准备。 

8.山西旅游开发较晚，各项基础设施及接待条件比发达地区还有差距。 

9.酒店大堂、房间、洗手间及餐厅多为光滑地面，行走时请注意脚下，避免摔倒。 

10.酒店退房时间为中午的 12：00，晚班机的客人可把行李寄存在酒店后自由活动或自补房差开钟点房休息。 

11.行程中所含早餐均为住宿酒店提供，包含在房费中，不用不退。 

12.在不减少景点数量及游览时间的前提下，旅行社可与游客友好协商，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游览顺序。 

13.行程中标注的景点游览时间是根据旅游正常情况来约定的，为抵达景区大门始至离开景区大门止；原则上淡季人不

多的时候前面标注的游览时间都能够确保游客充分将景点游览完毕。关于行程上约定的城市之间景点之间的车程时间以

无特殊情况（如堵车、下雨、下雪、修路或意外等）特殊状况出现为标准来测算的时间，如有任何一种情况发生都有可

能造成时间的变化，请各位游客理解。 

14.行程结束后自由活动期间，请注意自身人身财产安全，切记单独行动，不要盲目听信的士车司机的话。在此期间经

游客主动要求或经协商一致，签署补充协议，我社可安排其他另付费特色体验项目。 

15.由于有关环保法律和政策要求，自由活动期间旅游大巴停运，期间可能不会开放车内空调。 

16.旅程结束时，请认真如实地填写旅行社提供的《游客意见反馈表》，希望通过您的意见单我们更好地

监督当地的接待质量，您的意见单也将是行程中发生投诉的处理依据！恕不受理客人因虚填意见单而产

生的后续争议和投诉，由此而造成的一切损失由客人自负。投诉问题在旅游目的地就地解决，返程后我

社将不接受投诉，请谅解，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