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途径深圳会展中心的公交线路 

 
1、乘坐公交：会展中心东侧金田路、西侧益田路、南侧滨河路、北侧福华三路均有公交站点（详见：途径

深圳会展中心的公交线路）  

2、乘坐地铁：会展中心是地铁 1 号线、4 号线枢纽站，通过地下通道可直达会展中心内部，E、D 出口则步

行约 150 米即达会展中心北广场。地铁 1 号线购物公园站 D 出口步行约 150 米即达会展中心西入口（参见

下图）  

 

  3、驾车：经金田路、益田路、福华三路、滨河路可抵达会展中心（参见下图）  



 

 4、进入会展中心：  

  北广场主入口（福华三路）：行人通过扶梯、步阶台阶，可直达二层主通道  

  东侧入口（金田路）：可乘扶梯直达二层主通道  

  西侧入口（益田路）：可乘扶梯直达二层主通道 

 5.途径深圳会展中心的公交线路 

  高交会穿梭巴士专线（6 条线路） 

  线路 1：G1 会展中心（购物公园）—南头检查站  07:50-18:30  2 元 

  会展中心（购物公园）、会展中心地铁站、购物公园地铁站、（回程单边：投资大厦）、特区报社①、

香蜜湖①、深南香蜜立交②、（往程单边：招商银行大厦、深航大厦、竹子林）、（回程单边：招商银行

大厦①、深航大厦①、竹子林①）、园博园②、（往程单边：康佳集团②）、（回程单边：康佳集团）、



锦绣中华②、世界之窗①、（往程单边：白石洲②）、（回程单边：白石洲③）、大冲②、科技园②、深

大北门②、荔香公园、（往程单边：新安古城）、（回程单边：南头总站）、南头检查站 

  线路 2：G2 会展中心（购物公园）—梅林检查站  07:50—18:30  2 元 

  购物公园总站、中海华庭、会展中心、福华三路口、市民中心东、关山月美术馆①、中级法院、福田

党校、梅林检查站 

  线路 3：G3（56 路） 会展中心（民田总站）—莲塘  06:30—21:00  2.5 元 

  民田路总站、中海华庭、会展中心、财富大厦、彩福大厦、武警支队、（回程单边：莲花中学）、莲

花二村、花卉世界①、市话大厦②、华新路、百花四路、百花村、百花二路、百花一路、市少儿图书馆②、

红桂大厦、（回程单边：荔枝园）、振业大厦、人民桥、门诊部①、广深宾馆、京鹏大厦、冶金大厦、新

秀立交②、（往程单边：古玩城、罗芳中学、罗芳南路、武装部培训站、污水处理厂、罗芳耕作口、延芳

中路、罗湖党校）、（回程单边：黄贝岭、罗湖体育馆）、西岭下、莲塘消防中队、鹏兴花园、罗湖外语

学校、莲塘枫景站、梧桐山新居、莲塘 

  线路 4：G4（3 路） 会展中心（购物公园）—水库  06:00—24:00  2 元 

  购物公园、购物公园地铁站、卓越公园、会展中心地铁站、岗厦地铁站、福华新村、（往程单边：福

田中学）、田面、上海宾馆、兴华宾馆东、新闻大厦、地王大厦、人民桥、门诊部②、（返程单边：东门

老街）、东门①、东门中②、留医部①、（返程单边：留医部②）、（往程单边：竹园宾馆）、（回程单

边：竹园宾馆②）、水库新村、水库 

  线路 5：G5 购物公园—会展中心—购物公园  07:50—18:30  2 元 

  购物公园总站、市民中心、大中华国际广场、会展中心、购物公园总站 

  线路 6：G6（371 路） 南岭花园—会展中心（民田公交总站）  06:30—22:00  2 元 

  南岭花园、南岭医院、（往程单边：南景豪庭）、大芬村、布吉街道办、大世纪花园、（往程单边：

龙珠花园）、罗岗路口、荣超花园、（往程单边：布吉联检站、翠竹大厦）、（回程单边：草埔、独树村、

洪湖公园）、田贝四路、梅园路口、福田医院三分院、平安大厦、（往程单边：国税局）、休育馆、（回

程单边：体育馆东）、市话大厦、花卉世界、莲花二村、（回程单边：关山月美术馆）少年宫、市民中心

东、大中华国际广场、福华三路口、会展中心、民田总站 

  途经会展中心周边公交线路一览表 

  会展中心北面（15 条大巴线路） 

  15 路 梅林一村总站—石厦南总站  6:30-22:30 2 元 

  梅林一村总站、（往程单边：梅林水库）、下梅林市场、景鹏大厦、景新花园②、妇儿大厦、商报大

厦、（往程单边：鲁班大厦、莲花山西①、莲花山公园）、（回程单边：鲁班大厦①、红荔新洲路口、莲

花山西②、莲花山公园①）、儿童医院、市民中心、市民中心东、大中华国际广场、福华三路口、会展中

心、益田中路、（回程单边：东方雅苑）、福田区委、石厦学校、众孚小学、石厦、石厦南、石厦南总站 



  50 路 清水河－下沙  7:00-19:00  1.5 元 

  清水河、武警医院、红岗西村、（回程单边：税务登记分局、福田医院三分院）、（往程单边：泥岗

村）、（回程单边：泥岗村②）、深圳信息学院、泥岗西、市话大厦②、（往程单边：海外装饰大厦）、

（回程单边：海外装饰大厦①）、华富路①、上海宾馆西、田面、岗厦、岗厦西、福华三路口、会展中心、

中海华庭、新洲花园、众孚小学、石厦、石厦南、蓝湾半岛、金海湾花园、福荣中路、金域蓝湾、下沙 

    

  56 路 民田路总站-罗芳村  6:30-21:00  2.5 元 

  民田路总站、城中雅苑、会展中心、世纪广场、彩福大厦、武警支队、（回程单边：莲花中学）、莲

花二村、花卉世界①、市话大厦②、华新路、百花四路、百花村、百花二路、百花一路、市少儿图书馆②、

红桂大厦、（回程单边：荔枝园）、振业大厦、人民桥、门诊部①、广深宾馆、京鹏大厦、冶金大厦、新

秀立交②、古玩城、罗芳中学、罗芳南路、武装部培训站、污水处理厂、罗芳耕作口、延芳中路、罗湖党

校、西岭下、莲塘消防中队、鹏兴花园、罗湖外语学校、国威路、莲塘工业区、莲塘 

  64 路 布心（山湖居）—福田客运站  6:00-22:30 2.5 元 

  布心山湖居、东昌北、华城百货、东湖路、景忆山庄、彩世界家园、东湖宾馆、水库、党校、竹园宾

馆、留医部、东门中、东门（东门老街）、工人文化宫、人民桥、振业大厦、六支队礼堂、荔枝公园、市

少儿图书馆、妇幼医院、圣廷苑酒店、新华村、深大电话公司、花卉市场、莲花二村、关山月美术馆、儿

童医院、市民中心、中心书城、市民中心东、大中华国际广场、福华三路口、会展中心、福田实验学校、

福田体育公园、天安数码城、福田客运站 

  71 路 公交大厦-上沙  6:30-21:30  2 元 

  公交大厦总站、(往程单边：公交大厦）、彩田村、莲花山北、莲花北村、北大医院、商报社、莲花山

西、莲花山公园、少年宫、市民中心东、大中华国际广场、福华三路口、会展中心、东方雅苑、皇岗公园、

益田村、妇幼保健院、新洲村、仁爱医院、金地一路、沙嘴、（往程单边：金海湾花园）、（回城单边：

福荣路中）、上沙 

  76 路 梅林检查站-妈湾  6:30-21:30  2-6 元 

  梅林检查站、福田党校、中级法院、莲花中学、武警支队（返梅林检查站方向）、市民中心东、大中

华国际广场、福华三路口、会展中心、东方雅苑、皇岗公园、益田村、妇幼保健院、新洲村、沙尾、上沙

村、上沙、下沙、红树林、滨海中、深湾二路口、滨海之窗、后海立交、荔园大厦、向南东村、华联花园、

南园村、南山影剧院、南山村、南山党校、信诺公司、太子山庄、青青世界、深大附中、南山花园、荔湾

路西、月亮湾花园、妈湾 

  80 路 蛇口渔港（望海路）-草埔（理想新城）  6:30-22:00  2-7 元 

  蛇口渔港、南海玫瑰园、公园南路、蛇口戏院、蛇口医院、蛇口新街、东角头、永乐新村、湾厦村委、

半岛花园、海月花园、文化广场、南油酒店、（往程单边：东滨路口）、南油大厦、南山邮局、新能源、

海雅百货、后海立交、滨海之窗、滨海中、红树林、下沙、上沙、上沙村、沙尾、新洲村、妇幼保健院、

益田村、皇岗公园、东方雅苑、益田中路、会展中心、世纪广场、岗厦村、彩福大厦、（往程单边：岗厦）、



（回程单边：福华新村）、田面、上海宾馆西、华富路、航苑大厦、华强宾馆、赛博数码广场、振华中、

（往程单边：二医院门诊部）、海外装饰大厦、华富路口、华强路口、振兴中、华发大厦、（回程单边：

建艺大厦）、荔园小学、市少儿图书馆、红桂大厦、（往程单边：天地大厦）、西湖宾馆、笋岗仓库、罗

湖人才市场、人才大市场、梨园路、梨园路东、田心村、笋岗村、洪湖公园、（回程单边：布吉农贸市场）、

红岗花园、泥岗桥、（往程单边：独树村）、草埔、草埔村口、吓屋村、绿景山庄、华港新村、理想新城 

  109 路 皇岗口岸-海上世界  6:30-21:00  2 元 

  皇岗口岸、（往程单边：联合广场）、（回程单边：福华新村、岗厦村）、世纪广场、会展中心、中

海华庭、（往程单边：购物公园）、特区报社、香蜜湖、水上乐园、招商银行大厦、深航大厦、竹子林、

园博园、康佳集团、锦绣中华、何香凝美术馆、世界之窗、白石洲、沙河东路口、（回程单边：石洲北）、

世纪村、南山外语学校高新分部 、高新南十一道、阳光带海滨城、科苑南路南、白石路、深大南区运动场、

桂庙村口、南山文化中心、北师大附小、后海新村、海月花园、半岛花园、湾厦村委、永乐新村、东角头、

蛇口新街、蛇口医院、蛇口戏院、公园路南、南海玫瑰园东、南海玫瑰园西、海上世界总站 

  221 路 购物公园-清水河  6:30-21:00  2 元 

  民田路总站、中海华庭、会展中心、福华三路口、市民中心东、（回程单边：少年宫）、关山月美术

馆①、莲花二村②、花卉世界①、市话大厦②、华新路、百花四路、百花村、百花二路、百花一路、计生

中心、八卦岭②、园岭新村、市检察院、税务登记分局、红岗西村、武警医院、清水河总站 

  235 路 皇岗口岸—西丽留仙居  留仙居 6:30－20:00 皇岸口岸 6:30－21:30  2 元 

  皇岗口岸、联合广场、高级技校、福民新村、口岸大队、福强路口、福田保健院、皇岗村、（往程单

边：东方雅苑）、益田中路、会展中心、福华三路口、大中华国际广场、市民中心东、市民中心、儿童医

院、（往程：莲花山公园①）、（回程：莲花山公园）、莲花山西②、（往程：鲁班大厦）、（回程：鲁

班大厦②）、市（往程：政大厦）、（回程：市政大厦②）、香蜜湖北、农园路、高级中学北门、泽田路

口、经济犯罪侦察局、鸿新花园、（回程单边：园博园北门）、侨城东路口、华侨城医院、沙河建工村、

桃源村东、桃源村、收容教育所、龙联花园、龙辉花园、珠光村、西丽体育公园、西丽医院东、新围村、

西丽医院、西丽留仙居、留仙居总站 

  371 路 南岭花园—民田公交总站  6：30—22：00  2 元 

  南岭花园、南岭医院、（往程单边：南景豪庭）、大芬村、布吉街道办、大世纪花园、（往程单边：

龙珠花园）、罗岗路口、荣超花园、（往程单边：布吉联检站、翠竹大厦）、（回程单边：草埔、独树村、

洪湖公园）、田贝四路、梅园路口、福田医院三分院、平安大厦、（往程单边：国税局）、休育馆、（回

程单边：体育馆东）、市话大厦、花卉世界、莲花二村、（回程单边：关山月美术馆）少年宫、市民中心

东、大中华国际广场、福华三路口、会展中心、民田总站 

  374 路 安托山-布吉康桥花园(宝鼎威)  5:40-23:00  2 元 

  安托山总站、农林中、竹园小学、深南中学、下沙、上沙村、金地花园、沙嘴、金海湾花园、蓝湾半

岛、益田小学、教育学院附中、益田市场、皇岗公园、东方雅园、市民中心、中心书城、市民中心东、大

中华国际广场、福华三路口、会展中心、儿童医院、莲花山公园、莲花山西、商报社、景鹏大厦、下梅林

市场、梅林一村、梅林三村、梅林三村东、上梅林市场、梅林医院、万科大厦、市技能训练中心、笔架山



水厂、银湖汽车站、深圳信息学院（单边）、泥岗村、宝安北路口、红岗花园、泥岗桥、独树村、草埔(单

边)、布吉检查站、荣超花园、荣华路、信义假日名城、大世纪花园、盈翠花园、康桥花园(宝鼎威) 

  375 路 福田保税区-布吉半岛花园  福田 5:40-24:00 布吉 5：40-23：00  3 元 

  福田保税区、椰风路口、椰风路口南、绒花路口、益田市场、益田村、妇幼保健院、众孚小学、新洲

花园、中海华庭、会展中心、世纪广场、彩福大厦、人才大厦、中心公园、振华西路、航苑大厦、华强宾

馆、振华中、二医院门诊部、计生中心、八卦岭、市检察院、税务登记分局、宝安北路口、红岗花园、泥

岗桥、独树村、草埔、布吉检查站、荣超花园、百合星城、大世纪花园、布吉街道办事处、布吉半岛花园 

  379 路 民田总站—南岭吉厦居委  6:30--22:30  3 元 

  民田公交总站、会展中心、世纪中心、岗厦村、彩福大厦、武警支队、莲花二村、花卉世界、市话大

厦、体育馆、八卦岭、园岭新村、帝豪酒店、桂园中学、笋岗桥、儿童公园、田贝、田贝四路、翠北小学、

翠竹大厦、松泉公寓、金威啤酒街、布心市场、彩世界家园、沙湾关口、沙湾汽车站 

  机场 9 线 皇岗口岸-宝安机场  6:20-22:00  2-20 元 

  皇岗口岸、会展中心、宝安机场 

  会展中心西侧（2 条大巴线路） 

  80 路 蛇口渔港（望海路）-草埔（理想新城）  6:30-22:00  2-7 元 

  蛇口渔港、南海玫瑰园、公园南路、蛇口戏院、蛇口医院、蛇口新街、东角头、永乐新村、湾厦村委、

半岛花园、海月花园、文化广场、南油酒店（东滨路未修通前临时停靠爱榕园、玫瑰园、蛇口沃尔玛）、

东滨路口（往草埔方向）、南油大厦、南山邮局、新能源、海雅百货、后海立交、滨海之窗、滨海中、红

树林、下沙、上沙、上沙村、沙尾、新洲村、妇幼保健院、益田村、皇岗公园、东方雅苑、益田中路、会

展中心、世纪广场、岗厦村、彩福大厦、岗厦（往草埔方向）、福华新村（返蛇口渔港方向）、田面、上

海宾馆西、华富路、航苑大厦、华强宾馆、赛博数码广场、振华中、二医院门诊部（往草埔方向）、海外

装饰大厦、华富路口、华强路口、振兴中、华发大厦、建艺大厦（返蛇口渔港方向）、荔园小学、市少儿

图书馆、红桂大厦、天地大厦（往草埔方向）、西湖宾馆、笋岗仓库、罗湖人才市场、人才大市场、梨园

路、梨园路东、田心村、笋岗村、洪湖公园、布吉农贸市场（返蛇口渔港方向）、红岗花园、泥岗桥、独

树村（往草埔方向）、草埔、草埔村口、吓屋村、绿景山庄、华港新村、理想新城 

  398 路 龙岗区汽车站—购物公园  6:00-20:30  2-10 元 

  留学生创业园、龙城中学高中部、官井头、沙岭、平湖部队、南城百货、富玮制品厂、华南国际工业

原料城、海华工业区、上木古、上李朗村口、布吉交警中队、东方半岛花园、大世纪花园、布吉天虹商场、

南下小学、布吉医院、布吉公园、布吉街、布吉联检站、泥岗西、笔架山公园、莲花一村、会展中心地铁

站、卓越大厦、益田中路、中海华庭、购物公园总站. 

  会展中心南面（7 条大巴线路） 

  J1 路 面粉厂-东部华侨城  面粉厂 6：30-20：00 东部华侨城 6：30-21：00  2-10 元 



  面粉厂、蛇口码头、海上世界、南玻大厦、招商大厦、蛇口医院、蛇口新街、东角头、湾厦村委、半

岛花园、海月花园、后海新村、北师大附小、（往程单边：南山文化中心）、学府中学、海岸城、（往程

单边：环东路）、(回程单边：漾日湾畔)、红树林、下沙、(回程单边：上沙）、福田实验学校、会展中心

南、联合广场、岗边村、上步中学、黄贝岭、罗湖体育馆、莲塘②、畔山花园、长岭、沙头角海关、三家

店、盐田区政府、盐田汽车站、沙头角保税区、海港大厦、西山吓、万科、万科东海岸、盐田外国语学校、

中兴通讯学院、海滨浴场、大梅沙、梅沙街道办、东部华侨城 

    

  229 路 宁水花园—南头火车站  6:30--21:00  2-6 元 

  宁水花园、碧波花园、天井湖、荷花市场、华丽环岛、爱国大厦、罗湖区委、文锦中学、春风万佳、

丽都酒店、阳光酒店、金光华广场、金威大厦、鹿丹村、滨江新村、上步南天桥、上步中学、无委大厦、

岗边村、福滨新村、联合广场、皇岗村北、会展中心南、福田实验学校、福田体育公园、（往程单边：上

沙）、下沙、红树林、滨海科苑立交、沙河西立交、（往程单边：科苑路南、海德三道）、（回程单边：

环东路）、海岸城、观海台、创业路东、北师大附小、后海新村、南油酒店、工业十路、东滨路中、城市

山林东、城市山林西、南山党校、南山村西、南园小学、南山残联、阳光棕榈园、南头火车站 

  353 路 坪地汽车站-火车西站  5:40--21:30  2-10 元 

  坪地汽车站、坪地街道办、坪洲百货、顺德家具城、富龙山大酒店、集银皮革广场、龙岗中心医院、

龙岗阁、五洲风情、龙岗街道办、南约路口、南联社区、向前社区、龙城广场、区文化中心、区政府、世

贸百货、区公安分局、紫薇花园、妇儿中心、海关大厦、和兴花园、龙岗党校、龙岗中专、黄阁翠苑、教

苑中学、区老干中心、建新社区、荷坳路口、武警医院、红岗西村、税务登记分局、市检察院、建设集团、

荔枝公园、红岭南路、滨江新村、上步南天桥、无委大厦、赤尾天桥、岗边村、福滨新村、联合广场、会

展中心南、福田实验学校、福田体育公园、上沙、下沙、滨海东、红树林、滨海中、深湾二路口、滨海之

窗、后海立交、荔园大厦、南航公司、南山医院东、深发展南头支行、南贸市场、南头街道办、星海名城、

大新村、阳光棕榈园、南头火车站 

  382 路 仙湖植物园-留仙洞工业区  6:00--22:00  2-9.5 元 

  仙湖植物园、鹏兴花园、莲塘消防中队、西岭下、罗湖体育馆、黄贝岭、新秀立交、冶金大厦、（往

程单边：文锦南路）、文锦中学、春风万佳、罗湖医院、鹿丹村、滨江新村、上步南天桥、上步中学、无

委大厦、岗边村、福滨新村、联合广场、会展中心南、福田实验学校、福田体育公园、上沙、下沙、红树

林、滨海之窗、后海立交、荔园大厦、向南东村、南山市场、田厦村、南贸市场、南山法院、南新路口、

南头检查站、（往程单边：沁园公园）、宝安万佳、区交通局、光大银行、工商证券、惠中化纤、东联工

业村、新福市场、宝安金威啤酒厂、留仙洞工业区 

  369 路 布吉水径阳光花园-青青世界  5:00--22:30  2-9 元 

  布吉水径阳光花园、布吉中学、布吉医院、布吉街、布吉检查站、洪湖公园、田贝、东门中、金城大

厦、罗湖小学、鹿丹村、上步中学、无委大厦、会展中心南、福田实验学校、上沙、下沙、金海燕花园、

世界之窗、大冲、科技园、南山文体中心、桂庙路口、海润公司、亿利达大厦、南山邮局、南油大厦、东

滨路中、城市山林东、太子山庄、青青世界 



  337 路 海上田园-罗湖武警招待所  5:50--22:30  2-10 元 

  海上田园、民主四村、沙井码头、水产油站、新桥、沙井镇路口、上南酒店、上南加油站、凤凰路口、

福永镇路口、金泰家私城、水浪加油站、机场站、机场路口、兴围村、黄田村、鹤洲路口、中华商贸城、

三围村、固戍路口、臣田工业区、西乡医院、西乡大门、自来水厂、翻身村、宝安区政府、南头检查站、

（回程单边：南头中学）、南头、南山文体中心、南山医院东、荔园大厦、后海立交、滨海之窗、红树林、

下沙、上沙、福田体育公园、福田实验学校、会展中心南、联合广场、福滨新村、岗边村、无委大厦、上

步中学、上步南天桥、滨江新村、鹿丹村、[往程单边：宝安南路、门诊部、国贸（回程单边：金威大厦）、

罗湖小学、罗湖武警招待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