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双飞 5日—朝鲜深度全景游 

 

行程特色 

1. 赴最安全的旅游目的地，呼吸最新鲜干净的空气，品尝纯天然纯绿色绝无公害的天然有机食物！ 

2. 游览朝鲜六大名山之一的：妙香山； 

3. 游览南北朝鲜军事分界线即“开城三八线”、朝鲜战争“停战谈判会场”及“停战协定签署会场”； 

4. 游览朝鲜沿海城市南浦，参观世界级水利工程：西海水闸； 

5. 游览朝鲜首都代表性景点：中朝友谊塔、金日成广场、凯旋门、平壤地铁、大同江沿岸风光…… 

6. 品尝朝鲜特色餐：开城特色铜碗套餐、平壤烤鸭、特色小火锅、朝鲜水饺汤。 

日  期 行 程 及 主 要 景 点 

第 1 天 

北京 平壤    参考航班：JS152（1155/1430），飞行约 2 小时，时差半小时 

游客自行前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集合，办理好相关登机、出境手续后，搭乘高丽航空直飞航班前往朝鲜首都

—平壤。 

早餐：X 中餐：机上餐 晚餐：团餐  住宿：青年饭店或同级（一级） 

第 2 天 

平壤  南浦  平壤                   单程约 1 小时 

早餐后，上午乘车前往南浦特别市，游览【西海水闸】（40分钟），大坝全长 8 公里，如巨龙横卧江面，坝外

是碧波万顷的西海，可体验朝鲜西海的美丽景色，通过录像片还可以看到水闸建设期间（1981-1986）的精彩

画面（包括水坝桥梁进行 90 度旋转以便 5 万吨级船舶通行）。返回平壤， 参观【中朝友谊塔】，（1959 年建

立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纪念塔，在这里向烈士们献花并鞠躬后，还可以看到烈士名册；30 分钟)。随后参

观【建党纪念塔】，1995 年迎接朝鲜劳动党的生日 50 周年之际建立；这尊纪念塔由塔身、环绕塔身的大型环

形带和基坛三个部分组成。塔身为象征朝鲜劳动党成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锤子、镰刀和毛笔。塔身和

环形带直径各为 50 米，象征着朝鲜劳动党建党 50 周年。环形带上垂直地镶着 216 块花岗石。环形带正面浮

雕着“朝鲜人民一切胜利的组织者和向导者朝鲜劳动党万岁！”的标语。并远眺【万寿台大纪念碑】及【千里

马铜像】，晚餐后入住酒店。 

早餐：酒店内 中餐：朝鲜合菜 晚餐：平壤水饺汤 住宿：青年饭店或同级（一级） 

第 3 天 平壤  开城  平壤                   单程约 2.5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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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后，乘车前往延年益寿灵药“高丽人参”的原产地开城，跨过北纬 38°线和军事分界线参观板门店景区：

游览【停战谈判会场】和【停战协定签署会场】（停留共计约 1 小时），在开城市区参观【高丽博物馆】，这是

一千多年前高丽王朝培养人才的地方也称‘国子监’（40 分钟)，这里可以找到历史的见证—1000 多年岁数的

银杏树和榉木，还保存着朝鲜最大而最完整的高丽青瓷（原物）等 1000 多件的历史文物。午餐后返回平壤，

参观【少年宫】或者【中学】，了解学生课外小组活动情况并观看学生演出的文艺节目（1 小时)。游览【金

日成广场】初建于 1953 年 7 月，举行各种阅兵仪式的朝鲜最大广场、并观赏【主体思想塔】，主体思想是朝

鲜劳动党的指导思想，这是 1982 年建立的总高有 170 米的朝鲜最大石塔，顺便欣赏朝鲜的五大长江之一大同

江的风光（共 30 分钟）。晚餐后回酒店休息。 

早餐：酒店内 中餐：特色铜碗套餐 晚餐：平壤小火锅 住宿：青年饭店或同级（一级） 

第 4 天 

平壤  妙香山  平壤                 单程约 2 小时 

早餐后，前往朝鲜六大名山之一的妙香山，参观【国际友谊展览馆】（约 1.5 小时），馆内展览的是世界各国

首脑、政界、社会界人士赠送给金日成主席和金正日将军的 20 多万件珍贵礼品。午餐后, 游览高丽时期（公

元 918-1392）的寺庙【普贤寺】（约 30 分钟），午餐后返回平壤，游览 1982 年年为了纪念金日成主席打败日

寇、凯旋归国而建立的【凯旋门】（20 分钟）；访问金日成主席诞生并度过童年时代的【万景台旧居】（30 分

钟），接着体验世界最深的【平壤地铁】（平均深度：100 米，30 分钟)，参观朝鲜旅游纪念品商店，晚餐后回

酒店休息。 

早餐：酒店内 中餐：朝鲜合菜 晚餐：平壤烤鸭 住宿：青年饭店或同级（一级） 

第 5 天 

平壤 北京    参考航班：JS151（0830/1000），飞行约 2 小时，时差半小时 

早餐后前往平壤顺安机场，搭乘飞机返回北京，于首都机场散团，结束朝鲜之旅！ 

早餐：酒店内 午餐： X 晚餐：X       住宿：X 

----注明：以上参观景点不变，但游览顺序、航班、住宿地点及天数均以最后出团通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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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证资料： 

1. 护照首页扫描件（半年以上有效期） 

2. 白底彩照 2 张（大小：宽 3 厘米 x 长 4 厘米） 

3. 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4. 朝鲜旅游报名表 

※注：签证申请截止时间为出发前7天（即5个工作日）的中午12点前让我方收到“朝鲜旅游报名表”，朝鲜签证信息以

“朝鲜旅游报名表”内信息为准，请真实、准确、完整填写，并需要组团社确保所填信息的真实、准确性，如“朝鲜旅

游报名表”内信息错误，将直接导致签证信息错误，会被朝方罚款或直接拒签！ 

※ 因朝鲜旅游的特殊性，团款全款需出团前7天收到，否则恕不操作，不便之处，敬请谅解！ 

1. 报价不含： 

2. 单房差 300 元/晚 

3. 全程可自愿自费升级酒店，羊角岛饭店 600 元/人 

4. 个人的自费消费 
5. 旅游意外险 

 

◆ 报价包含： 

1. 北京-丹东和丹东-平壤往返火车票 

2. 平壤/新义州/丹东入境手续及交通

费旅游签证费 

朝鲜酒店住宿、行程所列景点首道门票、当地空调旅游车、旅游期间用餐、朝鲜当地中文导游服务、出境检验检疫费、旅 

行社责任险。 

◆ 特别说明： 
（天气等不可抗力因素除外，行程以实际时间安排为准） 

◆服务标准：  
1.住宿：行程所入住酒店一级酒店大致相当于我国三星级酒店标准；因朝鲜国情特殊性，上述标准均无法与中国横向比

较。 

2.用餐：行程为准 

 3.交通：高丽航空客机、当地空调旅游车，保证每人一个正座。 

4.门票：行程中所列景点首道门票（不含自愿选择的需要另行付费项目和私人消费项目）。因朝鲜费用为整体报价，

若由于客人自身原因放弃游览则景点门票不退。 

5.导游：朝鲜当地中文导游服务。 

6.保险：旅行社责任险。 

◆注意事项： 
1. 新闻媒体工作人员在无朝鲜方面特殊邀请的情况下，绝对禁止任何形式的采访、取材等工作，敬请谅解！ 

2．出团时务必携带有效期内身份证原件、有效期在6个月以上的护照原件。 

3．温馨提醒：为保证旅游安全，请患有心脏病、气喘病、癫痫症、精神病、法定传染病、孕妇及行动不便者等，或

经医师诊断不宜出游者请勿报名。 

4．朝鲜团报价均为综合优惠价，持老年证、军官证、记者证、导游证、学生（教师）证等属于有优惠条件的游客，

均不再重复享受优惠，不再退票！自愿取消的项目费用一律不退。赠送项目因自愿放弃或时间不够以及不可抗拒

因素不能成行，不退费用，请谅解！ 

5．如出现单男或单女的情况，我社有权根据团队实际情况安排拼房，如客人需要住单间，旺季需至少提前7日、淡季

需至少提前3日到我社补足房差（否则以当天酒店实际挂牌价收取）方能安排，儿童不占床的均安排与父母同床，

儿童占床视成人安排。如遇无法拼房，我社保留夫妻拆开安排住宿的权利；如全团没有夫妻也无法拼房的情况下

，请支付单房差享用单间。 

6．由于散客成团的特殊性及国家旅游局对出境团队游客不得擅自离团的规定，游客在境外需随团活动。目前 朝 鲜 尚

未开通自助游，故在朝鲜期间游客需全程随团活动，旅游期间不允许私自离团，不与外籍人士同行参团，更不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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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人亲属临时上车参团。任何人不得逾期或滞留不归。 

7．出境散拼团队16人成团，我社保留团队不足16人时，延后发团日期的权利，但会提早7日通知游客。 

8．请游客如实填写意见单，处理投诉时我社将以此作为重要凭证。 

9．旅游期间因不可抗力（自然灾害、政府行为等）或不可归责于旅行社的意外情况（天气变化、道路堵塞、航班晚

点、飞机机械故障、重大礼宾活动等），导致本次团队旅游行程变更或取消的，产生的损失及增加的额外费用，

旅行社不承担任何责任，但我社负责退还游客未发生的费用。 

10.以上报价已包含现在执行的税金及燃油费，如出票前涨幅请客人补齐差价。由于旅游团机票均为团队票，航空公

司不给退票、改票及改期，如果游客因个人原因临时自愿放弃行程的，机票费用均无法退还，敬请谅解！ 

◆损失： 

因旅行社及客人原因产生的违约责任，均依照【国家旅游局】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共同制定的新版《团队出

境旅游合同》之相关条款处理。 

◆特殊说明： 

1.因航班调整或签证手续等原因，我社保留对出团线路、出团日期变更之权利。 

2.如遇当地公共假期、节日、气候状况，上述行程次序及景点可能临时修改或变更。我社不做预先通知，敬请谅解。 

3.凡因遇天灾、政治及其它不可抗拒因素造成的行程延阻、滞留所产生的费用，需由游客自付。 

4.因天气等人力不可抗拒原因导致飞机延误或取消所产生的一切额外增加费用，需由游客自付。 

5. 

朝鲜不允许短期访问者（包括游客）擅自自由活动，更不允许进入非开放（对外国人）景区或商店进行参观购物。

同时不允许导游带领游客前往对外国人非开放的景区或商店。 

 

※凡因客人故意隐瞒真实身份、提供假资料或之前有过朝鲜签证拒签史、以及其他个人原因而导致此次签证被拒签，

所产生的机票、酒店住宿等费用由客人自行承担，与旅行社无关！ 

“朝鲜观光”旅游须知 
尊敬的游客：您好！ 

    为了让您的旅行更加顺畅愉悦，请您在出发前详细阅读我们为您准备的旅游须知。 

    

您可以携带家用摄像机、照相机、平板电脑、游戏机进入朝鲜。禁止携带诽谤朝鲜的刊物、宣传片，美国、日本、南

朝鲜（韩国）电影或者连续剧、媒体专业摄像机、军用望远镜进入朝鲜。不要拍摄朝鲜的军警人员。当地导游不允许

拍照的地点、落后和不好的景物一定不要拍照。在参观板门店南北军事分界线时，不要和对方的士兵打招呼，以避免

不必要的麻烦。入境朝鲜所携带的各种宣传资料、出团通知书、纪念刊物等书面资料里，均不允许印有朝鲜人民的伟

大领袖的铜像或肖像。否则后果自负。在朝鲜境内，请全程关闭电子设备的 WIFI功能。否则后果自负。朝鲜可以

携带手机入境。如有需要在机场购买当地的SIM卡，装在自己的手机直接打通家人电话。拨打方法：先拨0086（中国

），接着手机号码或者区号和固定电话号码。 

1. 严禁在朝鲜进行观光以外的任何活动及自由活动【如探亲、商务考察、新闻采访、取材等】。决不允许擅自进入

朝鲜百姓的家中。如有需要进行其他活动，应该提前另行申请。 

2. 您携带现金超过人民币20000元或美金5000元，需向中国海关申报。在朝鲜刷不了中国的银联卡，应该携带现金。

您在朝鲜消费可以使用欧元、人民币、美元。但不能使用朝币。所以人民币与朝币之间不需要【也不建议您】兑

换【物价比较：人民币1元=朝币16元】。 

3. 在朝期间，您要听从朝方导游的统一安排，严禁擅自脱团自由活动。若遇身体不适等特殊情况，也需要告知朝方

导游，征得其同意后，方可脱团休息。计划行程以外的地区，一般不允许参观。 

4. 朝方规定，每辆旅游车将安排两位导游。朝鲜导游是朝鲜国家接待外宾的专业工作人员，一般素质较高，中文水

平较好。要尊重朝鲜导游的服务与规定。同朝方人员交往，态度要热情友好、不卑不亢，防止举止轻浮、言语失

态、服饰不整，严禁酗酒。要树立良好的国人形象。要爱护朝鲜的一草一木。若有特殊要求应及时和我社随团领

队协商。 

5. 在朝鲜没有强迫自费项目。但会有一些表示中朝友谊的礼节性费用【如朝中友谊塔献花、万寿台大纪念碑金日成

主席铜像献花等，CNY30元/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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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朝鲜景点大部分都有朝语、英语的专门解说员，朝方导游进行翻译。在其正常完成讲解后，按惯例可以送给其一

些小纪念品。 

7. 因为行程比较紧张，您将很难买到、吃到新鲜的水果。所以建议您自带水果入境。赴朝可免税带进白酒4瓶、香烟

2条。另外，您可带些糖果、饼干、学习用品【赠与少年宫或者中学的小朋友们，以示中朝友谊】及日常药品，以

备您在朝期间自用。带入朝鲜的水果不允许再次带出朝鲜回中国。 

8. 朝鲜的气候为温带季风性气候，雨、旱季分明，年平均降水量为1200mm。年均气温8-12摄氏度。温度与我国辽东

半岛相仿。 

9. 朝鲜的饮食习惯与中国大陆不同。主要以汤、米饭为主，餐餐必以泡菜下饭，很少用炒菜。团队用餐上尽量照顾

国人的饮食习惯，配以炒菜，但是菜式不多。早餐在酒店的餐厅用。旅游旺季【游客多的时候】，一般为自助餐

。旅游淡季【游客少的时候】，则为桌餐。桌餐分为方桌【4-6位】与圆桌【8-10位】。无论方桌还是圆桌，朝鲜

的桌餐以份儿餐安排【3-4位/组】。每组上同样的几样菜和主食。所以在用餐时，一个餐桌上会有同样的几盘菜

。但是您不必担心，只要能够吃得下、吃得惯，在量上是能够得到保证的。朝鲜的团餐厅环境总体上都很不错，

接待及服务很规范。朝鲜团餐中一般都包含基本酒水【纯净水、当地啤酒、白酒】。尽管有时用不上，我们还是

建议您适量带些食品入境，以备不时之需。 

10. “羊角岛国际饭店”【YANGGAKDO INTERNATIONAL 

HOTEL】,是平壤的两家特级酒店之一。在羊角岛国际饭店二楼大堂和每个房间都有IDD国际长途电话服务。打回中

国大陆，CNY17元/分钟。酒店内消费相对较高。房间内备品相对较为齐全【有电吹风】。电源电压为220伏特。电

视节目有CCTV-1、CCTV-4、凤凰等几个中文频道。所有房间的洗手间内都没有地漏。提醒游客注意的是，在浴缸

内淋浴时，务必拉严浴帘；用手盆洗脸、洗衣服时，千万不要把水溅出来。否则会“水漫金山”。 

11. 因语言不通，您想在平壤搭车，必须要有朝方陪同出面。否则无法自行叫到出租车。 

12. 朝鲜没有任何强迫性的旅游购物，完全自愿，也没有时间上的要求。在朝鲜购物一般不能杀价【国家统一售价】

，导游没有拿回佣的说法。您在朝鲜购买的商品，一般要保管好购物凭证。以备出境时朝鲜海关检查。 

13. 平壤时间比北京时间提前1个小时。飞机飞行两个小时即可抵达平壤顺安国际机场。在飞机上提前填写入境卡、海

关申报单、健康检查证。下飞机后过边检。领取托运行李后，通过海关检查站。具体为：（1）入境证件检查【护

照、入境卡】（2）取托运的行李【有两个取行李的传送带。过了入境检查口右手边即是】（3）海关检查【海关

申报单必须如实填写计算机、摄像机、货币等】。您在平壤顺安国际机场内不要大声喧哗，禁止吸烟吐痰。 

14. 朝鲜国情特殊、风俗独特。人民十分敬仰领袖，民族自尊心极强。有礼貌、讲文明。请您入乡随俗，尊敬朝鲜的

国家领袖【称呼为：金日成主席、金正日将军、金正恩同志】。 

15. 我们赴朝旅游的宗旨是通过民间交往，加强中朝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虽然中朝两国

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两国的国情不同。我国现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朝鲜实行的则是国家计划经济。

所以，您对朝鲜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不要妄加评论，不要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 

16. 要讲究文明礼貌。中国是个文明礼仪之邦，我们每一个公民在国外都不要做有损国格、人格的事情。特别要杜绝

随地吐痰、乱扔烟头、随手扔果皮等不良习惯。不能横穿马路、踩踏草坪。 

********************************** 祝您旅途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