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巴士集团公交线路信息表 （2021年11月）

序号 业户名称 线路编号 起点站 终点站 上行途径站点 下行途径站点 上行途径道路 下行途径道路

1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1 布心总站 火车站

布心总站、布心小学、彩世界家园、东湖人行天桥、水库、泰

宁小学、百仕达东郡、百仕达花园、五方广场、田贝四路、田

贝新村、洪湖沃尔玛、深圳中学、晒布路、东门③、金城大厦

②、金光华广场、罗湖小学②、人民南地铁站、火车站

火车站、人民南地铁站、罗湖小学②、国贸①、东门③、东门中

①、儿童公园①、洪湖沃尔玛、田贝新村、田贝四路、五方广场

、百仕达花园、百仕达东郡、东湖客运站、水库、布心总站

布心路辅路、东乐路、太白路、东湖路、沙湾路、爱国路辅路、爱

国路、太宁路、田贝四路、文锦北路、洪湖路、人民北路、晒布路

、东门中路、东门南路、嘉宾路、人民南路

人民南路、深南东路、东门南路、东门中路、雅园立交、文锦中路、雅园立

交、笋岗东路、洪湖路、田贝四路、太宁路、东乐路、太安路、爱国路辅路

、爱国路、爱国路辅路、爱国路、沙湾路、爱国路辅路、布心路辅路

2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 草埔地铁站总站 北斗总站

草埔地铁站总站、草埔地铁站⑧、草埔村口、绿景山庄、华港

新村、理想新城、戒毒所、布心山庄、金稻田路口、东昌北、

太白路中、松泉公寓、翠竹大厦、田贝地铁站、康宁医院、翠

竹万家、翠竹苑、螺岭、罗湖区委、文锦南路、文锦渡口岸、

北斗总站、

北斗总站、文锦渡口岸、文锦南路、罗湖区委、螺岭、翠竹苑、

翠竹万家、康宁医院、田贝地铁站、翠竹大厦、松泉公寓、太白

路中、东昌北、金稻田路口、布心山庄、戒毒所、理想新城、华

港新村、绿景山庄、草埔村口、草埔地铁站①、草埔地铁站总站

、

龙岗大道辅路、草埔立交桥、翠茵路、金稻田路、金稻田路、东昌

路、太白路、翠竹路、翠竹路、翠竹路、东门北路、雅园立交、文

锦中路、文锦南路、沿河南路辅路、锦联二路、

锦联二路、北斗路、沿河南路辅路、文锦南路、文锦中路、雅园立交、东门

北路、翠竹路、翠竹路、翠竹路、翠竹路、太白路、东昌路、金稻田路、金

稻田路、南环路、金稻田路、翠茵路、草埔立交桥、文锦北路、龙岗大道、

湖南立交、龙岗大道辅路、龙岗大道辅路、龙岗大道、龙岗大道辅路、

3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3 水库总站

购物公园地铁公交

接驳站

水库总站、水库新村①、竹园宾馆②、留医部②、东门中①、

东门②、人民桥、市公安局①、新闻大厦、兴华宾馆东、上海

宾馆、田面、福华新村、岗厦地铁站、会展中心地铁站、卓越

时代广场、购物公园地铁站、购物公园地铁公交接驳站

购物公园地铁公交接驳站、购物公园地铁站、卓越时代广场、会

展中心地铁站、岗厦地铁站、福华新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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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门②、东

门中①、留医部①、竹园宾馆、水库新村、水库总站

爱国路、爱国路辅路、东门北路、东门中路、深南东路、宝安南路

、解放路、深南东路、深南中路、深南大道、深南皇岗立交、皇岗

路、福华立交、福华路、民田路

民田路、福华路、福华路、福田路、深南大道、深南中路、深南东路、东门

南路、东门中路、东门北路、怡景路、爱国路、爱国路、

4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4 银湖总站 银湖总站

银湖总站、金湖山庄、银湖蓝山、银湖山庄、银湖汽车站②、

体育馆东、市健研中心、荔园小学通新岭校区、市总工会、科

学馆地铁接驳站、市总工会、荔园小学通新岭校区、市健研中

心、体育馆东、银湖汽车站①、金湖山庄、银湖总站

银湖立交、北环大道辅路、上步北路、上步路、上步南路、上步路

、上步中路、上步路、上步中路、上步路、上步北路、北环上步立

交、北环大道辅路、银湖立交、银湖路

5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5 银湖汽车站总站 北斗总站

银湖汽车站总站、银湖蓝山、银湖山庄、银湖汽车站②、深中

泥岗分校、泥岗村①、红岭泥岗立交、市检察院②、园岭地铁

站、桂园中学、笋岗桥、儿童公园①、东门中②、东门⑤、金

城大厦②、丽都酒店②、罗湖医院春风院区、文锦渡客运站南

、文锦渡口岸、北斗总站

北斗总站、文锦渡口岸、文锦中学、罗湖医院春风院区、丽都酒

店①、金城大厦②、东门⑤、东门中②、儿童公园①、笋岗桥、

桂园中学、园岭地铁站、市检察院①、红岭泥岗立交、泥岗村①

、深中泥岗分校、银湖汽车站①、银湖汽车站总站

银湖路、金湖路、北环大道、泥岗西路、红岭北路、笋岗东路、东

门中路、东门南路、春风路、沿河南路、新安路、锦联二路

锦联二路、沿河南路、文锦南路、春风路、东门南路、东门中路、笋岗东路

、红岭北路、泥岗西路、北环大道、银湖路

6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7 颂德花园公交总站 丰泽湖山庄总站

颂德花园公交总站、高达苑、福田农批市场、梅林一村、梅林

二村、梅秀路口、梅林街道办、上梅林村、梅华中康路口、梅

华路东、凯丰花园、档案中心、翰岭院、梅东五路、艺丰花园

、丰泽湖山庄总站

丰泽湖山庄总站、民乐地铁站、梅龙天桥、梅东五路、翰岭院、

档案中心、凯丰花园、梅华路东、梅华中康路口、上梅林村、梅

林街道办、梅林二村、梅林一村①、梅山苑、颂德花园公交总站

下梅林一街、梅林路、梅秀路、梅华路、凯丰路、梅东二路、梅东

五路、梅林路、彩田路、梅观路、星丰路

星丰路、梅观路、皇岗路、梅林路、梅东五路、梅东二路、凯丰路、梅华路

、梅秀路、梅林路、梅山街、下梅林二街

7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8 六约新村总站

火车站西广场公交

总站

六约新村总站、六约新村、深坑工业区、振业城西、深坑居民

小组、金银坑、丹竹头地铁站③、大芬地铁站①、龙珠花园②

、宝丽路口、粤宝、章輋村、青湖山庄、清水河物流园区、清

水河、深圳边检总站医院②、红岗西村、红岭泥岗立交、友谊

医院、八卦路、劳动就业大厦、市健研中心、荔园小学通新岭

校区、市总工会、新闻大厦、红岭南路①、鹿丹村、金威大厦

、穿孔桥、渔民村、火车站西广场公交总站

火车站西广场公交总站、渔民村、穿孔桥、金威大厦、鹿丹村、

红岭南路①、新闻大厦、市总工会、荔园小学通新岭校区、市健

研中心、劳动就业大厦、八卦路、八卦岭社康中心、友谊医院、

红岭泥岗立交、红岗西村、深圳边检总站医院①、清水河物流园

区、青湖山庄、章輋村、粤宝、宝丽路口、深圳东站①、龙珠花

园①、大芬地铁站①、丹竹头地铁站①、金银坑①、振业城西、

深坑工业区、六约新村、六约新村总站

无名路、环城西路、无名路、百鸽路、湖南路、布吉街、无名路、

红岗路、无名路、红岭北路、无名路、八卦三路、无名路、和平路

、无名路、和平路

和平路、无名路、和平路、嘉宾路、宝安南路、滨河大道辅道、滨河红岭立

交、红岭南路、红岭中路、深南东路、深南中路、上步路、上步中路、上步

路、上步中路、上步路、上步北路、八卦一路、八卦二路、八卦路、八卦三

路、梅园路、红岭北路、红岗路、无名路、红岗路、无名路、红岗路、粤宝

路、湖南路、湖南立交、龙岗大道辅路、龙岗大道、无名路、龙岗大道、无

名路、龙岗大道、无名路、龙岗大道、无名路、龙岗大道、深峰路、红棉路

、环城西路、无名路

8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高峰专线29号 六约新村总站 福田高铁站

六约新村总站、六约新村、深坑工业区、振业城西、深坑居民

小组、金银坑、丹竹头社区、左庭右院①、大龙山物流园、石

芽岭公园、布龙立交、大世纪花园、布吉天虹、布吉中学、森

鑫源学校、金沙花园、东升学校、莲花山庄、德福花园、钱排

村、德兴花园、章輋村、青湖山庄、清水河物流园区、清水河

、深圳边检总站医院②、红岗西村、红岭泥岗立交、市检察院

②、园岭新村、市健研中心、荔园小学通新岭校区、市总工会

、兴华宾馆西、上海宾馆、田面、福华新村、岗厦地铁站、会

展中心地铁站、信息枢纽大厦、福田高铁站

福田高铁站、卓越时代广场、会展中心地铁站、岗厦地铁站、福

华新村、福田中学、田面、上海宾馆、兴华宾馆西、市总工会、

荔园小学通新岭校区、市健研中心、笋岗八卦路口②、市检察院

②、红岭泥岗立交、红岗西村、深圳边检总站医院①、清水河物

流园区、青湖山庄、章輋村、德兴花园、钱排村、德福花园、莲

花山庄、东升学校、金沙花园、森鑫源学校、布吉中学、布吉天

虹、大世纪花园、布龙立交、石芽岭公园、大龙山物流园、布澜

路口、丹竹头地铁站②、金银坑②、振业城西、深坑工业区、六

约新村、六约新村总站

无名路、红棉路、无名路、红棉路、深峰路、龙岗大道、无名路、

龙岗大道、龙岗大道辅路、立信路、红棉路、东西干道、中兴路、

储运路、中兴路、吉华路、无名路、西环路、无名路、西环路、红

岗路、无名路、红岗路、红岭北路、无名路、红岭北路、笋岗西路

、上步路、上步中路、上步路、无名路、上步路、上步中路、上步

路、深南中路、深南大道、深南皇岗立交、皇岗路、福华立交、福

华路、无名路、福华路、益田路、深南益田立交

深南益田立交、深南大道、无名路、福华一路、益田路、福华路、无名路、

福华路、福田路、无名路、福田路、深南大道、深南中路、上步路、上步中

路、上步路、上步中路、笋岗西路、笋岗东路、红岭中路、红岭北路、红岗

路、无名路、红岗路、无名路、红岗路、粤宝路、西环路、无名路、西环路

、吉华路、中兴路、东西干道、布澜路、龙岗大道、深峰路、红棉路、环城

西路、无名路

9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10 黄埔雅苑公交总站 东湖公园南门总站

黄埔雅苑公交总站、黄埔雅苑、儿童医院、中心书城北、关山

月美术馆②、莲花二村②、园心苑①、华新村、圣廷苑酒店、

妇儿医院、少儿图书馆、荔枝公园①、地王大厦、人民桥、门

诊部①、湖贝地铁站、京鹏大厦、冶金大厦、黄贝岭地铁站④

、黄贝岭、罗湖行政服务大厅、东湖公园南门总站

东湖公园南门总站、黄贝岭、黄贝岭地铁站①、冶金大厦、京鹏

大厦、湖贝地铁站、门诊部①、人民桥、市公安局①、荔枝公园

①、少儿图书馆、妇儿医院、圣廷苑酒店、华新村、园心苑①、

莲花二村②、关山月美术馆②、中心书城北、儿童医院、黄埔雅

苑、黄埔雅苑公交总站

鹏程一路、福中路、益田路、红荔路、红岭中路、深南东路、深南

沿河立交桥、沿河北路辅路、罗芳立交桥、罗沙路、罗芳路、经一

路、经二路、延芳路

延芳路、罗芳路、罗沙路、罗芳立交桥、沿河北路、沿河北路出口、沿河北

路辅路、深南沿河立交桥、深南东路、、深南东路、宝安南路、解放路、、

深南东路、、深南东路、红岭中路、红荔路、、红荔路、、红荔路、、红荔

路、、红荔路、益田路、福中路、民田路

10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11 紫薇阁总站 国贸①

紫薇阁总站、景田北、监控中心、景新花园②、北大医院②、

莲花北村①、彩田村①、公交大厦、莲花一村、笔架山公园、

市二医院①、体育馆，笋岗八卦路口②、园岭新村、罗湖税务

局②、桂园中学、笋岗桥、深圳中学、晒布路、东门②、金城

大厦②、阳光酒店、国贸①

国贸①、东门②、东门中①、儿童公园①、笋岗桥、桂园中学、
罗湖税务局②、园岭新村、笋岗八卦路口②、体育馆①、市二医

院①、笔架山公园、莲花一村、公交大厦、彩田村①、莲花北村

①、北大医院②、景新花园②、监控中心、景田北、紫薇阁总站

景田路、莲花路、莲花立交桥、笋岗西路、黄木岗立交桥、笋岗西

路、笋岗东路、笋岗东立交桥、笋岗东路、人民北路、晒布路、东

门中路、东门南路、嘉宾路、人民南路

人民南路、深南东路、东门中路、笋岗东路、笋岗东路跨线桥、笋岗东路、

笋岗东立交桥、笋岗东路、笋岗西路、黄木岗立交桥、笋岗西路、莲花立交

桥、莲花路、景田路

11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12

福田农批市场总站

（下梅林总站）
火车站

福田农批市场总站（下梅林总站）、福田农批市场、下梅林市

场②、景鹏大厦、北大医院②、莲花北村①、彩田村①、公交

大厦、莲花一村、笔架山公园、市二医院②、华新村临时站、
圣廷苑酒店、妇儿医院、荔园小学通新岭校区、市总工会、市

委、地王大厦、人民桥、国贸、罗湖小学②、火车站

火车站、罗湖小学②、国贸①、人民桥、市公安局①、市委、市

总工会、荔园小学通新岭校区、妇儿医院、圣廷苑酒店、华新村

临时站、市二医院①、笔架山公园、莲花一村、公交大厦、彩田
村①、莲花北村①、北大医院②、景鹏大厦、下梅林市场、福田

农批市场、福田农批市场总站（下梅林总站）

梅林路、梅丽路、梅华路、新洲路、莲花路、笋岗西路、华富路、

红荔路、上步路、上步中路、上步路、深南中路、深南东路、人民
南路

人民南路、深南东路、人民南路、深南东路、人民南路、深南东路、宝安南

路、解放路、深南东路、深南中路、上步路、上步中路、上步路、红荔路、

上步路、红荔路、上步路、红荔路、华富路、笋岗西路、莲花路、新洲路、

梅华路、梅丽路、梅林路

12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13 宁水花园总站 上步码头总站

宁水花园总站、碧波花园、天井湖、荷花市场、华丽环岛、木

头龙、儿童公园①、笋岗桥、桂园中学、罗湖税务局①、建设

集团、少儿图书馆、妇儿医院、群星广场、华新村、海外装饰

大厦②、第一职业技术学校、上海宾馆、华强南、上步码头总

站

上步码头总站、华强南、上海宾馆、第一职业技术学校②、海外

装饰大厦②、华新村、群星广场、妇儿医院、少儿图书馆、建设
集团、罗湖税务局②、桂园中学、笋岗桥、儿童公园①、木头龙

、华丽环岛、荷花市场、天井湖、碧波花园、宁水花园总站

黄贝北支路、黄贝路、华丽路、翠竹路、东门北路、雅园立交、笋

岗东路、红岭中路、红荔路、华富路、深南大道、无名路、深南大
道、深南皇岗立交、皇岗路、振华西路、振华路、华富路、深南大

道、华强南路、华强南立交、滨河大道、华强南路、无名路

无名路、华强南路、深南大道、深南皇岗立交、皇岗路、振华西路、振华路

、华富路、红荔路、红岭中路、笋岗东路、雅园立交、文锦中路、雅园立交

、东门北路、华丽路、黄贝路、黄贝北支路

13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14 北斗总站 莲花山总站

北斗总站、北斗小学、文锦中学、罗湖医院春风院区、丽都酒

店①、海燕大厦、金威大厦、宝安南路、地王大厦、红岭南路

①、红岭岁宝、上步小学、新城市广场、兴华宾馆西、赛格广

场、上海宾馆、田面、福华新村、福景大厦、关山月美术馆②

、莲花山公园①、莲花山总站

莲花山总站、商报社、北大医院②、莲花北村①、彩田村①、公

交大厦、莲花中学、福景大厦、福华新村、福田中学、田面、上

海宾馆、赛格广场、兴华宾馆西、新城市广场、上步小学、埔尾

路、红岭南路②、地王大厦、宝安南路、金威大厦、海燕大厦、

丽都酒店②、罗湖医院春风院区、文锦中学、北斗小学、北斗总

站

锦联二路、北斗路、春风路、东门南路、嘉宾路、建设路、和平路

、嘉宾路、宝安南路、深南东路、红岭中路、红岭南路、东园路、

同心路、南园路、上步南路、南园路、上步南路、上步路、深南中

路、深南大道、深南皇岗立交、皇岗路、福华立交、福华路、彩田

路、红荔路

新洲路、莲花路、莲花立交、彩田路、福华路、福田路、深南大道、深南中

路、上步南路、南园路、同心路、东园路、巴登街、埔尾路、埔尾街、金华

街、红岭南路、深南东路、宝安南路、嘉宾路、东门南路、春风路、北斗路

、锦联二路



序号 业户名称 线路编号 起点站 终点站 上行途径站点 下行途径站点 上行途径道路 下行途径道路

14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17 水库总站 火车站

水库总站、水库新村②、怡景花园、荷花市场、华丽环岛、黄

贝派出所、凤凰街、京鹏大厦、湖贝地铁站、金城大厦②、罗

湖小学、人民南地铁站、火车站、

火车站、人民南地铁站、罗湖小学、金城大厦②、湖贝小学、湖

贝中路、罗湖交警大队、凤凰街、黄贝派出所、怡景小学、荷花

市场、怡景花园、水库新村、水库总站、

爱国路、怡景路、黄贝路、华丽路、凤凰路、文锦中路、深南东路

、东门南路、嘉宾路、人民南路

建设路、人民南路、嘉宾路、东门南路、东门中路、湖贝路、凤凰路、华丽

路、黄贝路、怡景路、爱国路

15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18 草埔地铁站总站

火车站西广场公交

总站

草埔地铁站总站、草埔地铁站⑧、独树村、泥岗桥、田心村、

笋岗村牌坊、笋岗街道办、罗湖人才市场、笋岗仓库、西湖宾

馆、振业大厦、宝安南路、金威大厦、穿孔桥、渔民村、火车

站西广场公交总站、

火车站西广场公交总站、渔民村、穿孔桥、金威大厦、宝安南路

、振业大厦、深港豪苑、西湖宾馆、笋岗仓库、罗湖人才市场、

笋岗街道办、笋岗村牌坊、田心村、红岗花园、泥岗桥、独树村

③、草埔地铁站①、草埔地铁站总站、

龙岗大道、布吉路、文锦北路、布心路、泥岗东路、泥岗宝岗立交

桥、宝岗路、梅园路、宝安北路、宝安南路、嘉宾路、和平路

和平路、嘉宾路、宝安南路、宝安北路、梅园路、宝岗路、泥岗东路、布心

路、洪湖立交桥、文锦北路、布吉路、龙岗大道、布吉高架桥、龙岗大道

16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19 桃源村总站 滨海之窗南

桃源村总站、桃源村、龙井地铁站、新屋村、珠光地铁站①、

珠光村①、桃源文体中心、珠光北路、众冠花园、西丽法庭①

、西丽社区②、茶光、松坪山、英伦名苑、大冲②、科技园②

、深大北门②、深圳大学、桂庙新村、南山书城地铁站②、佳

嘉豪苑、创业路东、海岸城、滨海之窗南

滨海之窗南、海岸城、创业路东、佳嘉豪苑、南山书城地铁站①

、桂庙新村、深圳大学、深大北门②、科技园②、大冲②、英伦

名苑、松坪山、茶光①、西丽社区②、桃源文体中心、珠光村①

、珠光地铁站①、新屋村、龙井地铁站、桃源村、桃源村总站

无名路、龙珠六路、龙珠大道、龙珠二路、珠光路、珠光北路、留

仙大道、沙河西路、沙河西路（南）、深南沙河立交、深南大道、

深南南海立交、南海大道、创业路、文心五路、海德三道

海德三道、后海大道、滨海大道辅路、文心五路、创业路、南海大道、桃园

路、南海大道、深南南海立交、深南大道、沙河西路、珠光路、龙珠二路、

龙珠大道、龙珠六路、无名路

17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1 紫薇阁总站

同乐村总站（中山

园停车场）

紫薇阁总站、景田北、监控中心、妇儿大厦、景龙小学、鲁班

大厦②、市政大厦、香蜜二村、香梅深南路口、香蜜湖①、深

南香蜜立交②、深航大厦①、竹子林①、园博园①、侨城东地

铁站、何香凝美术馆①、世界之窗①、白石洲①、大冲②、科

技园②、深大北门②、荔香公园、南山公安分局、中山公园东

门、南山农批市场、中山园、同乐学校、同乐村、同乐村总站

（中山园停车场）、

同乐村总站（中山园停车场）、同乐村、同乐学校、中山园、南

山农批市场、中山公园东门、南山公安分局、荔香公园、深大北

门②、科技园②、大冲②、白石洲①、世界之窗①、何香凝美术

馆、锦绣中华①、侨城东地铁站、园博园①、竹子林①、深航大

厦①、招商银行大厦①、深南香蜜立交②、香梅深南路口、香蜜

二村、市政大厦①、景龙小学、妇儿大厦、监控中心、景田北、

紫薇阁总站、

景田路、红荔西路、香梅路、深南大道、香蜜湖立交桥、深南大道

、福田立交、深南大道、沙河立交、深南大道、深南南海立交桥、

深南大道、南山大道、北环南山立交、南山大道、中山园路、华泰

路

华泰路、中山园路、南山大道、北环南山立交、南山大道、深南大道、深南

南海立交桥、深南大道、沙河立交、深南大道、深南大道辅路、深南大道、

深南大道辅道、深南大道、香梅路、红荔西路、景田路

18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2 荔山工业园总站

同乐村总站（中山

园停车场）

荔山工业园总站、荔山工业园、万豪月半山、龙瑞佳园、龙瑞

佳园天桥、蛇口港地铁站、海上世界南、南海玫瑰园西、南海

玫瑰园东、蛇口广场、南山妇幼保健院、蛇口戏院、蛇口汽车

站、海湾新村、育才二中、爱榕园、兰园、南门一坊、荔秀文

化街、南油西地铁站、城市山林东、南山村、南山村北、南园
村、华联花园、南山市场①、田厦村、南贸市场、南新深南天

桥②、南山公安分局、中山公园东门、南山农批市场、中山园

、同乐学校、同乐村、同乐村总站（中山园停车场）

同乐村总站（中山园停车场）、同乐村、同乐学校、中山园、南

山农批市场、中山公园东门、南山公安分局、南新深南天桥②、

南贸市场、田厦村、南山市场①、华联花园、南园村、南山村北

、南山村、城市山林东、南油西地铁站、荔秀文化街、南门一坊

、兰园、爱榕园、育才二中、海湾新村、蛇口汽车站、蛇口戏院
、南山妇幼保健院、蛇口广场、南海玫瑰园东、南海玫瑰园西、

海上世界南、中国国际海运、蛇口港交警中队、龙瑞佳园天桥、

龙瑞佳园、万豪月半山、荔山工业园、荔山工业园总站

沿山路、妈湾二路、兴海大道、松湖路、港湾大道、南海大道、工

业一路、望海路、金世纪路、蛇口新街、公园南路、招商路、爱榕

路、东滨路、南新路、深南大道、南山大道、前进路、南山大道、
中山园路、南山大道、华泰路

华泰路、中山园路、南山大道、深南大道、南新路、东滨路、爱榕路、招商

路、公园南路、蛇口新街、金世纪路、望海路、工业一路、南海大道、松湖

路、兴海大道、沿山路

19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3 宁水花园总站 皇岗口岸

宁水花园总站、碧波花园、天井湖、怡景花园、水库新村、水

库、布心花园、市慢病防治中心、君逸华府②、水贝地铁站、

雅仕居、红岗花园、宝安北路口、红岭泥岗立交、市检察院②
、建设集团、荔枝公园②、红岭南路②、埔尾路、上步小学、

新城市广场、爱华市场、上步中学②、赤尾地铁站、岗边村①

、福滨新村①、皇岗口岸

皇岗口岸、福滨新村①、岗边村①、赤尾地铁站、华强南、兴华

宾馆西、市委、大剧院、荔枝公园②、建设集团、市检察院①、

红岭泥岗立交、宝安北路口②、红岗花园、雅仕居、翠竹北、君

逸华府、市慢病防治中心、水库、水库新村②、怡景花园、天井

湖、碧波花园、宁水花园总站

黄贝路、怡景路、爱国路、布心路、泥岗东路、泥岗西路、红岭北

路、红岭中路、红岭南路、埔尾路、巴登街、南园路、同心路、南
园路、爱华路、滨河大道、皇岗路、无名路、福田南路、百合三路

、同庆路、百合路

百合路、福田南路、百合三路、皇岗路、滨河大道、华强南路、深南中路、

红岭中路、红岭北路、泥岗西路、泥岗东路、布心路、爱国路、怡景路、黄

贝路

20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6 桃源村总站 皇岗口岸

桃源村总站、桃源村、龙珠四路、龙井路口、欧洲城东、香山

西街路口、白石洲西、白石洲③、世界之窗①、何香凝美术馆

、锦绣中华①、侨城东地铁站、园博园①、竹子林①、深航大

厦①、喜年中心、泰然九路、下沙①、福田体育公园、沙嘴路

口、金地花园、金地一路、仁爱医院、新洲村、妇幼保健院、

益田村、益田花园西、绒花路口西②、椰风路口、福田海关、

国花路口、福民公安小区、福民新村、高训大厦、联合广场、

皇岗口岸

皇岗口岸、联合广场、高训大厦、福民新村、国花路口、福田海

关、椰风路口、绒花路口东②、益田花园西①、益田村、妇幼保

健院、新洲村、仁爱医院、金地一路、金地花园、上沙村②、天

安数码城、深航大厦①、竹子林①、园博园①、侨城东地铁站、

何香凝美术馆①、世界之窗①、白石洲③、香山西街路口、欧洲

城东、龙井路口、龙珠四路、桃源村、桃源村总站

龙珠大道、龙珠四路、山堡路、沙河东路、深南大道、泰然九路、

滨河大道、福荣路、滨河大道、沙嘴路、金地一路、沙尾路、福强

路、益田路、绒花路、蓝花道、桂花路、国花路、金田路、福强路

、彩田路、滨河大道、皇岗路、无名路、福田南路、百合三路、同

庆路、百合路

百合路、同庆路、百合三路、皇岗路、滨河大道、彩田路、福强路、金田路

、国花路、桂花路、紫荊道、绒花路、益田路、福强路、沙尾路、金地一路

、沙嘴路、福强路、香蜜湖路、深南大道、侨城东路、深南大道、沙河东路

、山堡路、龙珠四路、龙珠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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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草埔地铁站总站 长岭东公交场站

草埔地铁站总站、草埔地铁站⑧、独树村②、洪湖公园②、田

贝①、螺岭、罗湖区委、冶金大厦、黄贝岭地铁站③、黄贝岭

、罗湖体育馆①、莲塘口岸①、鹏基工业区、鹏兴花园六期、

聚宝莲塘路口、莲塘街道办、梧桐山新居、长岭、长岭东公交

场站、

长岭东公交场站、长岭沟、罗湖公安分局、梧桐山新居、莲塘街

道办、鹏兴实验学校南、鹏基工业区①、莲塘口岸①、广岭小区

、黄贝街道办、黄贝岭、黄贝岭地铁站②、冶金大厦、罗湖区委

、螺岭、田贝①、洪湖公园②、独树村③、草埔地铁站①、草埔

地铁站总站、

龙岗大道、布吉路、文锦北路、洪湖立交桥、文锦北路、雅园立交

、文锦中路、深南东路、深南沿河立交桥、沿河南路、罗沙路、鹏

兴路、莲塘路、聚宝路、国威路、粤港路、畔山路、罗沙莲塘跨线

桥、港莲路、罗沙路、盘山路

盘山路、罗沙路、畔山路、粤港路、国威路、聚财路、仙湖路、莲塘路、鹏

兴路、罗沙路、罗沙仙湖立交桥、罗沙路、延芳路、罗芳路、罗沙路、沿河

南路、深南沿河立交桥、深南东路、文锦中路、文锦北路、洪湖立交桥、文

锦北路、布吉路、龙岗大道、布吉高架桥、龙岗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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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9 草埔吓屋村总站 滨河总站

草埔吓屋村总站、绿景山庄、华港新村、理想新城、戒毒所、

布心山庄、金稻田路口、翠园中学东晓校区、东湖路、景亿山

庄、彩世界家园、东湖人行天桥、水库、水库新村②、明珠学

校、爱国大厦、罗湖区委、京鹏大厦、湖贝地铁站、门诊部①

、人民桥、地王大厦、红岭南路①、滨江新村①、上步南天桥

①、滨河总站

滨河总站、爱华市场、新城市广场、上步小学、埔尾路、深圳书

城、人民桥、门诊部①、湖贝地铁站、京鹏大厦、罗湖区委、爱

国大厦、明珠学校、水库新村、水库、九尾岭隧道口、彩世界家

园、景亿山庄、东湖路、翠园中学东晓校区、金稻田路口、布心

山庄、戒毒所、理想新城、华港新村、绿景山庄、草埔吓屋村总

站

金稻田路、东湖路、太白路、东湖路、沙湾路、爱国路辅路、爱国

路、文锦中路、深南东路、红岭中路、红岭南路、滨河大道入口、
滨河大道、滨河大道出口、滨河大道、爱华路

爱华路、南园路、东园路、巴登街、埔尾路、埔尾街、金华街、红岭南路、

深南东路、文锦南路、文锦中路、爱国路、爱国路辅路、爱国路、沙湾路、
东湖路、太白路、东湖路、金稻田路、南环路、金稻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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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132 松坪山总站 水贝总站

松坪山总站、英伦名苑、白石洲③、世界之窗①、何香凝美术

馆、锦绣中华①、侨城东地铁站、深圳人才园①、深航大厦①
、深南香蜜立交②、特区报社①、投资大厦②、市民广场西、

海关综合大楼、上海宾馆、兴华宾馆西、市总工会、荔园小学

、计生中心、八卦二路、旭飞花园、笋岗工艺城、罗湖人才市

场、人才大市场、梨园路东、田心村、笋岗村牌坊、田贝四路

、田贝地铁站、水贝总站、

水贝总站、翠北小学、田贝四路、笋岗村牌坊、田心村、梨园路

东、人才大市场、罗湖人才市场、笋岗工艺城、旭飞花园、八卦
二路、计生中心、荔园小学、市总工会、兴华宾馆西、上海宾馆

东、上海宾馆西③、海关综合大楼、广电大厦②、特区报社①、

深南香蜜立交②、深航大厦①、深圳人才园、侨城东地铁站、何

香凝美术馆①、世界之窗①、白石洲③、英伦名苑、北环铜鼓天

桥、松坪山总站、

朗山路、沙河西路、沙河立交、深南大道、深南大道辅路、深南大

道、泰然九路、深南大道、香蜜湖立交桥、深南大道、深南新洲立
交、深南大道、深南大道辅路、深南大道、深南金田立交桥、深南

大道、深南彩田立交桥、深南大道、深南皇岗立交桥、深南中路、

上步路、上步中路、上步路、上步北路、八卦二路、桃园路、宝安

北路、梨园路、宝岗路、梅园路、彩虹桥、梅园路、芙蓉桥、梅园

路、田贝四路、翠竹路、太安路

太安路、翠竹路、田贝四路、梅园路、芙蓉桥、梅园路、彩虹桥、梅园路、
宝岗路、梨园路、宝安北路、桃园路、八卦二路、上步北路、上步路、上步

中路、深南中路、深南皇岗立交桥、深南大道、深南彩田立交桥、深南大道

、深南金田立交桥、深南大道、深南新洲立交、深南大道、香蜜湖立交桥、

深南大道、福田立交、深南大道、沙河西路、北环大道、松坪山路、朗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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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34 下沙总站 丰泽湖山庄总站

下沙总站、下沙②、福田体育公园、福田实验学校①、新洲花

园、石厦学校、福田区委、皇岗村、福田保健院、皇岗中学、

会展中心东、福华三路口、大中华国际广场、市民中心东、少

年宫东、关山月美术馆①、莲花中学、中级法院、福田党校、

丰泽湖山庄总站

丰泽湖山庄总站、民乐地铁站、福田党校、中级法院、关山月美

术馆①、少年宫东、市民中心东、大中华国际广场、福华三路口

、皇岗中学、福田保健院、皇岗村、福田区委、石厦学校、新洲

花园、福田实验学校①、福田体育公园、上沙、下沙②、下沙总

站

福荣路、滨河大道辅道、滨河大道、滨河大道辅道、新洲路、福民
路、金田路、滨河金田立交桥、金田路、深南金田立交桥、金田路

、红荔路、彩田路、莲花立交桥、彩田路、北环彩田立交桥、彩田

路、彩梅立交、彩田路、梅观高速公路、梅观立交桥

梅观高速公路、梅观立交桥、梅观高速公路、彩田路、北环彩田立交桥、彩
田路、莲花立交桥、彩田路、红荔路、金田路、深南金田立交桥、金田路、

滨河金田立交桥、金田路、福民路、新洲路、滨河大道辅道、滨河大道、滨

河大道辅道、福荣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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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南头火车西站 动物园总站

南头火车西站、阳光棕榈园、大新村、大新地铁站、桃园南新

路口、市六医院、南山区委、深圳大学、深大北门②、深大地

铁站、中兴通讯①、创维大厦、深南科技立交北、科发路、深

南科苑立交北②、科苑北②、清华信息港、北环铜鼓天桥、松

坪山、茶光、西丽社区②、西丽法庭③、众冠花园、创客小镇

、丽山路南、桃源康复中心、桃源街道办、丽山路北、动物园

、动物园总站

动物园总站、动物园、丽山路北、桃源街道办、哈工大园区、平

山一路路口、平山村南、红花岭、创客小镇、众冠花园、西丽法

庭③、西丽社区②、茶光①、松坪学校小学部、松坪村、朗山路

中、阜外深圳医院、科苑北环立交②、科苑立交南、科苑北②、

科发路、深南科技立交北、科技园②、深大北门②、深圳大学、

南山区委、市六医院、桃园南新路口、大新地铁站、大新村、阳

光棕榈园、南头火车西站

西站前路、学府路、前海路、桃园路、南海大道、深南大道、深南

科苑立交、科苑北路、科苑南路、兰龙路、高新南二道、科技南一

路、高新南四道、科技南路、科技路、科发路、科苑北路、北环大

道辅路、北环大道、北环沙河西立交、沙河西路、留仙大道、丽山

路、丽水路、西丽路、沁园路

沁园路、西丽路、西丽湖路、丽水路、丽山路、平山一路、塘悟路、学苑大

道、留仙大道、沙河西路、１４号路、创盛路、宝深路、松坪山路、朗山路

、科苑北路、高新中四道、科发路、科技路、深南科技立交桥、深南大道、

深南南海立交、南海大道、桃园路、前海路、学府路、月亮湾大道、西站前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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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怡华工业区总站

（巴士四公司）

海上世界公交接驳

站

怡华工业区总站（巴士四公司）、深大丽湖校区东门、南科大
中心、南科大微电子、塘朗地铁站、塘朗车辆段北、崇文花园

、塘朗山隧道路口、大学城体育中心、大学城门、哈工大（深

圳）、哈工大园区、桃源康复中心、红花岭、创客小镇、众冠

花园、南方科技大学医院、留仙洞地铁站、留仙洞地铁站西、

中兴人才公寓东、第二高级中学、TCL国际E城、同乐村、同乐

学校、中山园、南山农批市场、方鼎华庭、汇金家园、麒麟花

园、研祥科技大厦②、深圳大学、桂庙新村、南山书城地铁站
②、佳嘉豪苑、北师大附小、后海新村、海月花园、半岛花园

、湾厦村、永乐新村、东角头、蛇口新街、南山妇幼保健院、

蛇口戏院、公园南路、海昌街、南海意库、海上世界公交接驳

站

海上世界公交接驳站、南海意库、海昌街、公园南路、蛇口戏院

、南山妇幼保健院、蛇口新街、东角头、永乐新村、湾厦村、半

岛花园、海月花园、后海新村、北师大附小、佳嘉豪苑、南山书

城地铁站②、桂庙新村、深圳大学、研祥科技大厦②、麒麟花园

、玉泉艺园路口、玉泉南山路口、中山公园东门、南山农批市场

、中山园、同乐学校、同乐村、TCL国际E城、第二高级中学、中

兴人才公寓东、深职院留仙洞校区、留仙洞地铁站、南方科技大

学医院、众冠花园、创客小镇、丽山路南、桃源康复中心、哈工

大园区、哈工大（深圳）、塘朗山隧道路口、塘朗车辆段北、南

方科技大学、南科大微电子、南科大中心、深大丽湖校区东门、

颐山园农场、怡华工业区总站（巴士四公司）

南科一路、学苑大道、塘开路、留仙大道、塘朗九号路、留仙大道

、平山二路、平山一路、丽山路、留仙大道、学苑大道(西)、留仙

大道、学苑大道(西)、留仙大道、沙河西路、留仙大道、石鼓路、

留仙大道、创科路、创研路、创科路、打石一路、创科路、茶光路

、同乐路、中山园路、南山大道、北环大道辅路、艺园路、玉泉路

、南海大道、桃园路、南海大道、创业路、后海大道、工业八路、

后海大道、工业七路、后海大道、蓝天路、后海大道、蛇口新街、

公园南路、望海路、水湾路、工业三路、

太子路、工业三路、水湾路、望海路、公园南路、蛇口新街、后海大道、招

商东路、后海大道、工业八路、后海大道、登良路、后海大道、创业路、南

海大道、桃园路、南海大道、高新中二道、南海大道、北环大道、北环大道

辅路、南海大道、玉泉路、艺园路、玉泉路、南山大道、前进路、南山大道

、南博一路、中山园路、同乐路、茶光路、创科路、留仙大道、石鼓路、留

仙大道、沙河西路、留仙大道、珠光北路、留仙大道、丽山路、平山一路、

平山二路、留仙大道、丽水路、留仙大道、塘朗九号路、留仙大道、塘开路

、学苑大道、南科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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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香梅北总站 火车站

香梅北总站、福田外语学校西、福田外语学校东、景蜜村、景
田北、监控中心、景新花园②、莲花山西②、莲花山公园、儿

童医院、市民中心、市民中心东、岗厦地铁站、福华新村、福

滨新村①、岗边村①、赤尾地铁站、滨河华强天桥、上步中学

①、上步南天桥、滨江新村①、鹿丹村、金威大厦、罗湖小学

②、人民南地铁站、火车站

火车站、人民南地铁站、罗湖小学②、金威大厦、鹿丹村、滨江
新村①、上步南天桥①、上步中学①、滨河华强天桥、赤尾地铁

站、岗边村①、福滨新村①、福滨新村西、福田南、福华新村、

岗厦地铁站、大中华国际广场、市民中心东、市民中心、儿童医

院、莲花山公园①、莲花山西②、景新花园②、监控中心、景田

北、景蜜村、福田外语学校东、福田外语学校西、香梅北总站

香梅路、侨香路、景田北街、景田路、莲花路、新洲路、红荔西路

、红荔路、益田路、福中一路、益田路、福中一路、益田路、福中

路、金田路、福华路、福华立交、皇岗路、滨河皇岗立交、滨河大

道、滨河大道辅道、滨河宝安立交、宝安南路、嘉宾路、人民南路

人民南路、嘉宾路、建设路、和平路、嘉宾路、宝安南路、滨河大道辅道、

滨河大道、滨河大道出口、滨河大道、福田路、福华路、金田路、福中路、

益田路、红荔路、红荔西路、新洲路、莲花路、景田路、景田北街、香梅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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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桃源村总站 皇庭广场总站

桃源村总站、桃源村东、深云村、侨香村、北环香蜜立交、福

田外语学校西、科技中学、妇儿大厦、景龙小学、鲁班大厦、

莲花山西②、莲花山公园、中心书城北、少年宫东、市民中心

东、大中华国际广场、福华三路口、会展中心、皇庭广场总站

、

皇庭广场总站、大中华国际广场、市民中心东、少年宫东、中心

书城北、莲花山公园①、莲花山西②、鲁班大厦①、景龙小学、

妇儿大厦、科技中学、宏浩花园、福田外语学校西、北环香梅北

天桥、北环香蜜立交、北环香蜜立交西、侨香村、深云村南、桃

源村东、桃源村总站、

龙珠六路、龙珠大道、南坪快速路、北环龙珠立交、北环大道、香

梅路、莲花路、景田路、红荔西路、红荔路、金田路、深南金田立

交桥、金田路、福华三路、中心四路、福华路

福华路、金田路、深南金田立交桥、金田路、红荔路、红荔西路、景田路、

莲花路、香梅路、香梅北环跨线桥、香梅路、下梅林一街、北环大道、三号

路、南坪快速路、北环龙珠立交、南坪快速路、龙珠大道、龙珠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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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42 世界之窗总站

月亮湾填海区公交

总站

世界之窗总站、世界之窗①、白石洲③、大冲②、科技园②、

深大北门②、荔香公园、新安古城、星海名城、大新小学、大

新村、南山残联、鼎太风华、南山村西、太子山庄①、南山实

验荔林小学、青青世界、深大附中、南山花园、前海兴海路口

、信利康大厦、月亮湾填海区公交总站

月亮湾填海区公交总站、信利康大厦、前海兴海路口、南山花园

、深大附中、青青世界、南山实验荔林小学、太子山庄、南山村

西、陈郁故居、鼎太风华、南山残联、大新村、大新小学、星海

名城、新安古城、荔香公园、深大北门②、科技园②、大冲②、

白石洲③、世界之窗①、世界之窗总站

、侨城西街、深南大道、前海路、、前海路、兴海大道、妈湾二路

、航海路、

、航海路、妈湾二路、前海路、、前海路、深南大道、、深南大道、侨城西

街、潮州西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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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43 民治民塘路总站

世界之窗地铁公交

接驳站

民治民塘路总站、高级中学北校区、南贤广场、东泉新村、彩

悦大厦、长岭陂地铁站、南山智园北、南方科技大学、中科院

深圳先进院、深大总医院南、学苑丽水路口、丽水路南、平山

一路路口、哈工大园区、桃源康复中心、红花岭、珠光北路、

桃源文体中心、珠光村②、宝珠花园、龙井北路、龙井工业区
、光前村、军休二所、市车管所、龙井路口、欧洲城东、香山

西街路口、白石洲西、白石洲③、世界之窗地铁公交接驳站、

世界之窗地铁公交接驳站、白石洲③、香山西街路口、欧洲城东

、市车管所、军休二所、光前村、龙井工业区、龙井北路、宝珠

花园、珠光村②、桃源文体中心、珠光北路、丽山路南、桃源康

复中心、哈工大园区、平山一路路口、丽水路南、学苑丽水路口

、深大总医院南、中科院深圳先进院、南方科技大学、南山智园

北、长岭陂地铁站、龙华绿廊公园、民治民塘路总站

民塘路、民宝路、梅龙路、留仙大道、学苑大道、丽水路、留仙大

道、平山一路、丽山路、留仙大道、学苑大道（西段）、珠光北路

、珠光路、龙珠一路、龙井路、龙珠四路、沙河东路、北环沙河东

立交、沙河东路、深南大道

深南大道、沙河东路、北环沙河东立交、沙河东路、龙珠四路、龙井路、龙

珠一路、珠光路、珠光北路、留仙大道、丽山路、平山一路、留仙大道、丽

水路、学苑大道、留仙大道、民塘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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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44 石厦南总站 上梅林公交总站

石厦南总站、石厦南、市文化创意园、新洲村、沙尾、上沙村

②、天安数码城、香蜜红荔立交、市委党校、北环香蜜立交、

北环香梅北天桥、深圳石油大厦、广中医深圳医院、下梅林市

场、梅林一村、梅林二村、梅林三村、梅林三村东、上梅林村

、上梅林市场、福田二医院、上梅林公交总站

上梅林公交总站、福田二医院、上梅林市场、梅林三村东、梅林

三村、梅林二村、梅林一村①、下梅林市场②、广中医深圳医院

、北环香梅北天桥、北环香蜜立交、市委党校、香蜜红荔立交、

天安数码城、上沙村、沙尾、新洲村、市文化创意园、石厦南、

石厦南总站

福荣路、新洲路、福强路、香蜜湖路、香蜜湖立交桥、香蜜湖路、

香蜜湖路辅道、北环大道、北环新洲立交桥、新洲路、梅华路、梅

丽路、梅林路、梅村路、梅华路、中康路、梅林路

中康路、梅华路、梅村路、梅林路、梅丽路、梅华路、新洲路、北环大道、

北环香蜜立交、福龙路、香蜜湖路、香蜜湖路辅道、香蜜湖路、福强路、新

洲路、福荣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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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49 王京坑村 沙河东公交总站

王京坑村、大磡安居苑、王京坑路口、大磡综合市场、大磡工

业一路口、麒麟山疗养院、麒麟山庄接待处、资本市场学院东

、资本市场学院、动物园、丽山路北、桃源街道办、桃源康复

中心、红花岭、珠光北路、桃源文体中心、珠光村②、宝珠花

园、龙井北路、龙井工业区、光前村、军休二所、市车管所、

龙井路口、欧洲城东、大沙河公园、北环铜鼓天桥、清华信息

港、科苑立交南、科苑北②、深南科苑立交北②、深大地铁站

、中兴通讯②、高新公寓、高新南地铁站、沙河信息园、中信

红树湾、深湾二路、沙河东公交总站

沙河东公交总站、海滨实验小学、中信红树湾、沙河信息园、高

新公寓、中兴通讯②、高科技中心、深南科苑立交北②、科苑北
②、清华信息港、北环铜鼓天桥、大沙河公园、欧洲城东、市车

管所、军休二所、光前村、龙井工业区、龙井北路、宝珠花园、

珠光村②、桃源文体中心、珠光北路、丽山路南、桃源康复中心

、桃源街道办、丽山路北、动物园、资本市场学院、资本市场学

院东、麒麟山庄接待处、麒麟山疗养院、大磡工业一路口、大磡

综合市场、王京坑路口、大磡安居苑、王京坑村

王京坑路、大磡商业街、沁园路、沁园二路、西丽路、西丽湖路、
丽水路、丽山路、塘悟路、学苑大道、珠光北路、珠光路、龙珠一

路、龙井路（北）、龙井路、龙珠四路、山堡路（西）、沙河东路

、北环沙河东立交、北环大道、北环大道辅路、科苑北路、科苑南

路、兰龙路、高新南二道、科技南一路、高新南四道、科技南路、

白石路、深湾二路、白石三道

深湾一路、白石路、科技南路、高新南四道、科苑南路、科苑北路、北环大

道辅路、北环大道、北环沙河东立交、沙河东路、山堡路（西）、山堡路

(西)、龙珠四路、龙井路、龙井路(北)、龙珠一路、珠光路、珠光北路、学

苑大道、塘悟路、丽山路、丽水路、西丽路、沁园二路、沁园路、大磡商业

街、王京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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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东昌总站

福田保税区总站

（新）

东昌总站、布心市场、彩世界家园、水库、水库新村②、怡景

花园、怡景地铁站①、黄贝岭、滨江新村①、上步南天桥①、

上步中学①、滨河华强天桥、赤尾地铁站、岗边村①、福滨新

村①、联合广场、高训大厦、福民新村、国花路口、椰风路口

、福源花园二期、福保桂花苑南、福田保税区总站（新）、

福田保税区总站（新）、三号隧道口、红树绿洲、福源花园、椰

风路口、国花路口、福民公安小区、福民新村、高训大厦、联合

广场、福滨新村①、岗边村①、赤尾地铁站、滨河华强天桥、上

步中学①、黄贝岭、怡景地铁站①、怡景花园、水库新村、水库

、东湖宾馆、彩世界家园、布心市场、东昌总站、

太白路、东湖路、沙湾路、爱国路、怡景路、罗芳立交桥、沿河南

路、深南沿河立交桥、沿河南路、东环干道高架桥、春风路高架桥

、船步路高架桥、滨河大道、滨河大道辅道、滨河彩田立交桥、福

强路、国花路、桂花路、槟榔道、绒花路、平冠道、桂花路

桂花路、国花路、福强路、滨河大道辅道、滨河大道、滨河皇岗立交桥、滨

河大道辅道、滨河大道、滨河上步立交、滨河大道、船步路高架桥、春风路

高架桥、沿河南路、东环干道高架桥、沿河南路、深南沿河立交桥、沿河南

路、沿河北路、罗芳立交桥、怡景路、爱国路、沙湾路、东湖路、太白路、

东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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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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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长岭东公交场站 清水河总站

长岭东公交场站、罗湖公安分局、莲塘地铁站、莲塘街道办、

鹏兴实验学校、罗湖外语学校、莲塘消防中队、莲塘口岸①、

罗湖体育馆①、怡景地铁站②、荷花市场、华丽环岛、木头龙

、翠竹苑、翠竹万家、康宁医院、翠北实验小学、田贝四路、

笋岗村牌坊、田心村、梨园路东、梨园路、人才大市场、梅园

路①、笋岗艺展中心、红岭泥岗立交、红岗西村、深圳边检总

站医院①、清水河总站

清水河总站、清水河、深圳边检总站医院②、红岗西村、笋岗艺

展中心、梅园路①、人才大市场、梨园路、梨园路东、田心村、

笋岗村牌坊、田贝四路、翠北实验小学、田贝地铁站、康宁医院

、翠竹万家、翠竹苑、木头龙、华丽环岛、荷花市场、怡景地铁

站②、罗湖体育馆①、莲塘口岸①、莲塘消防中队、罗湖外语学

校、鹏兴实验学校、莲塘街道办、莲塘地铁站、长岭、长岭东公

交场站

无名路、径肚跨线桥、罗沙路、罗沙路辅路、畔山路、国威路、鹏

兴路、罗沙仙湖立交、罗沙路、怡景路、无名路、怡景路、黄贝路

、华丽路、翠竹路、无名路、翠竹路、田贝四路、梅园路、宝岗路

（北）、宝岗路、梨园路、无名路、梨园路、宝安北路、梅园路、

红岭北路、红岗路、无名路、红岗路、无名路、红岗路、无名路

无名路、红岗路、无名路、红岗路、红岭北路、梅园路、宝安北路、梨园路

、无名路、梨园路、宝岗路、宝岗路（北）、梅园路、田贝四路、翠竹路、

无名路、翠竹路、无名路、翠竹路、华丽路、黄贝路、怡景路、无名路、怡

景路、罗芳立交桥、罗沙路、无名路、罗沙路、罗沙路辅路、罗沙仙湖立交

、鹏兴路、国威路、畔山路、港莲路、无名路、罗沙路辅路、罗沙路、无名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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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南头火车西站 翠枫豪园

南头火车西站、阳光棕榈园、大新村、大新地铁站、桃园南新

路口、市六医院、市六医院东、南航公司、荔园大厦、滨海白

石立交、滨海之窗①、滨海科苑立交、深圳湾体育中心、海滨

实验小学、石洲中路、石洲北路、沙河东路口、香山西街路口

、欧洲城东、龙井路口、龙珠四路、桃源村、桃源村东、深云

村、侨香村、北环香蜜立交、北环香梅北天桥、深圳石油大厦

、广中医深圳医院、景鹏大厦、北大医院②、莲花北村①、彩

田村①、公交大厦、莲花一村、笔架山公园、市二医院①、体

育馆西、泥岗村②、深圳边检总站医院②、清水河物流园区、

青湖山庄、章輋村、德兴花园、钱排村、德福花园、莲花山庄

、东升学校、金沙花园、又一村花园、大靓市场、翠枫实验学

校、翠枫豪园

翠枫豪园、翠枫实验学校、大靓市场、又一村花园、金沙花园、

东升学校、莲花山庄、德福花园、钱排村、德兴花园、章輋村、

青湖山庄、清水河物流园区、清水河、深圳边检总站医院①、红

岗西村、泥岗村牌坊、体育馆西、市二医院①、笔架山公园、莲

花一村、公交大厦、彩田村①、莲花北村①、北大医院②、景鹏

大厦、广中医深圳医院、北环香梅北天桥、北环香蜜立交、北环

香蜜立交西、侨香村、深云村南、桃源村东、桃源村、龙珠四路

、龙井路口、欧洲城东、香山西街路口、白石洲西、沙河东路口

、石洲北路、石洲中路、海滨实验小学、深圳湾体育中心、滨海

之窗①、滨海白石立交、荔园大厦、南航公司、市六医院东、市

六医院、桃园南新路口、大新地铁站、大新村、阳光棕榈园、南

头火车西站

西站前路、学府路、前海路、桃园路、南山大道、滨海大道、滨海

大道辅路、滨海沙河东立交桥、沙河东路、白石三道、深湾一路、

石洲中路、石洲北路、沙河东路、山堡路（西）、龙珠四路、龙珠

大道、龙珠八路、龙珠大道、北环龙珠立交、Ｓ３０１南坪快速路

、北环龙珠立交、北环大道、北环大道入口、北环大道、北环香蜜

立交、北环大道辅路、新洲路、北环新洲立交、新洲路、莲花路、

笋岗西路、华富路、泥岗西路、泥岗西路辅路、泥岗西路、泥岗红

岭立交、Ｓ２９清平高速、Ｓ２９清平高速出口、红岗路、粤宝路

、西环路、龙岭东路、八约一街、华龙路

华龙路、八约一街、西环路、红岗路、泥岗红岭立交、泥岗西路辅路、泥岗

西路入口、泥岗西路、泥岗西路辅路、泥岗西路、笋岗西路、华富路、笋岗

西路、莲花路、新洲路、北环新洲立交、北环大道出口、北环大道辅路、北

环大道入口、北环大道、北环大道出口、深安路、深云路、Ｇ４京港澳高速

出口、Ｓ３０１南坪快速路、北环龙珠立交、龙珠大道、龙珠四路、山堡路

（西）、沙河东路、石洲北路、石洲中路、深湾一路、白石三道、沙河东路

、滨海沙河东立交桥、滨海大道辅路、滨海大道入口、滨海大道、滨海南海

立交桥、滨海大道辅路、南山大道、桃园路、前海路、学府路、月亮湾大道

、西站前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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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559 沙湾公交场站

福田交通枢纽公交

场站

沙湾公交场站、彩世界家园、景亿山庄、东湖路、翠园中学东

晓校区、东昌北、太白路中、松泉公寓、翠竹大厦、田贝四路

、田贝新村、洪湖沃尔玛、深圳中学、晒布路、东门②、人民

桥、地王大厦、红岭南路①、滨江新村①、上步南天桥①、上

步中学①、滨河华强天桥、赤尾地铁站、岗边村①、福滨新村

①、联合广场、皇岗村北、会展中心南、新洲村牌坊①、福田

体育公园、天安数码城、招商银行大厦①、福田交通枢纽公交

场站

福田交通枢纽公交场站、深圳风湿病医院、东海花园、香蜜红荔

立交、天安数码城、上沙村、沙嘴路口、新洲村牌坊①、会展中

心南、皇岗村北、联合广场、福滨新村①、岗边村①、赤尾地铁

站、滨河华强天桥、上步中学①、上步南天桥、滨江新村①、红

岭南路①、深圳书城、人民桥、东门②、东门中②、儿童公园①

、洪湖沃尔玛、田贝新村、田贝四路、翠竹大厦、松泉公寓、太

白路中、东昌北、翠园中学东晓校区、东湖路、景亿山庄、彩世

界家园、沙湾公交场站

沙湾路、东湖路、太白路、东湖路、东昌路、太白路、翠竹路、田

贝四路、文锦北路、洪湖路、人民北路、晒布路、东门中路、深南

东路、红岭中路、红岭南路、滨河大道入口、滨河大道、滨河大道

出口、滨河大道、滨河大道辅道、车公庙立交、香蜜湖路、香蜜湖

立交、深南大道、广深竹子林立交、白石路、金顺路

金顺路、白石路、红树林路、深南大道、农林路、香林路、农园路、红荔西

路、香蜜湖路、福强路、福强路、沙嘴路、滨河大道辅道、滨河大道辅道、

滨河大道、滨河大道、滨河红岭立交、红岭南路、红岭南路、深南东路、东

门南路、东门中路、雅园立交、文锦中路、雅园立交、笋岗东路、洪湖路、

田贝四路、翠竹路、太白路、东昌路、东湖路、太白路、东湖路、沙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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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龙悦居公交总站

福田保税区总站

（新）

龙悦居公交总站、龙悦居总站、龙悦居二期、龙悦居四期、白

石龙幼儿园、惠鑫公寓①、民乐地铁站②、翰岭院、档案中心

、万科大厦、福田二医院、梅华中康路口、梅林三村东、梅林

三村、梅林二村、下梅林市场②、景鹏大厦、莲花山西②、莲

花山公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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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岗中学、福民地铁站、福强路口、福田水

围村、福田水围天桥、益田花园西、绒花路口西①、福源花园

二期、福保桂花苑南、平冠道、福田保税区总站（新）

福田保税区总站（新）、三号隧道口、红树绿洲、福源花园、绒

花路口东①、益田花园西①、益田花园、福田水围天桥、福田水

围村、福强路口、福民地铁站、皇岗中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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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山公园①、

莲花山西②、商报社、景鹏大厦、下梅林市场、梅林一村、梅林

二村、梅林三村、梅林三村东、上梅林村、梅华中康路口、福田

二医院、万科大厦、孖岭社康中心、福田党校、民乐地铁站②、

惠鑫公寓①、汇龙苑、白石龙幼儿园、龙悦居、龙悦居公交总站

民丰路、玉龙路、龙汇路、金龙路、民丰路、民塘路、白石龙路、

梅龙路、梅观路、梅东二路、凯丰路、梅林路、中康路、梅华路、

梅村路、梅林路、梅丽路、梅华路、新洲路、红荔西路、红荔路、

益田路、福中一路、益田路、福中一路、益田路、福中路、金田路

、福强路、益田路、绒花路、平冠道、桂花路

桂花路、平冠道、桂花路、紫荆道、绒花路、益田路、福强路、金田路、福

中路、益田路、红荔路、红荔西路、新洲路、梅华路、梅丽路、梅林路、梅

村路、梅华路、中康路、梅林路、彩田路、梅观路入口、梅观路、民乐立交

、梅坂大道、梅龙路、白石龙路、民塘路、民丰路、致远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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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六约新村总站

火车站西广场公交

总站

六约新村总站、六约新村、中海大山地幼儿园、正大时代华庭

、瑞泽佳园、梧桐学校、横岗高级中学、六约地铁站、深坑居

民小组、金银坑、丹竹头社区、左庭右院①、大龙山物流园、

石芽岭公园、布龙立交、大世纪花园、布吉天虹、布吉中学、

森鑫源学校、金沙花园、东升学校、莲花山庄、德福花园、钱

排村、德兴花园、章輋村、青湖山庄、清水河物流园区、清水

河、深圳边检总站医院②、宝安北路口②、红岗花园、雅仕居

、洪湖西路北、笋岗火车站、笋岗海关、罗湖和平大厦、穿孔

桥、渔民村、火车站西广场公交总站

火车站西广场公交总站、渔民村、穿孔桥、中国银行大厦、笋岗

海关、笋岗火车站、洪湖西路北、雅仕居、红岗花园、宝安北路

口、红岗西村、深圳边检总站医院①、清水河物流园区、青湖山

庄、章輋村、德兴花园、钱排村、德福花园、莲花山庄、东升学

校、金沙花园、森鑫源学校、布吉中学、布吉天虹、大世纪花园

、布龙立交、石芽岭公园、大龙山物流园、布澜路口、丹竹头地

铁站①、金银坑①、深坑居民小组、横岗高级中学、梧桐学校、

瑞泽佳园、正大时代华庭、中海大山地幼儿园、六约新村、六约

新村总站

无名路、红棉路、无名路、红棉路、深峰路、埔园路、埔厦路、红

棉路、梧桐路、龙岗大道、无名路、龙岗大道、龙岗大道辅路、立

信路、红棉路、东西干道、中兴路、储运路、中兴路、吉华路、无

名路、西环路、无名路、西环路、红岗路、无名路、红岗路、无名

路、泥岗红岭立交、泥岗东路、洪湖西路、人民公园路、解放路、

和平路、无名路、和平路

和平路、无名路、和平路、嘉宾路、建设路、人民公园路、洪湖西路、泥岗

东路、泥岗西路辅路、泥岗红岭立交、无名路、红岗路、无名路、红岗路、

无名路、红岗路、粤宝路、西环路、无名路、西环路、吉华路、中兴路、吉

华路、中兴路、东西干道、布澜路、龙岗大道、梧桐路、红棉路、埔厦路、

埔园路、深峰路、红棉路、环城西路、无名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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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草埔吓屋村总站

福田保税区总站

（新）

草埔吓屋村总站、绿景山庄、华港新村、理想新城、戒毒所、

布心山庄、金稻田路口、东昌北、太白路中、松泉公寓、翠竹

大厦、田贝地铁站、康宁医院、翠竹万家、翠竹苑、儿童公园

①、笋岗桥、宝岗路南、笋岗文具批发市场、西湖宾馆、市工

商联、红宝路中、大剧院、红岭南路②、埔尾路、上步小学、

新城市广场、兴华宾馆西、赛格广场、上海宾馆、田面、福华

新村、岗厦地铁站、福华三路口、皇岗中学、福民地铁站、福
强路口、国花路口、椰风路口、福源花园二期、福保桂花苑南

、平冠道、福田保税区总站（新）

福田保税区总站（新）、三号隧道口、红树绿洲、福源花园、椰

风路口、国花路口、福强路口、福民地铁站、皇岗中学、福华三

路口、岗厦地铁站、福华新村、福田中学、田面、上海宾馆、赛

格广场、兴华宾馆西、新城市广场、上步小学、埔尾路、大剧院

、红宝路中、深港豪苑、天地大厦、西湖宾馆、桂园中学、笋岗

桥、儿童公园①、翠竹苑、翠竹万家、康宁医院、田贝地铁站、

翠竹大厦、松泉公寓、太白路中、东昌北、金稻田路口、布心山

庄、戒毒所、理想新城、华港新村、绿景山庄、草埔吓屋村总站

金稻田路、东昌路、太白路、翠竹路、翠竹跨线桥、翠竹路、东门

北路、笋岗东路、笋岗东路跨线桥、笋岗东路、笋岗东立交桥、笋

岗东路、宝岗路、桃园路、宝安北路、宝安南路、红宝路、红岭中

路、红岭南路、埔尾路、巴登街、东园路、同心路、南园路、上步

南路、上步路、深南中路、深南大道、深南皇岗立交、皇岗路、福

华路、金田路、国花路、桂花路、槟榔道、绒花路、平冠道、桂花
路

桂花路、国花路、金田路、福华路、福田路、深南大道、深南中路、上步南

路、南园路、同心路、东园路、巴登街、埔尾路、红岭中路、红宝路、宝安

南路、笋岗东路、笋岗东立交桥、笋岗东路、笋岗东路跨线桥、笋岗东路、

文锦中路、东门北路、翠竹路、翠竹跨线桥、翠竹路、太白路、东昌路、金

稻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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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香蜜湖总站 草埔吓屋村总站

香蜜湖总站、香蜜红荔立交、天安数码城、下沙①、下沙总站

、金域蓝湾、上沙中学、金海湾花园、蓝湾半岛、益田村南、

第三中学初中部、益田花园西②、皇岗公园、皇岗村、福田保
健院、皇岗中学、会展中心东、福华三路口、岗厦地铁站、福

华新村、福滨新村①、岗边村①、赤尾地铁站、滨河华强天桥

、上步中学①、上步南天桥、滨江新村①、红岭南路①、大剧

院、荔枝公园②、红桂大厦、西湖宾馆、笋岗文具批发市场、

市安全教育基地、笋岗街道办、田贝四路、翠竹大厦、松泉山

庄、太白西、东晓街道办③、草埔村口、草埔吓屋村总站

草埔吓屋村总站、草埔村口、东晓街道办、翠竹大厦、田贝四路

、笋岗街道办、市安全教育基地、笋岗文具批发市场、西湖宾馆

、红桂大厦、荔枝公园②、红岭南路①、滨江新村①、上步南天

桥①、上步中学①、滨河华强天桥、赤尾地铁站、岗边村①、福

滨新村①、福滨新村西、福田南、福华新村、岗厦地铁站、福华

三路口、皇岗中学、福田保健院、皇岗村、皇岗公园、益田花园

西、第三中学初中部、益田村南、蓝湾半岛、金海湾花园、上沙

中学、金域蓝湾、下沙总站、下沙①、天安数码城、香蜜湖总站

香蜜湖路、车公庙立交、滨河大道辅道、滨河大道入口、滨河大道

、竹子林立交桥、滨河大道出口、福荣路、益田路、福民路、金田

路、福华路、福华立交、皇岗路、滨河皇岗立交、滨河大道、滨河

红岭立交、红岭南路、红岭中路、红桂路、宝安南路、宝安北路、

梅园路、田贝四路、翠竹路、太白路、文锦北路、草埔立交桥、翠

茵路、金稻田路

金稻田路、翠茵路、草埔立交桥、文锦北路、洪湖立交桥、泥岗东路、布心
路辅路、翠竹路、田贝四路、梅园路、宝安北路、宝安南路、红桂路、红荔

路、红岭中路、红岭南路、滨河大道入口、滨河大道、滨河大道出口、滨河

大道、福田路、福华路、金田路、福民路、益田路、福荣路、滨河大道辅道

、福强路、滨河大道辅道、车公庙立交、福强路、香蜜湖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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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华港新村总站

福田交通枢纽公交

场站

华港新村总站、华港新村、理想新城、戒毒所、布心山庄、金

稻田路口、翠园中学东晓校区、东湖路、景亿山庄、彩世界家

园、东湖人行天桥、水库、水库新村①、竹园宾馆②、留医部

②、东门中②、东门②、东门老街、人民桥、振业大厦、深港

豪苑、红桂大厦、红岭地铁站、少儿图书馆、妇儿医院、群星

广场、华新村、园心苑①、莲花二村②、少年宫东、市民中心

东、大中华国际广场、会展中心地铁站、卓越时代广场、购物

公园地铁站、新洲村牌坊①、福田体育公园、上沙、下沙②、

海滨生态体育公园、福田交通枢纽公交场站

福田交通枢纽公交场站、海滨生态体育公园东、下沙①、福田体

育公园、新洲村牌坊①、购物公园地铁站、卓越时代广场、会展

中心地铁站、大中华国际广场、市民中心东、少年宫东、关山月

美术馆②、莲花二村②、园心苑①、华新村、群星广场、妇儿医

院、少儿图书馆、红岭地铁站、红桂大厦、振业大厦、人民桥、

东门②、东门中②、留医部①、竹园宾馆、水库新村、水库、九

尾岭隧道口、彩世界家园、景亿山庄、东湖路、翠园中学东晓校

区、金稻田路口、布心山庄、戒毒所、理想新城、华港新村总站

金稻田路、东湖路、太白路、东湖路、沙湾路、沙湾路辅路、爱国

路辅路、爱国路、爱国路辅路、爱国路、爱国路辅路、东门北路、

东门中路、深南东路、宝安南路、红桂路、红荔路、上步中路、红

荔路、华富路、红荔路、皇岗路、红荔路、金田路、福中路、金田

路、福华路、益田路、福华路、新洲路、滨河大道辅道、泰然一路

、滨河大道辅道、滨河大道、红树林路、白石路

金顺路、白石路、广深竹子林立交、福荣路、滨河大道辅道、新洲路、新洲

路辅路、福华路、民田路、福华路、益田路、福华路、金田路、红荔路、海

田路、红荔路、燕南路、红荔路、红桂路、宝安南路、解放路、宝安南路、

深南东路、东门中路、东门北路、怡景路、爱国路、爱国路辅路、沙湾路、

东湖路、太白路、东湖路、金稻田路、南环路、金稻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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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555 香蜜湖总站 东方尊峪公交总站

香蜜湖总站、香蜜红荔立交、香蜜湖天桥、市政大厦②、鲁班

大厦、莲花山西②、莲花山公园、少年宫、关山月美术馆②、

人才大厦、中心公园、振华西路、航苑大厦、振华路中、深圳

城市学院、荔园小学、少儿图书馆、红桂大厦、红桂路东、晒

布路、东门中②、木头龙、华丽环岛、荷花市场、怡景地铁站

②、罗湖体育馆②、莲塘口岸②、聚宝路口、莲塘、畔山花园

、长岭、晴山月、东方尊峪公交总站、

东方尊峪公交总站、晴山月、长岭沟、罗湖公安分局、莲塘①、

聚宝路口、仙湖路口、莲塘口岸②、罗湖体育馆②、怡景地铁站

②、荷花市场、华丽环岛、木头龙、东门中②、晒布路、红桂路

东、红桂大厦、少儿图书馆、荔园小学、建艺大厦①、华发大厦

②、华强路口、华富路口、振华西路、中心公园、人才大厦、武

警支队、关山月美术馆②、少年宫、莲花山公园①、莲花山西②

、鲁班大厦②、市政大厦、香蜜二村、香梅深南路口、香蜜湖①

、深南香蜜立交②、香蜜湖总站、

香蜜湖路辅道、红荔西路、红荔路、彩田路、福中路、振华西路、

振华路、中航路、振华路、上步中路、红荔路、红桂路、蛟湖路、

晒布路、东门中路、东门北路、华丽路、黄贝路、怡景路、罗芳立

交桥、罗沙路、罗沙仙湖立交桥、罗沙路、盘山路、长岭路

长岭路、盘山路、罗沙路、罗沙仙湖立交桥、罗沙路、罗芳立交桥、怡景路

、黄贝路、华丽路、东门北路、东门中路、晒布路、蛟湖路、红桂路、红荔

路、上步中路、振兴路、华富路、振华西路、福中路、彩田路、红荔路、红

荔西路、香梅路、深南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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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66

世界之窗地铁公交

接驳站
王京坑村

世界之窗地铁公交接驳站、白石洲③、英伦名苑、松坪山、茶

光、西丽社区②、西丽法庭②、九祥岭①、深职院西丽湖校区

、丽岛、动物园、沁园西丽湖路口、资本市场学院东、麒麟山
庄接待处、麒麟山疗养院、大磡工业一路口、大磡综合市场、

王京坑路口、大磡安居苑、王京坑村

王京坑村、大磡安居苑、王京坑路口、大磡综合市场、大磡工业

一路口、麒麟山疗养院、麒麟山庄接待处、资本市场学院东、沁

园西丽湖路口、动物园、丽岛、深职院西丽湖校区、九祥岭②、
西丽法庭③、西丽社区②、茶光①、松坪山、英伦名苑、白石洲

③、世界之窗地铁公交接驳站

深南大道、沙河西路、西丽湖路、西丽路、沁园路、大磡商业街、

王京坑路

王京坑路、大磡商业街、沁园路、西丽路、西丽湖路、沙河西路、沙河西路

（南）、沙河西路、深南沙河立交、深南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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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67 华新村总站 王京坑村

华新村总站、园心苑②、莲花二村①、莲花中学、中级法院、

万科大厦、中康公园、梅林阁、梅林三村、梅林二村、梅林一

村①、福田农批市场、广中医深圳医院、北环香梅北天桥、北

环香蜜立交、北环香蜜立交西、侨香村、桃源村东、桃源村、

龙珠四路、市车管所、军休二所、光前村、龙井工业区、龙井

北路、宝珠花园、桃源文体中心、西丽法庭②、九祥岭②、深

职院西丽湖校区、水土保持示范园、荔枝世界、白芒村①、白

芒小学、麻磡村口、麻磡村市场、麻磡幼儿园、王京坑、王京

坑村

王京坑村、王京坑、麻磡幼儿园、麻磡村市场、麻磡村口、白芒

小学、白芒村、荔枝世界、水土保持示范园、深职院西丽湖校区

、九祥岭②、西丽法庭③、西丽社区①、龙井北路、龙井工业区

、光前村、军休二所、市车管所、龙珠四路、桃源村、桃源村东

、侨香村、北环香蜜立交、北环香梅北天桥、深圳石油大厦、广
中医深圳医院、下梅林市场、梅林一村、梅林二村、梅林三村、

梅林阁、中康公园、万科大厦、孖岭社康中心、中级法院、莲花

二村①、园心苑②、市话大厦②、华新路、华新村总站

红荔路、彩田路、八一路、彩田路、梅东二路、凯丰路、梅林路、

北环大道辅路、北环大道入口、北环大道、北环大道出口、龙珠大

道、龙珠四路、龙井路、龙井路（北）、龙珠一路、珠光路、沙河
西路、丽康路、麻磡路、麻磡南路、麻堪南路、丽康路、王京坑路

王京坑路、丽康路、麻堪南路、麻磡南路、麻磡路、丽康路、沙河西路、茶

光路、龙珠大道、龙井路、龙珠四路、龙珠大道、龙珠八路、龙珠大道、北

环龙珠立交、北环大道、北环香蜜立交、北环大道辅路、北环大道入口、北

环大道出口、北环新洲立交、新洲路、梅华路、梅丽路、梅林路、彩田路、

红荔路、华富路、华新路、华强北路、红荔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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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68 深圳外国语学校 沙头角公交总站

深圳外国语学校、永安路口、乐群小学、盐田医院盐田院区、

东海丽景花园、庚子首义学校、盐田派出所、北山路口、西山

吓、盐综保盐田片区、海港大厦、周大福大厦、盐田公安分局

、盐田汽车站、盐田区政府东、海山街道办、盐田区医院、叶

屋西街口、元墩街口、元墩头村、沙头角行政服务大厅、沙深

路口、金融路口、诗宁大厦、盐田妇幼保健院、盐田中央公园
、盐田税务局、盐田精茂城、沙头角公交总站

沙头角公交总站、盐田精茂城、盐田税务局、盐田中央公园、盐

田妇幼保健院、诗宁大厦、金融路口、沙深路口、元墩头村、元

墩街口、叶屋西街口、盐田区医院、海山街道办、盐田区政府东

、盐田汽车站、盐田公安分局、周大福大厦、海港大厦、盐综保

盐田片区、西山吓、盐田海鲜街路口③、北山路口、盐田派出所

、庚子首义学校、东海丽景花园、盐田医院盐田院区、乐群小学
、永安路口、盐田三村路口、新园社区公园、深圳外国语学校

青蓬路、盐田路、梧桐山大道、盐田路、明珠大道、永安路、东海

道、洪安二街、东海道、洪安三街、北山道、深盐路、深盐路辅路

、深盐路、梧桐山大道、S30惠深沿海高速、深盐路、海山路、梧桐

路、园林路、沙深路、金融路、海涛路、东和路、海景二路

海山东三街、海景二路、东和路、海涛路、金融路、沙深路、深盐路、园林

路、梧桐路、海山路、深盐路、S30惠深沿海高速、深盐路、北山道、洪安三

街、洪安路、东海道、洪安二街、东海道、盐田路、东海道、盐田北四街、

东海道、永安路、明珠大道、盐田路、梧桐山大道、盐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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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69 银湖度假村总站 长岭东公交场站

银湖度假村总站、银湖度假村、银湖宿舍、齐明别墅、金湖山

庄、银湖综合楼、金湖花园、泥岗村北、金湖路东、罗湖区图

书馆、红岗西村、笋岗艺展中心、梅园路①、笋岗街道办、宝

岗路、笋岗文具批发市场、桂园中学、笋岗桥、深圳中学、晒

布路、金城大厦②、丽都酒店②、罗湖医院春风院区、文锦中

学、文锦南路、冶金大厦、黄贝岭地铁站③、古玩城、新秀小

学、罗芳新秀路口、罗芳南路、罗芳三岔河、罗芳水质净化厂

、罗芳村牌坊、安芳小学、罗湖党校、延芳路口、莲塘口岸①

、聚宝路口、莲塘、长岭、长岭东公交场站

长岭东公交场站、长岭沟、罗湖公安分局、莲塘①、聚宝路口、

仙湖路口、莲塘口岸①、延芳路口、罗湖党校、安芳小学、罗芳
村牌坊、罗芳水质净化厂、罗芳三岔河、罗芳南路、罗芳新秀路

口、新秀小学、古玩城、黄贝岭地铁站②、冶金大厦、文锦南路

、文锦中学、罗湖医院春风院区、丽都酒店②、金城大厦②、东

门⑤、儿童公园①、笋岗桥、桂园中学、笋岗文具批发市场、宝

岗路、笋岗街道办、梅园路①、笋岗艺展中心、红岭泥岗立交、

红岗西村、金湖路东、泥岗村北、金湖花园南门、金湖花园、银

湖综合楼、金湖山庄、银湖宿舍、齐明别墅、银湖牌坊、银湖度

假村总站

环湖一路、环湖二路、环湖三路、金湖路、金湖一街、银湖路、金

湖路、俊岭路、红岗路、红岭北路、梅园路、宝岗路、桃园路、宝

安北路、笋岗东路、人民北路、晒布路、东门中路、东门南路、春

风路、文锦南路、深南东路、新秀路、罗芳路、延芳路、罗沙路、

罗沙路辅路、罗沙路、径肚跨线桥

径肚跨线桥、罗沙路、罗沙路辅路、罗沙路、延芳路、罗芳路、新秀路、深

南东路、文锦南路、春风路、东门南路、东门中路、雅园立交、文锦中路、

雅园立交、笋岗东路、宝安北路、桃园路、宝岗路、宝岗路(北)、梅园路、

红岭北路、红岗路、俊岭路、红岗路、金湖路、银湖路、金湖路、金湖一街

、银湖路、环湖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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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70 安托山场站 蛇口SCT码头总站

安托山场站、侨城东路口、园博园北门、鸿新花园、经济犯罪

侦查局、市眼科医院、农林地铁站、高级中学南校区、竹子林

①、园博园①、华侨城地铁站、世界之窗①、白石洲②、大冲

②、科技园②、深大北门②、深圳大学、桂庙新村、南山书城

地铁站②、南油地铁站②、蛇口沃尔玛、四海小区、翠薇园、

育才二中、海湾新村、蛇口汽车站、花果山、蛇口体育中心、

蛇口税务办税大厅、蛇口海关缉私分局、工业六路路口、兰溪

谷、新时代广场、蛇口港地铁站、招港大厦、招商港务、海湾

路口、价值工厂、蛇口SCT码头总站

蛇口SCT码头总站、价值工厂、海湾路口、招商港务、招港大厦、

蛇口港地铁站、兰溪谷、兰溪谷路口、工业六路路口、蛇口海关

缉私分局、蛇口税务办税大厅、蛇口体育中心、花果山、蛇口汽

车站、海湾新村、育才二中、四海小区、蛇口沃尔玛①、南海东

滨路口②、南油地铁站②、南山书城地铁站②、桂庙新村、深圳

大学、深大北门②、科技园②、大冲②、白石洲①、世界之窗①
、华侨城地铁站、园博园①、高级中学南校区、农林地铁站、市

眼科医院、经济犯罪侦查局、鸿新花园①、安托山场站

侨香路、农林路、泽田路、农林路、深南大道、红树林路、深南大

道、铜鼓路、深南大道、科技中二路、深南大道、南海大道、桃园

路、南海大道、工业八路、爱榕路、工业七路、爱榕路、招商路、

公园路、工业七路、公园路、工业七路、南海大道、工业七路、工

业六路、南海大道、工业三路、南海大道、工业二路、太子路、工
业一路、南海大道、港湾大道、兴海大道

兴海大道、港湾大道、南海大道、工业一路、太子路、南海大道、工业三路

、南海大道、工业六路、工业七路、公园路、招商路、公园南路、招商路、

爱榕路、工业八路、公园路、工业八路、南海大道、登良路、南海大道、深

南大道、红树林路、深南大道、农林路、深南大道、农林路、红荔西路、农

林路、泽田路、农林路、侨香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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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71 农科中心公交总站 公交大厦总站

农科中心公交总站、东海实验小学、香蜜红荔立交、天安数码

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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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枢纽大厦、市民中心西、儿童医

院、莲花山公园①、莲花山西②、商报社、北大医院①、莲花

北村①、彩田村①、公交大厦总站

公交大厦总站、公交大厦、彩田村①、莲花北村①、北大医院①

、莲花山西②、莲花山公园、儿童医院、市民中心西、信息枢纽

大厦、益田中路、东方雅苑、皇岗公园、益田村、妇幼保健院、

新洲村、沙尾、上沙村②、天安数码城、招商银行大厦③、高级

中学南校区、农科中心公交总站

农轩路、红荔西路、香蜜湖路、福强路、益田路、红荔路、新洲路

、莲花路、莲花支路、彩云路

彩云路、莲花路、新洲路、红荔路、益田路、福强路、香蜜湖路、深南大道

、农林路、红荔西路、农轩路

49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72 安托山场站

蛇口广场公交首末

站

安托山场站、侨城东路口①、华侨城医院、侨城一号广场、桃

源村东、桃源村、龙井地铁站、新屋村、珠光地铁站②、茶光

、松坪山、英伦名苑、大冲城市花园、高新园地铁站、高新公

寓、科技南路、科苑南路口、百度国际大厦、软件产业基地、

深圳南山书城、海印长城、北师大附小、后海新村、海月花园

、半岛花园、湾厦村、永乐新村、东角头、蛇口广场公交首末
站

蛇口广场公交首末站、半岛城邦、永乐新村、湾厦村、半岛花园

、海月花园、后海新村、北师大附小、海印长城、深圳南山书城

、滨海之窗南、软件产业基地、百度国际大厦、科苑南路口、科

技南路、高新公寓、创维大厦、大冲②、英伦名苑、松坪山、茶

光①、珠光地铁站②、新屋村、龙井地铁站、桃源村、桃源村东

、侨城一号广场、华侨城医院、侨城东路口、园博园北门、侨香
三道南、鸿新花园①、安托山场站

安托山一路、侨香路、深云路、S301南坪快速路、龙珠大道、沙河

西路、宝深路、沙河西路、朗山路、沙河西路、科发路、铜鼓路、

深南大道、科技南十路、高新南一道、科技南十路、高新南四道、

科技南路、高新南九道、科技南路、高新南十道、高新南环路、高

新南十道、后海大道、海德三道、文心二路、海德一道、后海大道

、登良路、后海大道、蛇口新街、金世纪路、

金世纪路、望海路、后海大道、工业七路、后海大道、登良路、后海大道、

创业路、后海大道、海德一道、文心二路、海德二道、文心二路、海德三道

、文心二路、滨海大道辅路、文心五路、海德三道、后海大道、高新南十道

、高新南环路、高新南十道、科技南路、高新南九道、科技南路、深南大道

、铜鼓路、深南大道、沙河西路、龙珠大道、龙井路、龙珠大道、龙珠三路

、龙珠大道、龙珠八路、龙珠大道、S301南坪快速路、深云路、侨香路、深
云路、侨香路、侨香三道、安托山六路、侨香路、安托山一路

50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73

福田交通枢纽公交

场站
火车站西广场

福田交通枢纽公交场站、高级中学南校区、竹园小学、市儿童

乐园、市眼科医院、翠海花园、金地网球中心、枫丹雅苑、特

发小区、景田沃尔玛、福田外语学校东、天然居、科技中学西

、科技中学、景新花园②、商报社、华强职校、新洲花园、石

厦学校、福田区委、皇岗村、福田保健院、福民地铁站、福民

新村、高级技校、联合广场、福滨新村①、岗边村①、赤尾天

桥、滨河华强天桥、上步中学①、上步南天桥、滨江新村①、

鹿丹村、金威大厦、穿孔桥、渔民村、火车站西广场

火车站西广场、渔民村、穿孔桥、金威大厦、鹿丹村、滨江新村

①、上步南天桥①、上步中学①、滨河华强天桥、赤尾天桥、岗

边村①、福滨新村①、联合广场、高级技校、福民新村、福强路

口、福田保健院、皇岗村、福田区委、石厦学校、新洲花园、华

强职校、商报社、景新花园②、科技中学、科技中学西、天然居

、福田外语学校东、景田沃尔玛、特发小区、枫丹雅苑、金地网

球中心、翠海花园①、市眼科医院、市儿童乐园、竹园小学、高

级中学南校区、福田交通枢纽公交场站

三号路、白石路、红树林路、深南大道、农林路、侨香路、景田北
街、景田西路、莲花路、新洲路、深南新洲立交、新洲路、福新立

交桥、新洲路、滨河新洲立交桥、新洲路、福民路、金田路、福强

路、滨河大道辅道、宝安南路、嘉宾路、和平路

和平路、嘉宾路、宝安南路、滨河大道、滨河大道辅道、滨河彩田立交桥、
福强路、金田路、福民路、新洲路、滨河新洲立交桥、新洲路、福新立交桥

、新洲路、深南新洲立交、新洲路、莲花路、景田西路、景田北街、侨香路

、农林路、深南大道、白石路、三号路

51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74 民治民塘路总站 阳光科创公交总站

民治民塘路总站、高级中学北校区、南贤广场、东泉新村、彩

悦大厦、长岭陂地铁站、南山智园北、南方科技大学、中科院

深圳先进院、深大总医院南、塘朗派出所、同富裕工业城、丽

水路南、平山村南、红花岭、众冠花园、西丽法庭③、西丽社

区②、茶光②、文光村、茶光石鼓路口、茶光路中、第二高级

中学、直升机场、研祥科技大厦②、深圳大学、南山区委、市

六医院东、南航公司、南山派出所、中油大厦、登良路口、南

园综合大楼、飞马城、向南路、荔林地铁站、南山村、阳光科

创公交总站

阳光科创公交总站、南山村北、中油大厦、南山派出所、南航公

司、市六医院东、南山区委、深圳大学、研祥科技大厦②、直升

机场、第二高级中学、茶光路中、茶光石鼓路口、文光村、茶光

②、西丽社区②、西丽法庭③、众冠花园、红花岭、平山村南、

丽水路南、同富裕工业城、塘朗派出所、深大总医院南、中科院

深圳先进院、南方科技大学、南山智园北、长岭陂地铁站、龙华

绿廊公园、民治民塘路总站

民塘路、民宝路、梅龙大道、留仙大道、塘悟路、学苑大道、塘兴

路、丽水路、塘悟路、学苑大道、留仙大道、沙河西路、茶光路、

同乐路、南海大道、桃园路、南山大道、登良路、向南路、东滨路

、南新路

南新路、登良路、南山大道、桃园路、南海大道、同乐路、茶光路、沙河西

路、留仙大道、丽水路、塘兴路、学苑大道、长岭一号路、留仙大道、民塘

路

52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75

深圳北站交通枢纽

公交场站
鹿丹村公交总站

深圳北站交通枢纽公交场站、龙悦居总站、龙悦居二期、龙悦

居四期、白石龙村、惠鑫公寓②、民乐地铁站④、福田党校、

中级法院、莲花二村②、园心苑①、华富路②、上海宾馆、兴

华宾馆西、新闻大厦、红岭南路①、鹿丹村公交总站

鹿丹村公交总站、红岭南路①、新闻大厦、市总工会、建艺大厦

①、华发大厦②、华强路口、华富路口、园心苑①、莲花二村②

、莲花中学、中级法院、福田党校、民乐地铁站②、惠鑫公寓②

、汇龙苑、白石龙村、龙悦居、致远南路、深圳北站交通枢纽公

交场站

留仙大道、致远中路、致远南路、民丰路、玉龙路、龙汇路、致远

南路、龙汇路、民丰路、新区大道、民丰路、民塘路、白石龙路、

龙华大道、梅观路、彩田路、红荔路、华富路、深南中路、上步路

、深南中路、红岭南路、滨河大道

滨河大道辅道、滨河大道、红岭南路、红岭中路、深南中路、上步路、振兴

路、华发北路、振兴路、华富路、红荔路、皇岗路、红荔路、彩田路、梅观

路、梅坂大道、龙华大道、白石龙路、民塘路、民丰路、致远南路、致远中

路、留仙大道、新区大道、留仙大道



序号 业户名称 线路编号 起点站 终点站 上行途径站点 下行途径站点 上行途径道路 下行途径道路

53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79 清水河总站

蛇口广场公交首末

站

清水河总站、清水河、深圳边检总站医院①、红岗西村、红岭

泥岗立交、市检察院②、园岭新村、笋岗八卦路口②、体育馆

①、市二医院①、笔架山公园、莲花一村、公交大厦、彩田村

①、莲花北村①、北大医院①、商报社、鲁班大厦②、市政大

厦、香蜜二村、香梅深南路口、香蜜湖①、深南香蜜立交②、

深航大厦①、深圳人才园、侨城东地铁站、华侨城地铁站、世

界之窗①、白石洲①、大冲②、科技园②、深大北门②、南山

文体中心、市六医院东、南航公司、南山派出所、中油大厦、

南园村东、城市山林东、南油西地铁站、荔秀文化街、蛇口沃

尔玛、蛇口人民医院、蛇口税务办税大厅、蛇口体育中心、花

果山、蛇口戏院、南山妇幼保健院、蛇口新街、东角头、半岛

城邦、蛇口广场公交首末站

蛇口广场公交首末站、半岛城邦、东角头、蛇口新街、南山妇幼

保健院、蛇口戏院、花果山、蛇口体育中心、蛇口税务办税大厅

、蛇口人民医院、蛇口沃尔玛①、荔秀文化街、南油西地铁站、

城市山林东、南园村东、中油大厦、南山派出所、南航公司、市

六医院东、南山文体中心、深大北门②、科技园②、大冲②、白

石洲①、世界之窗①、锦绣中华①、侨城东地铁站、深圳人才园

①、深航大厦①、招商银行大厦①、深南香蜜立交②、香梅深南

路口、香蜜二村、市政大厦②、鲁班大厦、商报社、北大医院①

、莲花北村①、彩田村①、公交大厦、莲花一村、笔架山公园、

市二医院①、体育馆①、笋岗八卦路口②、市检察院①、红岭泥

岗立交、红岗西村、深圳边检总站医院①、清水河总站

红岗路、泥岗红岭立交桥、红岭北路、笋岗西路、黄木岗立交桥、

笋岗西路、莲花立交桥、莲花路、新洲路、红荔西路、香梅路、深

南大道、香蜜湖立交桥、深南大道、福田立交、深南大道、沙河立

交、深南大道、深南南海立交桥、深南大道、南山大道、东滨路、

南海大道、工业七路、公园北路、公园南路、蛇口新街、八号路、

望海路、金世纪路

红岗路、泥岗红岭立交桥、红岭北路、笋岗西路、黄木岗立交桥、笋岗西路

、莲花立交桥、莲花路、新洲路、红荔西路、香梅路、深南大道、香蜜湖立

交桥、深南大道、福田立交、深南大道、沙河立交、深南大道、深南南海立

交桥、深南大道、南山大道、东滨路、南海大道、工业七路、公园北路、公

园南路、蛇口新街、八号路、望海路、金世纪路

54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80 百鸽笼公交接驳站 蛇口SCT码头总站

笔架山场站、西湖宾馆、红桂大厦、红岭地铁站、少儿图书馆

、荔园小学通新岭校区、建艺大厦①、华发大厦②、华强路口

、华富路口、振华西路、中心公园、人才大厦、彩福大厦、财

富大厦、会展中心、益田中路、东方雅苑、皇岗公园、益田村

、妇幼保健院、新洲村、沙尾、上沙村①、红树林、深圳湾公

园地铁站②、深圳湾体育中心、滨海之窗、滨海白石立交、南

山书城地铁站②、南油地铁站②、蛇口沃尔玛、蛇口人民医院

、蛇口体育中心、花果山、公园南路、南海玫瑰园西、海上世

界南、蛇口港地铁站、招港大厦、招商港务、蛇口SCT码头总站

蛇口SCT码头总站、招商港务、招港大厦、蛇口港地铁站、海上世

界南、南海玫瑰园西、公园南路、花果山、蛇口体育中心、蛇口

人民医院、蛇口沃尔玛①、南海东滨路口①、南油地铁站②、南
山书城地铁站②、滨海白石立交、滨海之窗、滨海科苑立交、深

圳湾体育中心、深圳湾公园地铁站、红树林、下沙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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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华三路口、岗厦地铁站、人才大厦、中心

公园、振华西路、航苑大厦、振华路中、深圳城市学院、荔园小

学通新岭校区、少儿图书馆、红岭地铁站、红桂大厦、天地大厦

、西湖宾馆、笔架山场站

笋岗西路、宝安南路、红桂路、红荔路、上步路、上步中路、振兴
路、华富路、振华路、振华西路、福中路、彩田路、福华三路、益

田路、福强路、车公庙立交、滨河大道、滨海大道、滨海大道出口

、滨海大道辅路、滨海大道入口、滨海大道、滨海南海立交桥、南

海大道、工业七路、公园路、公园南路、望海路、工业一路、南海

大道、港湾大道、南康路、兴海大道

南港路、兴海大道、港湾大道、南海大道、工业一路、望海路、公园南路、

公园路、工业七路、南海大道、滨海南海立交桥、滨海大道辅路、滨海大道

入口、滨海大道、竹子林立交桥、滨河大道出口、滨河大道辅道、福强路、

益田路、福华三路、金田路、福华路、彩田路、福中路、振华西路、振华路

、上步路、上步中路、上步路、红荔路、红桂路、宝安南路、笋岗西路

55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81

民乐地铁公交接驳

站

月亮湾填海区公交

总站

民乐地铁公交接驳站、逸秀新村、龙悦居三期、龙悦居、致远

南路、深圳北汽车站、长岭陂地铁站、南山智园北、南方科技

大学、中科院深圳先进院、深大总医院南、丽水路南、平山村

南、红花岭、众冠花园、西丽法庭③、西丽社区②、茶光①、

松坪学校小学部、松坪村、朗山路中、阜外深圳医院、科苑北

环立交②、科苑北②、深南科苑立交北②、科技园②、深大北

门②、南新深南天桥①、南贸市场、田厦村、南山市场①、华

联花园、南园村、南山村北、南山村、南山党校、太子山庄①

、南山实验荔林小学、青青世界、深大附中、南山花园、前海

兴海路口、信利康大厦、月亮湾填海区公交总站

月亮湾填海区公交总站、信利康大厦、前海兴海路口、南山花园

、深大附中、青青世界、南山实验荔林小学、太子山庄、南山党

校、南山村、南山村北、南园村、华联花园、南山市场①、田厦

村、南贸市场、南新深南天桥①、荔香公园、深大北门②、科技

园②、深南科苑立交北②、科苑北②、科苑北环立交、阜外深圳

医院、朗山路中、松坪村、松坪学校小学部、茶光、西丽社区②

、西丽法庭③、众冠花园、红花岭、平山村南、丽水路南、深大

总医院南、中科院深圳先进院、南方科技大学、南山智园北、长

岭陂地铁站、深圳北汽车站、龙悦居、龙悦居三期、逸秀新村、

民乐地铁公交接驳站

民塘路、新区大道、金龙路、民丰路、致远南路、致远中路、留仙

大道、塘悟路、学苑大道、丽水路、塘悟路、学苑大道、留仙大道
、沙河西路、宝深路、松坪山路、朗山路、科苑北路、深南科苑立

交、深南大道、南新路、东滨路、前海路、兴海大道、妈湾二路、

航海路

航海路、妈湾二路、前海路、东滨路、南新路、深南大道、深南科技立交桥

、高新南一道、科苑北路、朗山路、松坪山路、宝深路、沙河西路、留仙大

道、丽水路、学苑大道、长岭一号路、留仙大道、致远中路、玉龙路、民丰

路、金龙路、新区大道、民塘路

56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82 木棉湾总站 火车站

木棉湾总站、吉盛昌工业区、万科红立方大厦、可园学校、百

鸽笼地铁站、罗岗居委会、菁华园、信义实验小学、华港新村

、绿景山庄、草埔村口、东晓街道办②、洪湖公园②、田贝①
、东门中②、东门②、金城大厦②、金光华广场、深圳发展中

心大厦、人民南地铁站、火车站

火车站、人民南地铁站、深圳发展中心大厦、金光华广场、金城

大厦②、东门②、东门中②、田贝①、洪湖公园②、东晓街道办

③、草埔村口、绿景山庄、华港新村、信义实验小学、菁华园、
罗岗居委会、百鸽笼地铁站、可园学校、万科红立方大厦、吉盛

昌工业区、木棉湾总站

育苗路、京南路、翔鸽路、惠康路、翔鸽路、罗岗路、荣华路、百

鸽路、禾坑路、金稻田路、翠茵路、文锦北路、东门中路、东门南
路、嘉宾路、人民南路

人民南路、嘉宾路、东门南路、东门中路、文锦北路、翠茵路、金稻田路、

禾坑路、百鸽路、荣华路、罗岗路、金排路、南环路、翔鸽路、惠康路、翔
鸽路、京南路、育苗路

57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83 金洲花园总站 火车站

金洲花园总站、金洲路口、金稻田路口、翠园中学东晓校区、

东湖路、景亿山庄、布心市场、罗湖妇幼保健院、太白路中、

松泉公寓、翠竹大厦、田贝地铁站、康宁医院、翠竹万家、木

头龙、爱国大厦、罗湖区委、文锦南路、文锦中学、春风万佳

②、丽都酒店①、阳光酒店、罗湖小学、人民南地铁站、火车

站、

火车站、人民南地铁站、罗湖小学、阳光酒店、丽都酒店②、春

风万佳②、文锦中学、文锦南路、罗湖区委、爱国大厦、木头龙

、翠竹苑、翠竹万家、康宁医院、田贝地铁站、翠竹大厦、松泉

公寓、太白路中、罗湖妇幼保健院、布心市场、景亿山庄、东湖

路、翠园中学东晓校区、金稻田路口、金洲路口、金洲花园总站

、

金洲路、金稻田路、东湖路、太白路、翠竹路、翠竹跨线桥、翠竹

路、华丽路、爱国路、文锦中路、文锦南路、春风路、东门南路、

嘉宾路、人民南路

建设路、人民南路、嘉宾路、东门南路、春风路、文锦南路、文锦中路、爱

国路、华丽路、翠竹路、翠竹跨线桥、翠竹路、太白路、东湖路、金稻田路

、金洲路

58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85 盐田北公交总站

深圳东站枢纽西广

场公交站

盐田东公交总站、东海丽景花园、盐田医院盐田院区、乐群小

学、积美工业区、石头围村口、盐田双拥公园、洪安围、北山

路口、西山吓、海港大厦、盐田公安分局、盐田汽车站、盐田

区政府、叶屋村、沙头角消防中队、罗湖公安分局、莲塘①、

聚宝路口、仙湖路口、莲塘口岸①、广岭小区、罗湖行政服务

大厅、罗芳小学、新秀小学、古玩城、黄贝岭地铁站②、冶金

大厦、京鹏大厦、湖贝地铁站、门诊部①、人民桥、荔枝公园

②、建设集团、市检察院①、红岭泥岗立交、红岗西村、深圳

边检总站医院①、清水河物流园区、青湖山庄、章輋村、粤宝

红岗路口、粤宝、宝丽路口、布吉街、深圳东站枢纽西广场公

交站

深圳东站枢纽西广场公交站、布吉街①、宝丽路口、粤宝、粤宝

红岗路口、章輋村、青湖山庄、清水河物流园区、清水河、深圳

边检总站医院①、红岗西村、红岭泥岗立交、市检察院②、建设

集团、荔枝公园②、深圳书城、人民桥、门诊部①、湖贝地铁站

、京鹏大厦、冶金大厦、黄贝岭地铁站③、古玩城、新秀小学、

罗芳小学、罗湖体育馆②、莲塘口岸①、聚宝路口、莲塘、长岭

、沙头角行政服务大厅、三家店、沙头角邮局、盐田区政府、盐

田汽车站、盐田公安分局、海港大厦、西山吓、盐田海鲜街路口

③、北山路口、洪安围、北山工业区、石头围村口、积美工业区

、乐群小学、盐田医院盐田院区、东海丽景花园、南方明珠花园

西区、盐田北公交总站

东海四街、洪安二街、东海道、永安路、北山道、洪安二街、北山

道、洪安三街、北山道、深盐路、梧桐山大道、S30惠深沿海高速、

深盐路、元墩东街、深盐路、园林路、罗沙路、罗沙路辅路、畔山

路、罗沙路辅路、罗沙路、延芳路、经二路、侨兴路、罗芳路、新

秀路、深南东路、红岭中路、红岭北路、红岗路、粤宝路、吉华路

铁西路、吉华路、金鹏路、布吉金龙路、吉华路、布吉街、粤宝路、红岗路

、红岭北路、红岭中路、深南东路、新秀路、罗芳路、罗沙路、罗沙路辅路

、罗沙路、深盐路、沙深路、沙盐路、深盐路、北山道、永安路、东海道、

洪安二街、东海四街

59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90 世界之窗总站

深圳湾口岸公交首

末站

世界之窗总站、世界之窗①、白石洲①、高新公寓、科技南路

、阳光带海滨城北、流花山公园、深圳湾口岸公交首末站、

深圳湾口岸公交首末站、流花山公园、阳光带海滨城北、科技南

路、高新公寓、白石洲①、世界之窗①、世界之窗总站、

侨城西街、深南大道、沙河立交、沙河西路、高新南四道、科技南

路、高新南十道、沙河西路、滨海沙河西立交、沙河西路、后海二

桥、沙河西路、后海大桥、沙河西路、东滨沙河西立交桥、东滨路

、中心路、东滨路、西一路

科苑路、东滨路、东滨沙河西立交桥、沙河西路、后海大桥、沙河西路、后

海二桥、沙河西路、滨海沙河西立交、沙河西路、高新南十道、科技南路、

高新南四道、沙河西路、沙河立交、深南大道、侨城西街

60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97 深业东岭总站 火车站

深业东岭总站、深业东岭、黄贝岭村、沃尔玛广场、凤凰街、
文锦南路、文锦渡客运站南、丽都酒店①、阳光酒店、罗湖小

学、人民南地铁站、火车站、

火车站、人民南地铁站、罗湖小学、阳光酒店、丽都酒店②、文
锦渡客运站、文锦中学、文锦南路、凤凰街、沃尔玛广场、黄贝

岭村、深业东岭、深业东岭总站、

黄贝岭路、黄贝岭二路、黄贝岭一路、凤凰路、文锦中路、文锦南

路、沿河南路、东门南路、嘉宾路、人民南路

建设路、人民南路、嘉宾路、东门南路、沿河南路、新安路、春风路、文锦

南路、文锦中路、凤凰路、黄贝岭一路、黄贝岭二路、黄贝岭路

61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101 动物园总站 火车站

动物园总站、动物园、丽岛、深职院西丽湖校区、九祥岭②、

西丽法庭③、西丽社区②、茶光①、松坪学校小学部、松坪村
、朗山路中、阜外深圳医院、海普瑞、科技北二路南、研祥科

技大厦②、深大北门②、科技园②、大冲②、白石洲①、世界

之窗①、何香凝美术馆、锦绣中华②、园博园②、深圳人才园

①、竹子林①、深航大厦①、招商银行大厦①、深南香蜜立交

②、香蜜湖①、特区报社①、投资大厦②、市民广场西、岗厦

北地铁站②、田面、上海宾馆东、市委、地王大厦、国贸、深

圳发展中心大厦、火车站

火车站、建设路、中医院一门诊、市公安局①、市委、上海宾馆

东、田面、岗厦北地铁站②、广电大厦②、特区报社①、香蜜湖

①、深南香蜜立交②、招商银行大厦①、竹子林①、深圳人才园

、园博园②、锦绣中华②、华侨城地铁站、何香凝美术馆①、世

界之窗①、白石洲①、大冲②、科技园②、深大北门②、研祥科

技大厦②、朗山路西、海普瑞、阜外深圳医院、朗山路中、松坪

村、松坪学校小学部、茶光、西丽社区②、西丽法庭②、九祥岭

①、深职院西丽湖校区、丽岛、动物园、动物园总站

沁园路、西丽路、西丽湖路、沙河西路、宝深路、松坪山路、朗山

路、科技北二路、北环大道辅路、北环大道入口、北环大道、北环

南海立交、南海大道、深南南海立交、深南大道、深南金田立交桥

、深南彩田立交桥、深南大道、深南中路、深南东路、人民南路

人民南路、建设路、嘉宾路、建设路、解放路、深南东路、深南中路、深南

大道、南海大道、朗山路、松坪山路、宝深路、沙河西路、西丽湖路、西丽

路、沁园路



序号 业户名称 线路编号 起点站 终点站 上行途径站点 下行途径站点 上行途径道路 下行途径道路

62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102

福田农批市场总站

（下梅林总站）

福田农批市场总站

（下梅林总站）

福田农批市场总站（下梅林总站）、福田农批市场、下梅林市

场②、梅林二村南、梅林中学、梅林街道办、上梅林村、梅华

中康路口、福田二医院、万科大厦、孖岭社康中心、中级法院

、公交大厦、莲花一村、笔架山公园、市二医院①、体育馆①

、笋岗八卦路口②、园岭新村、园岭地铁站、桂园中学、笋岗

桥、儿童公园①、木头龙、爱国大厦、螺岭、儿童公园①、笋

岗桥、桂园中学、园岭地铁站、园岭新村、笋岗八卦路口②、

体育馆①、市二医院①、笔架山公园、长城开发、凯丰花园、

万科大厦、福田二医院、梅华中康路口、上梅林村、梅林街道

办、梅林中学、梅林二村南、下梅林市场、福田农批市场、福

田农批市场总站（下梅林总站）

梅林路、梅丽路、梅华路、新洲路、北环新洲立交、北环大道出口

、北环新洲立交、新洲路、梅华路、中康路、梅林路、彩田路、莲

花支路、莲花路、笋岗西路、笋岗东路、、笋岗东路、雅园立交、

文锦中路、雅园立交、东门北路、华丽路、爱国路、文锦中路、雅

园立交、笋岗东路、笋岗西路、皇岗路、北环皇岗立交桥、北环大

道、北环大道出口、北环大道、凯丰路、梅林路、中康路、梅华路

、、梅丽路、梅林路

63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103 下沙总站 下沙总站

下沙总站、下沙①、上沙村、金地花园、金地一路、仁爱医院

、新洲村、妇幼保健院、益田村、益田花园、福田水围天桥、

福田水围村、福民公安小区、福民新村、高训大厦、岗厦村、
岗厦北地铁站①、田面、上海宾馆、市委、深圳书城、人民桥

、门诊部②、东门⑤、东门中②、留医部①、竹园宾馆、怡景

花园、怡景地铁站①、罗湖体育馆①、莲塘口岸②、聚宝路口

、莲塘、长岭、长岭沟、罗湖公安分局、莲塘①、聚宝路口、

仙湖路口、莲塘口岸②、罗湖体育馆①、怡景地铁站①、怡景

花园、竹园宾馆②、留医部②、东门中②、东门⑤、门诊部①

、人民桥、市委、上海宾馆、田面、福华新村、岗厦村、高训
大厦、福民新村、福民公安小区、福田水围村、福田水围天桥

、益田花园、益田村、妇幼保健院、新洲村、仁爱医院、金地

一路、沙嘴、金海湾花园、上沙中学、金域蓝湾、下沙总站

福荣路、滨河大道辅道、福强路、沙嘴路、金地一路、沙尾路、福

强路、彩田路、深南大道、深南中路、深南东路、东门南路、东门

中路、东门北路、怡景路、罗芳立交桥、罗沙路、罗沙路辅路、罗

沙路、径肚跨线桥、罗沙路、罗沙路辅路、罗沙路、怡景路、东门

北路、东门中路、深南东路、深南中路、深南大道、深南皇岗立交

、皇岗路、福华立交、福华路、彩田路、福强路、新洲三街、沙尾

路、金地一路、沙嘴路、福荣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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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199 溪涌玫瑰海岸总站

建设路三岛中心总

站

溪涌玫瑰海岸总站、上洞村、玫瑰海岸、油库、土洋水沥、土

洋市场、东纵司令部旧址、虎地排、溪涌社区、小梅沙、梅沙

街道办①、大梅沙、东部华侨城、万科中心、盐田外语学校、

东海岸运动公园、东海岸三期、海港大厦、周大福大厦、盐田

港西地铁站①、盐田公安分局、盐田汽车站、盐田区政府、沙

头角邮局、三家店、沙头角地铁站、桐馨园、罗湖公安分局、

莲塘①、聚宝路口、仙湖路口、莲塘口岸②、罗湖体育馆①、

怡景地铁站①、怡景花园、竹园宾馆②、留医部②、东门中②

、东门⑤、金城大厦②、金光华广场、建设路三岛中心总站

建设路三岛中心总站、门诊部②、东门⑤、东门中②、留医部①

、竹园宾馆、怡景花园、怡景地铁站①、罗湖体育馆①、莲塘口

岸②、聚宝路口、莲塘、长岭、桐馨园、沙头角地铁站、沙头角

行政服务大厅、三家店、沙头角邮局、盐田区政府、盐田汽车站

、盐田公安分局、盐田港西地铁站①、周大福大厦、海港大厦、

东海岸三期、东海岸运动公园、盐田外语学校、万科中心、东部

华侨城、梅沙街道办、小梅沙、溪涌社区、虎地排、东纵司令部

旧址、土洋市场、土洋水沥、油库、玫瑰海岸、溪涌玫瑰海岸总

站

上洞南路、深葵路、葵新南路、坪西路、坪葵路、S30惠深沿海高速

、溪坪南路、深葵路、溪坪南路、S30惠深沿海高速、叠翠湖路、

S30惠深沿海高速、盐葵路、海琴路、盐葵路、盐梅路、环梅路、环

碧路、S30惠深沿海高速、深盐路、S30惠深沿海高速、深盐路、沙

盐路、沙深路、罗沙路、罗沙路辅路、畔山路、罗沙路辅路、罗沙

路、怡景路、东门北路、东门中路、深南东路、东门南路、嘉宾路

、人民南路、春风路、建设路、罗小二街

罗小三街、建设路、嘉宾路、建设路、深南东路、东门中路、东门北路、怡

景路、罗沙路、罗芳路、罗沙路、罗沙路辅路、罗沙路、深盐路、沙深路、

沙盐路、深盐路、临海路、深盐路、S30惠深沿海高速、艺海路、环碧路、环

梅路、盐梅路、盐葵路、海琴路、盐葵路、S30惠深沿海高速、溪坪南路、深

葵路、溪坪南路、S30惠深沿海高速、坪西路、坪葵路、坪西路、葵新南路、

深葵路、上洞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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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104 动物园总站 宁水花园总站

动物园总站、动物园、丽山路北、桃源街道办、红花岭、珠光

北路、桃源文体中心、珠光村①、珠光地铁站①、新屋村、龙

井地铁站、桃源村、桃源村东、侨城一号广场、华侨城医院、

侨城东路口、园博园北门、鸿新花园、经济犯罪侦查局、翠海

花园、金地网球中心、枫丹雅苑、景田沃尔玛、福田外语学校

东、景蜜村、景田北、监控中心、景新花园②、北大医院②、

莲花北村①、彩田村①、公交大厦、莲花一村、园心苑①、华

富路②、上海宾馆、兴华宾馆西、新闻大厦、深圳书城、人民

桥、门诊部①、湖贝小学、湖贝中路、罗湖交警大队、罗湖区

委、爱国大厦、华丽环岛、荷花市场、天井湖、碧波花园、宁

水花园总站

宁水花园总站、碧波花园、天井湖、荷花市场、华丽环岛、爱国

大厦、罗湖区委、京鹏大厦、湖贝地铁站、门诊部①、人民桥、

地王大厦、新闻大厦、兴华宾馆西、上海宾馆、华富路②、园心
苑①、莲花一村、公交大厦、彩田村①、莲花北村①、北大医院

②、景新花园②、监控中心、景田北、景蜜村、福田外语学校东

、景田沃尔玛、枫丹雅苑、金地网球中心、翠海花园②、经济犯

罪侦查局、鸿新花园②、侨城东路口①、华侨城医院、侨香深云

路口、侨城一号广场、桃源村东、桃源村、龙井地铁站、新屋村

、珠光地铁站①、珠光村①、桃源文体中心、珠光北路、丽山路

南、桃源街道办、丽山路北、动物园、动物园总站

沁园路、西丽路、西丽湖路、丽水路、丽山路、塘悟路、学苑大道

、珠光北路、珠光路、龙珠二路、龙珠大道、龙珠八路、龙珠大道

、北环龙珠立交、Ｓ３０１南坪快速路、、深云路、侨香路、、侨

香路、、侨香路、景田北街、景田路、莲花路、笋岗西路、皇岗路

、红荔路、华富路、深南大道、深南中路、深南东路、东门南路、

东门中路、湖贝路、文锦中路、爱国路、华丽路、黄贝路、黄贝北

支路

黄贝北支路、黄贝路、华丽路、爱国路、文锦中路、深南东路、、深南东路
、、深南东路、、深南东路、深南中路、深南大道、华富路、、华富路、红

荔路、皇岗路、笋岗西路、莲花路、景田路、景田北街、侨香路、、侨香路

、、侨香路、、侨香路、深云路、Ｇ４京港澳高速出口、、Ｓ３０１南坪快

速路、北环龙珠立交、龙珠大道、、龙珠大道、龙珠二路、珠光路、珠光北

路、学苑大道、塘悟路、丽山路、丽水路、西丽路、沁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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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107 天鹅湖公交首末站 草埔吓屋村总站

天鹅湖公交首末站、华侨城医院、侨城东路口、园博园北门、

鸿新花园、经济犯罪侦查局、市眼科医院、市儿童乐园、农林

地铁站、高级中学南校区、深圳风湿病医院、东海花园、香蜜

湖天桥、水榭花都、市政大厦②、鲁班大厦、莲花山西②、莲

花山公园、儿童医院、市民中心、人才大厦、中心公园、华富

路始发站⑧、市话大厦②、体育馆①、笋岗八卦路口②、园岭

新村、园岭地铁站、桂园中学、笋岗桥、儿童公园①、翠竹苑

、翠竹万家、康宁医院、田贝地铁站、翠竹大厦、松泉公寓、

太白路中、罗湖妇幼保健院、布心市场、景亿山庄、东湖路、

翠园中学东晓校区、金稻田路口、布心山庄、戒毒所、理想新

城、华港新村、绿景山庄、草埔吓屋村总站

草埔吓屋村总站、绿景山庄、华港新村、理想新城、戒毒所、布

心山庄、金稻田路口、翠园中学东晓校区、东湖路、景亿山庄、

布心市场、罗湖妇幼保健院、太白路中、松泉公寓、翠竹大厦、

田贝地铁站、康宁医院、翠竹万家、翠竹苑、儿童公园①、笋岗

桥、桂园中学、园岭地铁站、园岭新村、笋岗八卦路口②、体育

馆①、市话大厦、海外装饰大厦①、中心公园、人才大厦、市民

中心、儿童医院、莲花山公园①、莲花山西②、鲁班大厦②、市

政大厦、水榭花都、香蜜湖天桥、东海花园、深圳风湿病医院、

高级中学南校区、农林地铁站、市儿童乐园、市眼科医院、经济

犯罪侦查局、鸿新花园②、侨城东路口①、天鹅湖公交首末站

侨香路、农林路、香林路、农园路、红荔西路、红荔路、益田路、

福中路、振华西路、振华路、华富路、笋岗西路、笋岗东路、雅园

立交、文锦中路、雅园立交、东门北路、翠竹路、太白路、东湖路

、金稻田路、南环路、金稻田路

金稻田路、东湖路、太白路、翠竹路、东门北路、雅园立交、笋岗东路、笋

岗西路、华富路、振华路、振华西路、福中路、益田路、红荔路、红荔西路

、农园路、香林路、农林路、侨香路、深云路、侨香路

67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108 安托山总站

火车站西广场公交

总站

安托山总站、侨城东路口、园博园北门、鸿新花园、经济犯罪

侦查局、市眼科医院、市儿童乐园、农林地铁站、东海实验小

学、香蜜湖天桥、水榭花都、市政大厦②、鲁班大厦、莲花山

西②、莲花山公园、中心书城北、关山月美术馆②、莲花二村

②、园心苑①、华新村、圣廷苑酒店、妇儿医院、少儿图书馆

、红岭地铁站、红桂路口、红桂大厦、红桂路东、红桂中学、

桂园街道办、穿孔桥、渔民村、火车站西广场公交总站

火车站西广场公交总站、渔民村、穿孔桥、桂园街道办、红桂中

学、红桂路东、红桂大厦、红桂路口、红岭地铁站、少儿图书馆

、妇儿医院、圣廷苑酒店、华新村、园心苑①、莲花二村②、关

山月美术馆②、中心书城北、莲花山公园①、莲花山西②、红荔

新洲路口、鲁班大厦②、市政大厦、水榭花都、香蜜湖天桥、东

海实验小学、农林地铁站、市儿童乐园、市眼科医院、侨香三道

南、鸿新花园①、安托山总站

安托山一路、侨香路、侨城东路、侨香路、农林路、红荔西路、红

荔路、红桂路、桂园路、解放路、和平路

和平路、建设路、解放路、桂园路、红桂路、红荔路、红荔西路、农林路、

侨香三道、安托山六路、侨香路、安托山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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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111 梅林一村总站 长岭东公交场站

梅林一村总站、下梅林市场②、景鹏大厦、莲花山西②、莲花

山公园、少年宫、关山月美术馆②、莲花二村②、花卉世界①

、市话大厦②、体育馆①、笋岗八卦路口②、园岭新村、罗湖

税务局②、桂园中学、笋岗桥、儿童公园①、螺岭、罗湖区委

、冶金大厦、黄贝岭地铁站③、古玩城、新秀小学、罗芳小学

、罗湖体育馆①、莲塘口岸②、聚宝路口、莲塘、畔山花园、

长岭、长岭东公交场站、

长岭东公交场站、罗湖公安分局、畔山花园、莲塘①、聚宝路口

、莲塘口岸②、广岭小区、黄贝街道办、罗芳小学、新秀小学、

古玩城、黄贝岭地铁站②、冶金大厦、罗湖区委、螺岭、儿童公

园①、笋岗桥、桂园中学、罗湖税务局②、园岭新村、笋岗八卦

路口②、体育馆①、市话大厦、花卉世界①、莲花二村②、关山

月美术馆②、少年宫、莲花山公园①、莲花山西②、景鹏大厦、

下梅林市场、梅林一村总站、

梅山街、梅林路、梅丽路、梅华路、新洲路、北环新洲立交桥、新

洲路、红荔路、华富路、华强北路、黄木岗立交桥、笋岗西路、笋

岗东路、笋岗东立交桥、笋岗东路、笋岗东路跨线桥、笋岗东路、

文锦中路、深南东路、深南沿河立交桥、新秀路、罗芳路、罗沙路

、盘山路

盘山路、罗沙路、罗沙仙湖立交桥、罗沙路、延芳路、经二路、罗芳路、新

秀路、深南沿河立交桥、深南东路、文锦中路、笋岗东路、笋岗东路跨线桥

、笋岗东路、笋岗东立交桥、笋岗东路、笋岗西路、黄木岗立交桥、笋岗西

路、黄木岗立交桥、华富支路、华富路、红荔路、新洲路、北环新洲立交桥

、新洲路、梅华路、梅丽路、梅林路、梅山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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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113 长岭东公交场站

月亮湾公交综合车

场

长岭东公交场站、长岭沟、罗湖公安分局、梧桐山新居、翠榕

花园、莲塘枫景、莲塘街道办、罗湖外语学校、莲塘消防中队

、莲塘口岸②、广岭、罗湖体育馆①、怡景地铁站①、怡景花

园、竹园宾馆②、留医部②、东门中②、东门③、门诊部②、

地王大厦、市委、兴华宾馆东、上海宾馆、岗厦北地铁站①、

海关综合大楼、广电大厦②、特区报社①、香蜜湖①、深南香

蜜立交②、深航大厦①、竹子林①、深圳人才园、园博园②、

锦绣中华②、何香凝美术馆②、世界之窗①、白石洲②、大冲

②、科技园②、深大北门②、深圳大学、桂庙新村、南山书城

地铁站②、南油地铁站②、蛇口沃尔玛、蛇口人民医院、招商

发展中心、蛇口网谷、海上世界地铁站、新时代广场、蛇口港

地铁站、招港大厦、招商港务、文天祥纪念公园、天后宫、南

山公司、赤湾港、南海油脂、南海粮食、妈湾发电厂、南山垃

圾发电厂、月亮湾公交综合车场

月亮湾公交综合车场、南山垃圾发电厂、妈湾发电厂、南海粮食

、南海油脂、赤湾港、南山公司、天后宫、文天祥纪念公园、招

商港务、招港大厦、蛇口港地铁站、新时代广场、海上世界地铁

站、蛇口网谷、招商发展中心、蛇口人民医院、蛇口沃尔玛②、

南海东滨路口②、南油地铁站②、南山书城地铁站②、桂庙新村

、深圳大学、深大北门②、科技园②、大冲②、白石洲②、世界

之窗①、何香凝美术馆、锦绣中华②、园博园②、深圳人才园①

、竹子林①、深航大厦①、招商银行大厦①、深南香蜜立交②、

香蜜湖①、特区报社①、投资大厦②、海关综合大楼、岗厦北地

铁站①、上海宾馆、兴华宾馆东、市委、深圳书城、门诊部②、

东门③、东门中②、留医部①、竹园宾馆、怡景花园、怡景地铁

站①、罗湖体育馆①、莲塘口岸②、莲塘消防中队、罗湖外语学

校、莲塘街道办、梧桐山新居、长岭、长岭东公交场站

径肚跨线桥、罗沙路、罗沙路辅路、畔山路、聚宝路、国威路、鹏

兴路、罗沙仙湖立交、罗沙路、怡景路、东门北路、东门中路、深

南东路、深南中路、深南大道、深南彩田立交桥、深南金田立交桥

、深南大道、深南南海立交、南海大道、工业三路、太子路、工业

一路、南海大道、港湾大道、南康路、兴海大道、港航路、赤湾六

路、赤湾七路、赤湾二路、右炮台路、妈湾大道

月亮湾大道、棉山路、月亮湾大道、妈湾大道、右炮台路、赤湾二路、赤湾

七路、赤湾六路、兴海大道、南康路、港湾大道、南海大道、工业一路、太

子路、工业三路、南海大道、桃园路、南海大道、深南南海立交、深南大道

、深南金田立交桥、深南彩田立交桥、深南大道、深南中路、深南东路、东

门南路、东门中路、东门北路、怡景路、罗沙路、罗沙路辅路、罗沙仙湖立

交、鹏兴路、国威路、粤港路、百世路、畔山路、港莲路、罗沙路辅路、罗

沙路、径肚跨线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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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122 荔山工业园总站

御领公馆公交首末

站

荔山工业园总站、荔山工业园、万豪月半山、龙瑞佳园、龙瑞

佳园天桥、蛇口港地铁站、海上世界、南海意库、海昌街、公

园南路、花果山、蛇口体育中心、蛇口税务办税大厅、蛇口人

民医院、蛇口沃尔玛①、荔秀文化街、南油西地铁站、城市山

林东、荔林地铁站、南山党校、南山村西、鼎太风华、向南村

、南山市场①、田厦村、桃园南新路口、市六医院、南山文体

中心、南山公安分局、玉泉南山路口、玉泉艺园路口、汇金家

园、直升机场、第二高级中学、鹏城实验室、石鼓花园、南方

科技大学医院、众冠花园、大学城地铁站、平山一路路口、哈

工大（深圳）、丽水路南、学苑丽水路口、深大总医院南、中

科院深圳先进院、南方科技大学、南山智园北、御领公馆公交

首末站

御领公馆公交首末站、南山智园北、南方科技大学、中科院深圳

先进院、深大总医院南、学苑丽水路口、丽水路南、大学城体育

中心、大学城门、哈工大（深圳）、平山一路路口、平山村南、

红花岭、众冠花园、南方科技大学医院、石鼓花园、鹏城实验室

、第二高级中学东、第二高级中学、直升机场、麒麟花园、玉泉

艺园路口、玉泉南山路口、南山公安分局、南山文体中心、市六

医院、田厦村、南山市场①、向南村、鼎太风华、南山村西、南

山党校、荔林地铁站、城市山林东、南油西地铁站、荔秀文化街

、蛇口沃尔玛、蛇口人民医院、蛇口税务办税大厅、蛇口体育中

心、花果山、公园南路、海昌街、南海意库、海上世界地铁站、

中国国际海运、蛇口港交警中队、龙瑞佳园天桥、龙瑞佳园、万

豪月半山、荔山工业园、荔山工业园总站

沿山路、兴海大道、松湖路、港湾大道、南海大道、工业一路、太

子路、兴华路、海昌街、公园南路、公园路、工业七路、南海大道

、工业八路、南海大道、东滨路、向南路、东滨路、南山大道、东

滨路、前海路、桂庙路、南新路、桃园路、南山大道、南头街、南

山大道、深南大道、南山大道、玉泉路、玉园路、玉泉路、艺园路
、北环大道辅路、南海大道、南海大道辅路、南海大道、同乐路、

茶光路、创科路、打石一路、石鼓路、留仙大道、丽山路、留仙大

道、平山一路、平山二路、留仙大道、夏青路、留仙大道、丽水路

、学苑大道、长岭一号路、长源一街

留仙大道、长岭一号路、留仙大道、长岭一号路、留仙大道、学苑大道、丽

水路、留仙大道、平山一路、留仙大道、学苑大道(西)、留仙大道、学苑大

道(西)长源一街、长岭一号路、学苑大道、幽兰路、学苑大道、丽水路、留

仙大道、平山二路、平山一路、留仙大道、学苑大道(西)、留仙大道、石鼓

路、打石一路、同发南路、打石一路、创科路、茶光路、同乐路、南海大道

、南海大道辅路、南海大道、南海大道辅路、玉泉路、南山大道、明创路、

大新路、南山大道、南头街、南山大道、桃园路、南新路、桂庙路、前海路

、东滨路、向南路、东滨路、南海大道、工业七路、公园路、公园南路、海

昌街、兴华路、工业三路、太子路、工业一路、南海大道、松湖路、兴海大

道、沿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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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M123

秀峰工业区总站
（巴士四公司）

深圳湾口岸公交首
末站

秀峰工业区总站（巴士四公司）、农衣路口、红晟市场、红门

、上雪工业区、雪竹径加油站、宝利工业区、天安花园、吉华

坂雪岗路口、坂田市场、五和路口、五和地铁站、四季花城①

、光雅园路口、雅园路口、坂田手造文化街、万科五园幼儿园

、五园小学、坂银大道银湖站、市话大厦、海外装饰大厦①、

振华西路、中心公园、人才大厦、雅颂居、市民中心、黄埔雅
苑、广电大厦临时站、特区报社①、香蜜湖①、深南香蜜立交

②、招商银行大厦③、竹子林①、园博园②、侨城东地铁站、

锦绣中华②、华侨城地铁站、何香凝美术馆①、世界之窗①、

白石洲①、沙河东路口、石洲北路、石洲中路、中信红树湾、

沙河信息园、科技南路、阳光带海滨城北、流花山公园、深圳

湾口岸公交首末站

深圳湾口岸公交首末站、流花山公园、阳光带海滨城北、科技南

路、高新公寓南、沙河信息园、中信红树湾、石洲中路、美庐锦

园、南山中英文学校、白石洲①、世界之窗①、何香凝美术馆、

锦绣中华①、侨城东地铁站、园博园②、竹子林①、深航大厦①

、招商银行大厦①、深南香蜜立交②、香蜜湖①、特区报社①、

黄埔雅苑、市民中心、雅颂居、人才大厦、中心公园、振华西路

、海外装饰大厦①、市话大厦②、坂银大道银湖站、五园小学、

坂雪岗大道路口、坂田手造文化街、雅园路口、光雅园路口、四

季花城、五和地铁站、五和路口、坂田市场、天安花园、宝利工

业区、雪竹径加油站、上雪工业区、红门、红晟市场、农衣路口

、秀峰工业区总站（巴士四公司）

秀峰路、吉华路、贝尔路、吉华路、五和大道、雅园路、坂雪岗大

道、坂银通道、泥岗西路、华富路、振华路、振华西路、福中路、

民田路、福中三路、鹏程一路、深南大道、沙河东路、石洲北路、

石洲中路、白石路、科技南路、高新南十道、沙河西路、东滨沙河

西立交桥、东滨路、口岸联络道、西一路

科苑南路、东滨路、东滨沙河西立交桥、沙河西路、高新南十道、科技南路

、白石路、白石路、深湾一路、石洲中路、石洲中路、石洲中路、石洲中路

、深南大道、深南大道、深南大道、深南新洲立交桥、新洲路、福中路、振
华西路、振华路、华富路、华富路、华富路、泥岗西路、坂银通道、坂雪岗

大道、永香路、永香路、虎山路、雅园路、五和大道、吉华路、吉华路、秀

峰路、秀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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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1 南头总站

草埔地铁站公交总

站

南头总站、南山汽车站、星海名城、大新小学、大新地铁站、

南贸市场、南新深南天桥②、南山公安分局、中山公园东门、

方鼎华庭、北环科苑天桥、科苑北环立交、阜外深圳医院、朗

山路中、松坪村、松坪学校小学部、茶光①、宝珠花园、珠光

村①、珠光地铁站①、新屋村、龙井地铁站、桃源村、桃源村

东、深云村、侨香村、北环香蜜立交、北环香梅北天桥、深圳

石油大厦、广中医深圳医院、下梅林市场、梅林一村、梅林二

村、梅林三村、梅林阁、中康公园、万科大厦、孖岭社康中心

、笔架山水厂、银湖汽车站①、泥岗村①、宝安北路口②、红

岗花园、雅仕居、东晓街道办③、草埔地铁站②、草埔地铁站

公交总站

草埔地铁站公交总站、草埔地铁站⑦、东晓街道办、雅仕居、红

岗花园、宝安北路口、泥岗村①、深圳中学泥岗校区、银湖汽车

站①、市救助站、笔架山水厂、凯丰花园、万科大厦、中康公园

、梅林阁、梅林三村、梅林二村、梅林一村①、福田农批市场、

广中医深圳医院、北环香梅北天桥、北环香蜜立交、北环香蜜立

交西、侨香村、侨城北公交综合车场、桃源村东、桃源村、龙井

地铁站、新屋村、珠光地铁站①、珠光村①、宝珠花园、茶光、

松坪学校小学部、松坪村、清华信息港、海能达大厦、北环科苑

天桥、麒麟花园、玉泉艺园路口、玉泉南山路口、南山公安分局

、南新深南天桥②、南贸市场、大新地铁站、大新小学、星海名

城、南头总站

、深南大道、宝安大道、、宝安大道、前海路、桃园路、南新路、

、南新路、深南大道、南山大道、、南山大道、、南山大道、北环

南山立交、北环大道辅路、北环南海立交、北环大道辅路、科苑北

路、朗山路、松坪山路、宝深路、、宝深路、沙河西路、龙珠大道

、龙井路、龙井路（北）、龙珠一路、珠光路、龙珠二路、龙珠大

道、龙珠八路、龙珠大道、北环龙珠立交、Ｓ３０１南坪快速路、

北环龙珠立交、北环大道、北环大道入口、北环大道、、北环大道

、北环香蜜立交、北环大道辅路、北环大道入口、北环大道出口、

北环新洲立交、新洲路、梅华路、、梅丽路、梅林路、、梅林路、

彩田路、北环彩田立交桥、北环大道、北环大道出口、北环大道辅

路、北环大道入口、北环大道、泥岗西路、泥岗西路出口、泥岗西

路辅路、泥岗东路、洪湖立交桥、文锦北路、龙岗大道、、龙岗大

道、龙岗大道辅路、、龙岗大道辅路、龙岗大道、龙岗大道辅路、

、龙岗大道辅路、文锦北路、洪湖立交桥、泥岗东路、泥岗东路入口、泥岗

东路、泥岗东路出口、泥岗东路、泥岗西路辅路、北环大道辅路、北环大道

入口、北环大道、北环大道出口、北环大道、凯丰路、梅林路、、北环大道

辅路、北环大道入口、北环大道、北环大道出口、龙珠大道、、龙珠大道、

龙珠二路、珠光路、龙珠一路、龙井路（北）、龙珠大道、茶光路、沙河西

路、宝深路、、宝深路、松坪山路、、松坪山路、北环大道辅路、北环大道

入口、北环大道、北环南海立交、南海大道、玉泉路、、玉泉路、南山大道

、、南山大道、深南大道、南新路、、桃园路、、前海路、、前海路、深南

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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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2

福田交通枢纽公交

场站
仙湖植物园总站

福田交通枢纽公交场站、下沙②、上沙村、沙尾、新洲村、福

保街道办、石厦学校、福田区委、皇岗村、福田保健院、福民
地铁站、福强路口、福民公安小区、福民新村、高训大厦、岗

厦村、岗厦北地铁站②、田面、上海宾馆、兴华宾馆西、市总

工会、荔园小学通新岭校区、少儿图书馆、建设集团、罗湖税

务局②、桂园中学、笋岗桥、儿童公园①、留医部①、竹园宾

馆、怡景花园、怡景地铁站①、罗湖体育馆②、莲塘口岸②、

莲塘消防中队、仙湖植物园总站

仙湖植物园总站、仙湖路地铁站、罗湖外语学校、莲塘消防中队

、莲塘口岸②、罗湖体育馆①、怡景地铁站①、怡景花园、竹园
宾馆②、留医部②、儿童公园①、笋岗桥、桂园中学、罗湖税务

局①、建设集团、少儿图书馆、荔园小学通新岭校区、市总工会

、兴华宾馆东、上海宾馆、田面、福华新村、岗厦村、高训大厦

、福民新村、福民公安小区、福强路口、福田保健院、皇岗村、

福田区委、石厦学校、福保街道办、新洲村、沙尾、上沙村②、

天安数码城、深航大厦①、福田交通枢纽公交场站

金顺路、白石路、广深竹子林立交、G4京港澳高速、滨河大道、福

强路、新洲路、福民路、金田路、福强路、彩田路、深南大道、深

南中路、上步路、红荔路、红岭中路、笋岗东路、文锦中路、东门

北路、怡景路、罗沙路、鹏兴路、莲十路

莲十路、仙湖路、国威路、鹏兴路、罗沙路、怡景路、东门北路、文锦中路

、笋岗东路、宝安北路、笋岗东路、红岭中路、红荔路、上步路、深南中路

、深南大道、皇岗路、福华路、彩田路、福强路、金田路、福民路、新洲路

、福强路、香蜜湖路、深南大道、G4京港澳高速、广深竹子林立交、白石路

、金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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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3 东昌总站 福田口岸公交总站

东昌总站、太白路中、松泉公寓、翠竹大厦、田贝地铁站、康

宁医院、翠竹万家、东门⑤、门诊部②、人民桥、市公安局①

、新闻大厦、兴华宾馆东、上海宾馆东、田面、福华新村、岗

厦村、高训大厦、福民新村、福田口岸公交总站

福田口岸公交总站、福民公安小区、福民新村、高训大厦、岗厦

村、岗厦北地铁站②、田面、上海宾馆东、兴华宾馆东、新闻大

厦、地王大厦、人民桥、东门⑤、翠竹苑、翠竹万家、康宁医院

、田贝地铁站、翠竹大厦、松泉公寓、太白路中、东昌总站

太白路、翠竹路、翠竹跨线桥、翠竹路、东门北路、东门中路、深

南东路、宝安南路、解放路、深南东路、深南中路、深南大道、皇

岗路、福华路、彩田路、滨河彩田立交桥、福强路、国花路

国花路、福强路、滨河彩田立交桥、彩田路、深南大道、深南中路、深南东

路、东门中路、东门北路、翠竹路、翠竹跨线桥、翠竹路、太白路、东昌路

75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4 荔山工业园总站

建设路三岛中心总

站

荔山工业园总站、月亮湾花园东、前海兴海路口、南山花园、

深大附中、青青世界、南山实验荔林小学、太子山庄、南山党

校、荔林地铁站、南园村东、中油大厦、南山派出所、南航公

司、市六医院东、市六医院、桃园南新路口、南山欢乐颂、南

新深南天桥②、南头①、深大北门②、科技园②、大冲②、白

石洲①、世界之窗①、何香凝美术馆、锦绣中华①、园博园②

、深圳人才园①、竹子林①、深航大厦①、招商银行大厦①、

深南香蜜立交②、投资大厦②、海关综合大楼、岗厦北地铁站

①、田面、上海宾馆、兴华宾馆西、市委、深圳书城、人民桥

、国贸、建设路三岛中心总站

建设路三岛中心总站、市公安局②、市委、兴华宾馆西、上海宾

馆、田面、岗厦北地铁站①、海关综合大楼、广电大厦②、深南

香蜜立交②、招商银行大厦②、竹子林①、深圳人才园、园博园

②、锦绣中华②、何香凝美术馆②、世界之窗①、白石洲①、大
冲②、科技园②、深大北门②、南新深南天桥②、南山欢乐颂、

桃园南新路口、市六医院、市六医院东、南航公司、南山派出所

、中油大厦、南园村东、荔林地铁站、南山党校、太子山庄①、

南山实验荔林小学、青青世界、深大附中、南山花园、前海兴海

路口、月亮湾花园东、荔山工业园总站

沿山路、兴海大道、前海路、东滨路、南山大道、桃园路、南新路
、深南大道、深南金田立交桥、深南彩田立交桥、深南大道、深南

中路、深南东路、人民南路、春风路、建设路、罗小二街

罗小三街、建设路、嘉宾路、建设路、解放路、深南东路、深南中路、深南
大道、深南彩田立交桥、深南金田立交桥、深南大道、南新路、桃园路、南

山大道、东滨路、前海路、妈湾二路、兴海大道、沿山路



序号 业户名称 线路编号 起点站 终点站 上行途径站点 下行途径站点 上行途径道路 下行途径道路

76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205 盐田路地铁站 火车站

盐田路地铁站、东海丽景花园、庚子首义学校、盐田派出所、

北山路口、盐田海鲜街路口①、西山吓、海港大厦、周大福大

厦、盐田港西地铁站①、盐田公安分局、盐田汽车站、盐田区

政府、沙头角邮局、三家店、沙头角地铁站、桐馨园、长岭沟

、罗湖公安分局、畔山花园、莲塘①、聚宝路口、仙湖路口、

莲塘口岸②、罗湖体育馆②、黄贝岭、黄贝岭地铁站①、文锦

南路、文锦中学、春风万佳、丽都酒店①、金光华广场、人民

南地铁站、火车站

火车站、人民南地铁站、金光华广场、丽都酒店②、春风万佳、

文锦中学、文锦南路、冶金大厦、黄贝岭地铁站②、黄贝岭、罗

湖体育馆②、莲塘口岸②、聚宝路口、莲塘、畔山花园、长岭、

桐馨园、沙头角地铁站、沙头角行政服务大厅、三家店、沙头角

邮局、盐田区政府、盐田汽车站、盐田公安分局、盐田港西地铁

站①、周大福大厦、海港大厦、西山吓、盐田海鲜街路口③、北

山路口、盐田派出所、庚子首义学校、东海丽景花园、盐田路地

铁站

盐田路、东海道、洪安二街、东海道、洪安路、洪安三街、北山道

、盐葵路、北山道、深盐路、S30惠深沿海高速、深盐路、S30惠深

沿海高速、深盐路、沙盐路、沙深路、深盐路、罗沙路、罗沙路辅

路、罗沙路、沿河北路辅路、沿河北路、沿河北路辅路、怡景路、

沿河北路辅路、沿河北路、沿河北路辅路、深南东路、文锦南路、

春风路、东门南路、嘉宾路、人民南路

人民南路、嘉宾路、南湖路、嘉宾路、东门南路、春风路、文锦南路、深南

东路、新秀路、沿河北路辅路、罗沙路、罗沙路辅路、罗沙路、深盐路、园

林路、盘山公路、罗沙路、径口街、盘山公路、深盐路、沙深路、沙盐路、

深盐路、S30惠深沿海高速、深盐路、北山道、洪安三街、洪安路、东海道、

洪安二街、东海道、盐田路

77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207

深圳北站西广场公

交场站
东方尊峪公交总站

深圳北站西广场公交场站、深圳北汽车站、龙悦居四期、龙悦

居三期、逸秀新村、白石龙音乐公园、新彩隧道口、中级法院

、公交大厦、莲花一村、笔架山公园、市二医院①、体育馆①

、笋岗八卦路口②、园岭新村、罗湖税务局②、桂园中学、笋

岗桥、儿童公园①、留医部①、竹园宾馆、怡景花园、怡景地

铁站①、罗湖体育馆②、莲塘口岸②、聚宝路口、莲塘、畔山

路、仙桐御景、罗湖区中医院、莲馨家园、国威路东、畔山花

园、长岭、晴山月、东方尊峪公交总站

东方尊峪公交总站、晴山月、长岭沟、罗湖公安分局、国威路东

、莲馨家园、罗湖区中医院、仙桐御景、畔山路、莲塘①、聚宝

路口、仙湖路口、莲塘口岸②、罗湖体育馆②、怡景地铁站①、

怡景花园、竹园宾馆②、留医部②、儿童公园①、笋岗桥、桂园

中学、罗湖税务局②、园岭新村、笋岗八卦路口②、体育馆①、

市二医院①、笔架山公园、莲花一村、中级法院、新彩隧道口、

白石龙音乐公园、逸秀新村、龙悦居三期、龙悦居四期、深圳北

站西广场公交场站

致远中路、致远南路、金龙路、新区大道、彩田路、新彩隧道、彩

田路、莲花支路、莲花路、笋岗西路、笋岗东路、文锦中路、东门

北路、怡景路、罗沙路、名桐街、港莲路、畔山路、国威路、仙桐

路、国威路、畔山路、港莲路、名桐街、罗沙路、长岭路

长岭路、罗沙路、畔山路、国威路、仙桐路、国威路、畔山路、罗沙路、怡

景路、东门北路、文锦中路、笋岗东路、笋岗西路、莲花路、彩田路、新彩

隧道、新区大道、金龙路、致远南路、致远中路

78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109 万科云城总站

世界之窗地铁公交

接驳站

万科云城总站、中兴工业园二号岗、中兴工业园一号岗、中兴

通讯宿舍、中兴人才公寓、鹏城实验室、石鼓花园、南方科技

大学医院、西丽法庭③、西丽社区②、茶光①、松坪学校小学

部、宝深路、酷派信息港、科苑北环立交②、科苑北、深南科

苑立交北、深大地铁站、中兴通讯①、大冲②、白石洲③、世

界之窗地铁公交接驳站

世界之窗地铁公交接驳站、白石洲③、大冲②、深南科苑立交北

、科苑北、科苑北环立交②、华瀚科技、酷派信息港、宝深路、
松坪学校小学部、茶光①、西丽社区①、西丽法庭①、南方科技

大学医院、石鼓花园、鹏城实验室、中兴人才公寓东、万科云城

总站

兴科路、创科路、创研路、打石一路、石鼓路、留仙大道、沙河西
路、宝深路、科苑北路、科苑南路、兰龙路、高新南二道、科技南

一路、高新南四道、科技南路、深南科技立交桥、深南大道

深南大道、深南科苑立交、科苑北路、宝深路、沙河西路、留仙大道、石鼓

路、打石一路、创科路

79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11 梧桐山总站

建设路三岛中心总

站

梧桐山总站、塘坑仔、塘坑仔西、兰科中心、新田村、望桐信

告地路口、望桐桂花路口、望桐路西、九尾岭隧道口、东湖人

行天桥、水库、水库新村①、竹园宾馆②、留医部②、东门中

②、东门③、金城大厦②、阳光酒店、罗湖小学③、建设路三

岛中心总站

建设路三岛中心总站、门诊部②、东门④、东门中②、留医部①

、竹园宾馆、水库新村、水库、九尾岭隧道口、望桐路西、望桐

桂花路口、望桐信告地路口、新田村、兰科中心、塘坑仔西、塘

坑仔、梧桐山总站

望桐路、沙湾路、爱国路、东门北路、东门中路、东门南路、嘉宾

路、人民南路、春风路、建设路
建设路、深南东路、东门中路、东门北路、爱国路、沙湾路、望桐路

80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213

福田交通枢纽公交

场站
东昌总站

福田交通枢纽公交场站、深航大厦①、招商银行大厦①、深南

香蜜立交②、香蜜湖①、特区报社①、投资大厦②、海关综合

大楼、岗厦北地铁站②、田面、海外装饰大厦①、市话大厦②

、体育馆①、笋岗八卦路口②、园岭新村、罗湖税务局②、桂

园中学、笋岗桥、儿童公园①、田贝①、田贝四路、翠北实验

小学、五方广场、百仕达花园、东湖客运站、水库、九尾岭隧

道口、彩世界家园、布心市场、东昌总站

东昌总站、布心市场、彩世界家园、水库、泰宁小学、百仕达东

郡、百仕达花园、五方广场、翠北实验小学、田贝四路、洪湖二

街东、儿童公园①、笋岗桥、桂园中学、罗湖税务局②、园岭新

村、笋岗八卦路口②、体育馆①、市话大厦、海外装饰大厦①、

田面、岗厦北地铁站①、海关综合大楼、广电大厦①、特区报社

①、香蜜湖①、深南香蜜立交②、深航大厦①、福田交通枢纽公

交场站

三号路、白石路、红树林路、深南大道、福田立交、深南大道、深

南大道辅道、深南大道、深南新洲立交、深南大道、深南大道辅路

、深南大道、深南金田立交桥、深南大道、深南中路、福明路、华

富路、华强北路、黄木岗立交桥、笋岗西路、笋岗东路、笋岗东立

交桥、笋岗东路、笋岗东路跨线桥、笋岗东路、雅园立交、文锦北

路、田贝四路、太宁路、东乐路、太安路、爱国路、沙湾路、东湖

路、太白路、东昌路

太白路、东湖路、沙湾路、爱国路、太宁路、田贝四路、文锦北路、雅园立

交、笋岗东路、笋岗东路跨线桥、笋岗东路、笋岗东立交桥、笋岗东路、笋

岗西路、黄木岗立交桥、笋岗西路、黄木岗立交桥、华富支路、华富路、深

南大道、深南中路、深南大道、深南金田立交桥、深南大道、深南新洲立交

、深南大道、香蜜湖立交桥、深南大道、白石路、三号路

81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15 下沙总站 火车站

下沙总站、金域蓝湾、上沙中学、沙嘴、金地花园、上沙村②

、天安数码城、深南香蜜立交②、香梅深南路口、香蜜二村、

市政大厦②、鲁班大厦、莲花山西②、莲花山公园、中心书城

北、关山月美术馆②、莲花二村②、华富路②、上海宾馆、兴

华宾馆西、市委、深圳书城、人民桥、国贸、罗湖小学②、火

车站

火车站、罗湖小学②、国贸①、人民桥、市公安局①、市委、兴

华宾馆西、上海宾馆、华富路始发站②、莲花二村②、关山月美

术馆②、中心书城北、莲花山公园②、莲花山西②、鲁班大厦②

、市政大厦、香蜜二村、香梅深南路口、香蜜湖①、深南香蜜立

交②、天安数码城、上沙村、金地花园、沙嘴、金海湾花园、上

沙中学、金域蓝湾、下沙总站

福荣路、沙嘴路、福强路、香蜜湖路、深南大道、香梅路、红荔西

路、红荔路、华富路、深南中路、深南东路、人民南路

人民南路、深南东路、宝安南路、解放路、深南东路、深南中路、深南大道

、华富路、红荔路、红荔西路、香梅路、深南大道、香蜜湖路、福强路、沙

嘴路、福荣路

82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16

福田农批市场总站

（下梅林总站）
福田南总站

福田农批市场总站（下梅林总站）、福田农批市场、梅林一村

、梅林二村、梅林街道办、上梅林村、上梅林市场、福田二医

院、万科大厦、孖岭社康中心、长城开发、笔架山公园、市二

医院②、市话大厦、华富路②、上海宾馆东、华强南、赤尾地

铁站、岗边村①、福滨新村②、福滨新村西、福田南总站

福田南总站、福田中学、田面、上海宾馆西①、华富路始发站②

、市话大厦②、市二医院①、笔架山公园、长城开发、凯丰花园

、万科大厦、福田二医院、上梅林市场、上梅林村、梅林街道办

、梅林二村、梅林一村①、福田农批市场、福田农批市场总站

（下梅林总站）

梅林路、梅秀路、梅华路、中康路、梅林路、彩田路、北环彩田立

交桥、北环大道、北环皇岗立交桥、皇岗路、莲科二路、皇岗路、

笋岗西路、华富路、深南大道、华强南路、滨河大道、福田路

福田路、深南大道、福明路、华富路、笋岗西路、皇岗路、北环皇岗立交桥

、北环大道、北环大道出口、北环大道、凯丰路、梅林路、中康路、梅华路

、梅秀路、梅林路

83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18

莲塘口岸公交首末

站
颂德花园公交总站

莲塘口岸公交首末站、罗湖公安分局、莲塘①、聚宝路口、莲

塘口岸①、罗湖体育馆①、怡景地铁站②、荷花市场、华丽环

岛、木头龙、儿童公园①、笋岗桥、桂园中学、笋岗文具批发

市场、笋岗工艺城、八卦七路东、劳动就业大厦、银湖汽车站

①、市救助站、笔架山水厂、凯丰花园、万科大厦、福田二医

院、上梅林市场、上梅林村、梅林街道办、梅林中学、梅林二

村南、下梅林市场、梅山苑、颂德花园公交总站

颂德花园公交总站、高达苑、福田农批市场、下梅林市场①、梅

林二村南、梅林中学、梅林街道办、上梅林村、上梅林市场、福

田二医院、万科大厦、孖岭社康中心、笔架山水厂、市救助站、

银湖汽车站②、劳动就业大厦、八卦七路东、笋岗工艺城、笋岗

文具批发市场、桂园中学、笋岗桥、儿童公园①、木头龙、华丽

环岛、荷花市场、怡景地铁站②、罗湖体育馆①、莲塘口岸②、

莲塘口岸公交首末站

罗沙路、径肚跨线桥、罗沙路、罗沙路辅路、罗沙路、怡景路、黄

贝路、华丽路、翠竹路、东门北路、雅园立交、笋岗东路、嘉宝田

辅道、宝安北路、桃园路、八卦二路、八卦一路、上步北路、北环

上步立交、北环大道辅路、北环大道入口、北环大道、北环大道出

口、北环大道辅路、北环大道入口、北环大道、北环大道出口、北

环大道、凯丰路、梅林路、中康路、梅华路、梅丽路、梅林路、梅

山街、下梅林二街

下梅林二街、下梅林一街、梅林路、梅丽路、梅华路、新洲路、北环新洲立

交、北环大道出口、北环新洲立交、新洲路、梅华路、中康路、梅林路、彩

田路、北环彩田立交桥、北环大道、北环大道出口、北环大道辅路、银湖立

交、北环大道辅路、上步北路、八卦一路、八卦二路、桃园路、宝安北路、

笋岗东路、雅园立交、文锦中路、雅园立交、东门北路、华丽路、黄贝路、

怡景路、罗芳立交桥、罗沙路

84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20

建设路三岛中心总

站
仙湖植物园总站

建设路三岛中心总站、门诊部①、湖贝地铁站、京鹏大厦、冶

金大厦、黄贝岭地铁站④、古玩城、新秀小学、罗芳新秀路口

、罗芳南路、罗芳三岔河、罗芳水质净化厂、罗芳村牌坊、安

芳小学南门、安芳小学、罗湖党校、延芳路口、莲塘口岸②、

莲塘消防中队、仙湖植物园总站

仙湖植物园总站、仙湖路地铁站、莲塘消防中队、莲塘口岸②、

延芳路口、罗湖党校、安芳小学、罗芳村牌坊、罗芳水质净化厂

、罗芳三岔河、罗芳南路、罗芳新秀路口、新秀小学、古玩城、

黄贝岭地铁站②、冶金大厦、京鹏大厦、湖贝地铁站、金城大厦

②、罗湖小学①、建设路三岛中心总站

建设路、深南东路、新秀路、罗芳路、延芳路、罗沙路、鹏兴路、

莲十路

莲十路、仙湖路、国威路、鹏兴路、罗沙路、延芳路、罗芳路、新秀路、深

南东路、东门南路、嘉宾路、人民南路、春风路、建设路

85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22 草埔公交总站 世界之窗总站

草埔公交总站、荣超花园①、宝丽路口、粤宝、粤宝红岗路口

、章輋村、青湖山庄、清水河物流园区、清水河、深圳边检总

站医院②、红岗西村、红岭泥岗立交、旭飞花园、劳动就业大

厦、体育馆东、银湖汽车站①、市救助站、笔架山水厂、凯丰

花园、万科大厦、福田二医院、梅华中康路口、梅林三村东、

梅林三村、梅林二村、梅林一村①、下梅林市场①、景鹏大厦

、景新花园①、科技中学、龙塘、香蜜二村、香梅深南路口、
香蜜湖①、深南香蜜立交②、招商银行大厦③、竹子林①、深

圳人才园、园博园②、锦绣中华②、何香凝美术馆①、世界之

窗总站

世界之窗总站、何香凝美术馆、锦绣中华②、园博园②、深圳人

才园②、竹子林①、深航大厦①、招商银行大厦①、深南香蜜立

交②、香梅深南路口、香蜜二村、龙塘、科技中学、景新花园①

、景鹏大厦、梅林二村南、梅林中学、梅林街道办、上梅林村、

梅华中康路口、福田二医院、万科大厦、孖岭社康中心、笔架山

水厂、市救助站、银湖汽车站②、劳动就业大厦、八卦七路东、

市检察院②、红岭泥岗立交、红岗西村、深圳边检总站医院①、

清水河物流园区、青湖山庄、章輋村、粤宝红岗路口、粤宝、宝

丽路口、荣超花园①、草埔地铁站⑥、草埔公交总站

无名路、文锦北路、龙岗大道、湖南立交、湖南路、布吉街、粤宝

路、红岗路、无名路、红岗路、红岭北路、八卦二路、八卦一路、

上步北路、北环上步立交、北环大道辅路、北环大道入口、北环大

道、北环大道出口、北环大道辅路、北环大道入口、北环大道、北

环大道出口、北环大道、凯丰路、梅林路、中康路、梅华路、梅村

路、梅林路、梅丽路、梅华路、新洲路、莲花路、无名路、莲花路
、香梅路、深南大道、无名路、深南大道、无名路、深南大道、侨

城西街、潮州西街、无名路

无名路、侨城西街、深南大道、无名路、深南大道、香梅路、莲花路、新洲

路、梅华路、中康路、梅林路、彩田路、北环彩田立交桥、北环大道、北环

大道出口、北环大道辅路、无名路、银湖立交、北环大道辅路、上步北路、

八卦一路、八卦二路、桃园路、红岭北路、红岗路、无名路、红岗路、无名

路、红岗路、无名路、红岗路、粤宝路、湖南立交、龙岗大道、龙岗大道辅
路、草埔立交桥、翠茵路、草埔立交桥、文锦北路、无名路



序号 业户名称 线路编号 起点站 终点站 上行途径站点 下行途径站点 上行途径道路 下行途径道路

86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23 南头总站 宁水花园总站

南头总站、南山汽车站、星海名城、大新小学、大新地铁站、

桃园南新路口、市六医院、南山区委、深圳大学、深大北门②

、科技园②、大冲②、白石洲①、世界之窗①、何香凝美术馆
、锦绣中华②、园博园②、深圳人才园①、竹子林①、深航大

厦①、招商银行大厦①、深南香蜜立交②、香蜜湖①、特区报

社①、投资大厦②、市民广场西、海关综合大楼、岗厦北地铁

站②、田面、上海宾馆、兴华宾馆西、市委、地王大厦、人民

桥、门诊部①、湖贝地铁站、京鹏大厦、冶金大厦、黄贝岭地

铁站④、黄贝岭、怡景地铁站①、天井湖、碧波花园、宁水花

园总站、

宁水花园总站、碧波花园、天井湖、怡景地铁站②、黄贝岭、黄

贝岭地铁站②、冶金大厦、京鹏大厦、湖贝地铁站、门诊部①、

人民桥、市公安局①、市委、兴华宾馆西、上海宾馆、田面、岗

厦北地铁站①、海关综合大楼、广电大厦②、特区报社①、香蜜

湖①、深南香蜜立交②、深航大厦①、竹子林①、深圳人才园、

园博园②、锦绣中华②、何香凝美术馆②、世界之窗①、白石洲

①、大冲②、科技园②、深大北门②、深圳大学、南山区委、市

六医院、桃园南新路口、大新地铁站、大新小学、星海名城、南

头总站、

前海路、桃园路、南海大道、深南南海立交桥、深南大道、沙河立

交、深南大道、深南大道辅路、深南大道、深南大道辅道、深南大

道、深南新洲立交、深南大道、深南大道辅路、深南大道、深南金

田立交桥、深南大道、深南中路、深南东路、深南沿河立交桥、沿

河南路、沿河北路、罗芳立交桥、怡景路、黄贝路

黄贝路、怡景路、罗芳立交桥、沿河南路、深南沿河立交桥、深南东路、宝

安南路、解放路、深南东路、深南中路、深南皇岗立交桥、深南大道、深南

金田立交桥、深南大道、深南新洲立交、深南大道、香蜜湖立交桥、深南大

道、福田立交、深南大道、沙河立交、深南大道、深南南海立交桥、南海大

道、桃园路、前海路

87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25 东昌总站 皇岗口岸

东昌总站、太白路中、松泉公寓、水贝地铁站、雅仕居、田心

村、笋岗村牌坊、市安全教育基地、笋岗文具批发市场、西湖

宾馆、红桂大厦、红岭地铁站、少儿图书馆、妇儿医院、群星

广场、华富路②、上海宾馆西①、田面、皇岗口岸

皇岗口岸、田面、上海宾馆西①、华富路④、华新村、群星广场

、妇儿医院、少儿图书馆、红岭地铁站、红桂大厦、西湖宾馆、

笋岗文具批发市场、市安全教育基地、笋岗村牌坊、田心村、雅

仕居、太白西、松泉山庄、松泉公寓、太白路中、东昌总站

太白路、翠竹路、布心路、泥岗东路、清水河三路、宝岗路、梅园

路、宝安北路、宝安南路、红桂路、红荔路、华富路、深南大道、

皇岗路、无名路、福田南路、百合三路、同庆路、百合路

百合路、同庆路、百合三路、皇岗路、深南大道、深南中路、福明路、华富

路、红荔路、红桂路、宝安南路、宝安北路、桃园路、宝岗路、泥岗东路、

文锦北路、太白路、东昌路

88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26 动物园总站 赤湾总站

动物园总站、动物园、丽岛、深职院西丽湖校区、九祥岭②、

西丽法庭③、西丽社区②、茶光①、松坪学校小学部、松坪村

、朗山路中、阜外深圳医院、科技北二路南、麒麟花园、玉泉

艺园路口、玉泉南山路口、南山公安分局、南新深南天桥②、

南山欢乐颂、桃园南新路口、市六医院、南山区委、桂庙新村

、南山书城地铁站②、南油地铁站①、南门一坊、兰园、爱榕

园、育才二中、海湾新村、蛇口汽车站、招商大厦、水湾地铁

站、海上世界地铁站、新时代广场、蛇口港地铁站、招港大厦

、招商港务、海湾路口、左炮台、油码头、赤湾口、天后宫、

南山公司、赤湾总站

赤湾总站、南山公司、天后宫、赤湾口、油码头、招商港务、招
港大厦、蛇口港地铁站、新时代广场、海上世界地铁站、水湾地

铁站、招商大厦、蛇口汽车站、海湾新村、育才二中、爱榕园、

兰园、南门一坊、南油地铁站①、南山书城地铁站②、桂庙新村

、南山区委、市六医院、南山欢乐颂、南新深南天桥②、南山公

安分局、中山公园东门、方鼎华庭、朗山路西、海普瑞、阜外深

圳医院、朗山路中、松坪村、松坪学校小学部、茶光、西丽社区

②、西丽法庭②、九祥岭①、深职院西丽湖校区、丽岛、动物园

、动物园总站

沁园路、西丽路、西丽湖路、沙河西路、宝深路、松坪山路、朗山

路、科技北二路、北环大道辅路、北环大道入口、北环大道、北环

南海立交、南海大道、玉泉路、南山大道、深南大道、南新路、桃

园路、南海大道、东滨路、爱榕路、招商路、水湾路、太子路、工

业一路、南海大道、港湾大道、南康路、兴海大道、海湾路、碧海

路、天祥路、左炮台路、赤顺路、赤湾一路、赤湾六路、赤湾七路

、赤湾四路

赤湾四路、赤湾七路、赤湾六路、赤湾一路、赤顺路、左炮台路、赤湾六路

、兴海大道、南康路、港湾大道、南海大道、工业一路、太子路、水湾路、

招商路、爱榕路、东滨路、南海大道、桃园路、南新路、南头街、南新路、

南头街、南新路、深南大道、南山大道、北环南山立交、北环大道辅路、北

环南海立交、南海大道、朗山路、松坪山路、宝深路、沙河西路、西丽湖路

、西丽路、沁园路

89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29 南头火车西站 宁水花园总站

南头火车西站、阳光棕榈园、南山残联、鼎太风华、南山村西

、南山党校、荔林地铁站、城市山林东、南油西地铁站、荔秀

文化街、南门一坊、后海新村、北师大附小、创业路东、观海

台、海岸城、文心五路北、滨海科苑立交、深圳湾体育中心、

滨海沙河东立交、滨海深湾立交、红树林、下沙②、福田体育
公园、新洲村牌坊①、会展中心南、皇岗村北、联合广场、福

滨新村①、岗边村①、滨河华强天桥、上步中学①、上步南天

桥、滨江新村①、鹿丹村、金威大厦、海燕大厦、阳光酒店、

丽都酒店②、罗湖医院春风院区、文锦中学、罗湖区委、爱国

大厦、华丽环岛、荷花市场、天井湖、碧波花园、宁水花园总

站

宁水花园总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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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湖医院春风院区、丽都酒店①、

阳光酒店、海燕大厦、金威大厦、鹿丹村、滨江新村①、上步南

天桥②、上步中学①、滨河华强天桥、岗边村①、福滨新村①、

联合广场、皇岗村北、会展中心南、新洲村牌坊①、福田体育公

园、上沙、下沙②、红树林、深湾二路口、深圳湾体育中心、卓

越后海中心、漾日湾畔、海岸城、观海台、创业路东、北师大附

小、后海新村、南门一坊、荔秀文化街、南油西地铁站、城市山

林东、荔林地铁站、南山党校、南山村西、陈郁故居、鼎太风华

、南山残联、阳光棕榈园、南头火车西站

西站前路、学府路、前海路、东滨路、后海大道、创业路、文心五

路、滨海大道辅路、滨海大道入口、滨海大道、滨海深湾立交桥、

滨海大道、竹子林立交桥、滨河大道出口、滨河大道辅道、滨河大

道、滨河大道辅道、滨河宝安立交、宝安南路、嘉宾路、东门南路

、春风路、文锦南路、文锦中路、爱国路、华丽路、黄贝路、黄贝

北支路

黄贝北支路、黄贝路、华丽路、爱国路、文锦中路、文锦南路、春风路、东

门南路、嘉宾路、建设路、和平路、嘉宾路、宝安南路、滨河大道辅道、滨

河大道、滨河大道出口、滨河大道、滨河大道入口、滨河大道、滨河大道出
口、滨河大道、滨河大道辅道、滨河大道、滨海大道、滨海大道出口、滨海

大道辅路、滨海科苑立交、科苑南路、高新南十一道、科苑南路、海德三道

、文心五路、创业路、后海大道、东滨路、前海路、学府路、月亮湾大道、

西站前路

90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34

月亮湾填海区公交

总站

月亮湾填海区公交

总站

月亮湾填海区公交总站、信利康大厦、棉山路口、月亮湾花园

三号门、月亮湾花园、前海兴海路口、南山花园、深大附中、

青青世界、南山实验荔林小学、太子山庄、南山村西、鼎太风

华、向南村、南山市场①、田厦村、南贸市场、南新深南天桥

②、南头①、荔香公园、深大北门②、科技园③、大冲②、大

冲②、科技园②、深大北门②、荔香公园、南新深南天桥②、

南贸市场、田厦村、南山市场①、向南村、鼎太风华、南山村

西、太子山庄①、南山实验荔林小学、青青世界、深大附中、

南山花园、前海兴海路口、月亮湾花园、月亮湾花园三号门、

棉山路口、信利康大厦、月亮湾填海区公交总站

航海路、妈湾二路、月亮湾大道、棉山路、赐庙路、前海路、桂庙

路、南新路、深南大道、南新路、桂庙路、前海路、桂庙路、前海

路、桂庙路、前海路、赐庙路、棉山路、月亮湾大道、妈湾二路、

航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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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35 中山园北总站 皇岗口岸

中山园北总站、同乐学校、同乐村、TCL国际E城、第二高级中

学、中兴人才公寓东、深职院留仙洞校区、留仙洞地铁站、南

方科技大学医院、西丽法庭②、西丽南路、西丽市场、龙井北

路、龙井工业区、光前村、军休二所、市车管所、龙井路口、

欧洲城东、香山西街路口、白石洲西、白石洲③、世界之窗①

、何香凝美术馆、锦绣中华①、侨城东地铁站、园博园①、竹

子林①、深航大厦②、深南香蜜立交②、香蜜湖①、特区报社

①、黄埔雅苑、市民中心西、信息枢纽大厦、益田中路、东方

雅苑、皇岗公园、益田花园、福田水围天桥、福田水围村、福

民公安小区、福民新村、高训大厦、联合广场、皇岗口岸

皇岗口岸、联合广场、高训大厦、福民新村、福民公安小区、福

田水围村、福田水围天桥、益田花园、皇岗公园、东方雅苑、益

田中路、信息枢纽大厦、黄埔雅苑、广电大厦临时站、特区报社

①、香蜜湖①、深南香蜜立交②、深航大厦②、竹子林①、园博

园①、侨城东地铁站、何香凝美术馆②、世界之窗①、白石洲③

、香山西街路口、欧洲城东、市车管所、军休二所、光前村、龙

井工业区、龙井北路、宝珠花园、珠光村②、桃源文体中心、西

丽法庭①、南方科技大学医院、留仙洞地铁站、留仙洞地铁站西

、中兴人才公寓东、第二高级中学东、第二高级中学、TCL国际E

城、同乐村、中山园北总站

华泰路、铁二路、中山园路、茶光路、创科路、打石一路、创科路

、留仙大道、沙河西路、西丽南路、西丽南支路、沙河西路、龙珠

大道、龙井路、沙河东路、龙井路、龙珠四路、山堡路、沙河东路

、深南大道、泰然一路、深南大道、新洲路、福中路、益田路、福

中三路、益田路、福民路、益田路、福强路、彩田路、滨河大道辅

道、皇岗路、同庆路

百合路、同庆路、百合三路、皇岗路、滨河大道、滨河大道辅道、彩田路、

福强路、益田路、福华一路、益田路、福中路、民田路、福中三路、鹏程一
路、深南大道、侨城西街、深南大道、沙河东路、山堡路、龙珠四路、龙井

路、龙珠一路、珠光路、沙河西路、留仙大道、石鼓路、留仙大道、创科路

、茶光路、中山园路、铁二路、华泰路(西)、龙珠四路、龙井路、龙井路

(北)、龙珠一路、珠光路、沙河西路、留仙大道、同乐路、留仙村路、同乐

路、茶光路、创科路、打石一路

92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36 松坪山总站 银湖汽车站总站

松坪山总站、松坪山路口、松坪村、宝深路、酷派信息港、科

苑北环立交②、科苑立交南、科苑北②、科发路、深南科技立

交北、创维大厦、高新公寓、科技南路、阳光带海滨城北、红
树林、下沙②、福田体育公园、新洲村牌坊①、华强职校、莲

花山西①、莲花山公园、儿童医院、市民中心、人才大厦、中

心公园、海外装饰大厦①、市话大厦①、银湖汽车站①、银湖

汽车站总站

银湖汽车站总站、银湖蓝山、银湖山庄、市话大厦、海外装饰大

厦①、中心公园、人才大厦、市民中心、儿童医院、莲花山公园

②、莲花山西①、华强职校、新洲村牌坊①、福田体育公园、下
沙①、红树林、阳光带海滨城北、科技南路、高新公寓、创维大

厦、深南科技立交北、科发路、深南科苑立交北②、科苑北②、

科苑北环立交②、华瀚科技、酷派信息港、宝深路、松坪村、松

坪山路口、松坪山总站

朗山路、松坪山路、宝深路、科苑北路、高新中四道、科发路、科

技路、科技南路、高新南十道、沙河西路、滨海沙河西立交、滨海

大道辅路、滨海大道入口、滨海大道、竹子林立交桥、滨河大道出

口、滨河大道辅道、滨河新洲立交桥、新洲路、红荔西路、红荔路

、益田路、福中路、振华西路、振华路、华富路、泥岗西路、北环

上步立交、北环大道辅路、银湖立交、锦湖路

锦湖路、北环大道辅路、珠环三路、金湖路、银湖立交、北环大道辅路、上

步北路、泥岗西路、华富路、振华路、振华西路、福中路、益田路、红荔路

、红荔西路、新洲路、福新立交桥、滨河新洲立交桥、新洲路、滨河大道辅

道、滨河大道入口、滨河大道、滨海大道、滨海大道出口、滨海大道辅路、

滨海沙河西立交、沙河西路、高新南十道、科技南路、科技路、科发路、科

苑北路、宝深路、乌石头路、群芳街、松坪山路、朗山路、松坪山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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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112 清湖产业园总站 火车站

清湖产业园总站、报业传媒产业园、深圳烟草工业公司、彩煌

公司、清湖公园、清湖老村、清湖小学、富泉新村、365花园西

门、龙华消防中队、人民医院龙华分院、龙华天虹商场、龙华

市场、龙华街道办、华富市场、鸿尚路西、龙泉酒店、丰润居

委会、银泉花园、锦绣江南西、水尾、东边②、民治地铁站、

民治天虹、横岭、民乐地铁站①、梅龙天桥、长城开发、园心

苑①、华富路②、上海宾馆、赛格广场、兴华宾馆西、新城市

广场、上步小学、埔尾路、深圳书城、人民桥、国贸、深圳发

展中心大厦、火车站

可园总站、木棉湾地铁站①、龙珠花园①、荣超花园④、草埔地

铁站③、洪湖公园①、田心村、梨园路东、梨园路、人才大市场

、梅园路①、市检察院②、笋岗八卦路口①、八卦二路、市检察

院②、梅园路①、人才大市场、梨园路、梨园路东、田心村、田

贝四路、洪湖公园①、东晓街道办①、草埔地铁站②、荣超花园

③、深圳东站②、龙珠花园①、木棉湾地铁站①、可园总站

清新路、清祥路、清丽路、清宁路、雪岗北路、大和路、石清大道

、观澜大道、龙观大道、清泉路、三联路、东环二路、龙观大道、

人民路、龙华人民路、人民路、布龙路、民治大道、民乐立交、梅

龙路、梅观路、皇岗路、红荔路、华富路、深南大道、深南中路、

上步南路、南园路、同心路、东园路、巴登街、埔尾路、埔尾街、

金华街、红岭南路、深南东路、人民南路

湖中路、湖西路、布沙路、布龙路、大芬立交、龙岗大道、龙岗大道辅路、

无名路、龙岗大道辅路、龙岗大道、龙岗大道辅路、无名路、龙岗大道辅路

、文锦北路、洪湖路、梅园路、宝岗路（北）、宝岗路、梨园路、无名路、

梨园路、宝安北路、梅园路、红岭北路、笋岗西路、上步路、上步北路、八

卦一路、八卦二路、桃园路、红岭北路、梅园路、宝安北路、梨园路、无名

路、梨园路、宝岗路、宝岗路（北）、梅园路、田贝四路、贝丽南路、田贝

二路、文锦北路、无名路、文锦北路、龙岗大道、龙岗大道辅路、龙岗大道

、无名路、龙岗大道、大芬立交、布龙路、无名路、布沙路、湖西路、无名

路、湖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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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306 翠枫豪园 火车站

翠枫豪园、翠枫实验学校、大靓市场、又一村花园、森鑫源学

校、布吉西环路口、布吉天虹、大世纪花园、东方半岛、大芬

油画村、南威中心花园北、南岭村、樟树布社区、水库、水库

新村①、竹园宾馆②、留医部②、东门中①、东门②、金城大

厦②、金光华广场、火车站

火车站、人民南地铁站、金光华广场、金城大厦②、东门②、东

门中①、留医部①、竹园宾馆、水库新村、水库、樟树布社区、

南岭村、百门前工业区、大芬油画村、木棉湾地铁站③、不动产

布吉登记所、布吉天虹、布吉中学、布吉西环路口、森鑫源学校

、又一村花园、大靓市场、翠枫实验学校、翠枫豪园

华龙路、八约一街、龙岭东路、西环路、吉华路、中兴路、吉华路

、中兴路、东西干道、布龙路、布沙路、丹平快速路入口、Ｓ２０

３丹平快速路入口、Ｓ２０３丹平快速路、Ｓ２０３丹平快速路出

口、爱国路辅路、爱国路、爱国路辅路、东门北路、东门中路、东

门南路、嘉宾路、人民南路

爱国路、Ｓ２０３丹平快速路入口、Ｓ２０３丹平快速路

95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307 丽湖花园总站 建设路总站

丽湖花园总站、上水花园、丽湖花园、丽湖花园、上水径、下

水径、大坡头村、布吉中学、龙岗区第二人民医院、布吉街①

、荣超花园①、草埔地铁站⑨、东晓街道办②、洪湖公园①、

田贝①、东门中②、东门①、金城大厦①、金光华广场、罗湖

小学③、建设路总站

建设路总站、金光华广场、金城大厦①、东门①、东门中②、田

贝②、洪湖公园①、东晓街道办②、草埔地铁站①、荣超花园④

、布吉街、龙岗区第二人民医院、布吉中学、大坡头村、下水径

、上水径、上水径地铁站、上水花园、丽湖花园总站、

信河大道、丽湖大道、布龙路、吉华路、布吉路、龙岗大道、布吉

路、文锦北路、洪湖立交桥、文锦北路、雅园立交、文锦中路、东

门中路、东门南路、嘉宾路、人民南路、春风路、建设路、

建设路、嘉宾路、东门南路、东门中路、文锦中路、雅园立交、文锦北路、

洪湖立交桥、文锦北路、布吉路、龙岗大道、吉华路、丽湖大道、信河大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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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308 布吉三联总站 大梅沙滨海场站

布吉三联总站、三联广场、茵悦之生、上水径、下水径、大坡

头村、布吉中学、龙岗区第二人民医院、布吉街①、荣超花园

①、草埔地铁站③、东晓街道办②、翠竹北、君逸华府、市慢

病防治中心、布心花园、水库、碧波花园、天井湖、怡景地铁

站①、罗湖体育馆②、莲塘口岸①、聚宝路口、畔山花园、长

岭、沙头角地铁站、沙头角行政服务大厅、三家店、盐田产业

服务中心、盐田区政府、盐田汽车站、盐田公安分局、盐田港

西地铁站①、周大福大厦、海港大厦、梅沙医院、东部华侨城

、梅沙街道办、大梅沙滨海场站

大梅沙滨海场站、梅沙街道办①、东部华侨城、梅沙医院、海港

大厦、周大福大厦、盐田港西地铁站①、盐田公安分局、盐田汽

车站、盐田区政府、盐田产业服务中心、三家店、沙头角地铁站

、罗湖公安分局、畔山花园、聚宝路口、莲塘口岸①、广岭、罗

湖体育馆②、怡景地铁站①、天井湖、碧波花园、水库、布心花

园、市慢病防治中心、君逸华府①、水贝地铁站、东晓街道办①

、草埔地铁站①、荣超花园④、布吉街、布吉中学、大坡头村、

下水径、上水径、上水径地铁站、茵悦之生、三联广场、布吉三

联总站

联布北路、松联路、吉华三联路、吉华路、西环路、吉华路、布吉
街、湖南路、龙岗大道、龙岗大道辅路、文锦北路、泥岗东路、布

心路辅路、爱国路辅路、爱国路、爱国路辅路、爱国路、沿河北路

辅路、黄贝路、怡景路、罗沙路、罗芳路、罗沙路、罗沙路辅路、

罗沙路、深盐路、沙深路、沙盐路、深盐路、S30惠深沿海高速、艺

海路、环梅路、盐梅路

盐梅路、环梅路、艺海路、S30惠深沿海高速出口、S30惠深沿海高速、深盐
路、S30惠深沿海高速、深盐路、沙盐路、沙深路、盘山公路、罗沙路、罗沙

路辅路、畔山路、罗沙路辅路、罗沙路、怡景路、黄贝路、沿河北路辅路、

爱国路、爱国路辅路、沙湾路、S203丹平快速路、沙湾路、沙湾路辅路、布

心路辅路、泥岗东路、文锦北路、龙岗大道、龙岗大道辅路、湖南路、吉华

路、长龙路、吉华路、吉华三联路、松联路、联布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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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长凤路总站 皇庭广场总站

长凤路总站、御康华庭、石岩人民法庭、石岩同富裕工业区、

上排村口、上屋地铁站、石岩园岭村、石岩交警中队、新时代

工业区、宝燃油站、官田村①、石岩街道办、浪心村、石岩计

生中心、山城工业区、台湾工业区、一电科技①、创维天桥、

应人石路口、阳光工业区、南岗工业区、白芒村、荔枝世界、

报恩福地、水土保持示范园、深职院西丽湖校区、九祥岭②、

西丽法庭②、西丽社区①、茶光①、松坪学校小学部、松坪村

、朗山路中、阜外深圳医院、科苑北环立交②、清华信息港、

北环铜鼓天桥、大沙河公园、北环龙井天桥、侨城坊、天鹅堡

、华侨城医院、侨城东路口、园博园北门、鸿新花园、经济犯

罪侦查局、翠海花园、金地网球中心、枫丹雅苑、特发小区、

景田沃尔玛、宏浩花园、龙塘、市政大厦②、鲁班大厦、华强

职校、民田路中、购物公园地铁站、卓越时代广场、皇庭广场

总站

皇庭广场总站、会展中心、卓越时代广场、购物公园地铁站、红

荔新洲路口、鲁班大厦②、市政大厦、龙塘、宏浩花园、景田沃

尔玛、特发小区、枫丹雅苑、金地网球中心、翠海花园②、经济

犯罪侦查局、鸿新花园②、侨城东路口①、华侨城医院、侨香深

云路口、天鹅堡、侨城坊、大沙河公园、北环铜鼓天桥、清华信

息港、科苑北环立交、阜外深圳医院、朗山路中、松坪村、松坪
学校小学部、茶光、西丽社区①、西丽法庭①、九祥岭②、深职

院西丽湖校区、水土保持示范园、报恩福地、荔枝世界、白芒村

①、百旺信工业园、南岗工业区、阳光工业区、应人石路口、创

维天桥、一电科技①、台湾工业区、山城工业区、石岩计生中心

、浪心村、石岩街道办、官田村①、官田地铁站、新时代工业区

、石岩交警中队、石岩园岭村、上屋地铁站、上排村口、石岩同

富裕工业区、石岩人民法庭、御康华庭、长凤路总站

长凤路、东长路、爱群路、石岩北环路、田心大道、石岩北环路、

宝石东路、田心大道、宝石东路、下屋路、宝石东路、宝石南路、

洲石路、松白路、国泰路、松白路、宝石路、松白路、沙河西路、

同发路、沙河西路、西丽南支路、沙河西路、宝深路、松坪山路、
朗山路、科苑北路、北环大道辅路、北环大道、北环大道辅路、侨

香路、香山西街、侨香路、侨香路辅路、侨香路、侨香路辅路、侨

香路、侨香路辅路、侨香路、香梅路、红荔西路、景田路、红荔西

路、新洲路、深南大道、深南大道辅路、民田路、福华一路、民田

路、福华路

福华路、福华三路、中心四路、福华路、益田路、福华路、新洲路辅路、新

洲路、红荔西路、香梅路、侨香路、侨香路辅路、侨香路、侨香路辅路、侨

香路、侨香路辅路、侨香路、北环大道、北环大道辅路、北环大道、北环大

道辅路、科苑北路、朗山路、松坪山路、创盛路、宝深路、沙河西路、留仙

大道、沙河西路、丽康路、沙河西路、松白路、宝石路、松白路、宝石南路

、宝石东路、田心大道、宝石东路、石岩北环路、爱群路、东长路、长凤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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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新田总站

火车站西广场公交

总站

新田总站、新田市场②、新田居委会、牛轭岭新村、观澜建材

市场、福楼村、南大富、大布新村、松元厦地铁站①、岗头村

、观澜地铁站、马坜居委会、荷叶榕市场、观澜二中、龙华市

场监管局、观澜天虹商场、大和有轨电车站、富士施乐、金鼎

盛工业园、清湖公园、金荣达工业园、岗头市场南、冲之社康

中心、华为基地、华为单身公寓北、万科城、中海日辉台、坂

田东村、金洲嘉丽园、坂田地铁站、杨美地铁站、宏扬学校、

丽湖花园、中海怡翠、翠隆花园、塘园新村、布吉汽车站、半

岛苑、东方半岛、木棉湾地铁站①、龙珠花园③、荣超花园④

、草埔地铁站④、雅仕居、红岗花园、宝安北路口、笋岗艺展

中心、市安全教育基地、笋岗文具批发市场、西湖宾馆、振业

大厦、宝安南路、金威大厦、渔民村、火车站西广场公交总站

火车站西广场公交总站、渔民村、金威大厦、宝安南路、振业大

厦、西湖宾馆、笋岗文具批发市场、市安全教育基地、笋岗艺展

中心、红岭泥岗立交、宝安北路口②、红岗花园、雅仕居、草埔

地铁站①、荣超花园②、深圳东站①、龙珠花园①、木棉湾地铁

站①、东方半岛、半岛苑、布吉汽车站、塘园新村、翠隆花园、

中海怡翠①、丽湖花园、宏扬学校、杨美地铁站、扬马市场、金

洲嘉丽园、坂田东村、中海日辉台、贝尔路地铁站、华为单身公

寓北、华为基地、冲之社康中心、岗头市场南、金荣达工业园、

清湖公园、金鼎盛工业园、富士施乐、大和有轨电车站、观澜天
虹商场、龙华市场监管局、观澜二中、荷叶榕市场、马坜居委会

、观澜地铁站①、岗头村、松元厦地铁站②、大布新村、南大富

、福楼村、观澜建材市场、牛轭岭新村、新田居委会、新田市场

②、新田总站

环观南路、观平路、观澜大道、民和路、大和路、雪岗北路、环城

路、雪岗北路、冲之大道、稼先路、坂雪岗大道、布龙路、布龙路

辅路、布龙路、大芬立交、龙岗大道、龙岗大道辅路、文锦北路、

洪湖立交桥、泥岗东路、泥岗东路入口、泥岗东路、泥岗东路出口

、泥岗东路、泥岗红岭立交、红岭北路、梅园路、宝安北路、宝安

南路、嘉宾路、和平路

和平路、嘉宾路、宝安南路、宝安北路、梅园路、红岭北路、泥岗红岭立交

、泥岗西路辅路、泥岗东路、洪湖立交桥、文锦北路、龙岗大道、湖南立交

、龙岗大道辅路、龙岗大道、大芬立交、布龙路、龙沙路、布龙路、坂雪岗

大道、稼先路、冲之大道、雪岗北路、大和路、观澜大道、观平路、环观南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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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水围村公交首末站 中山园场站

水围村公交首末站、大浪行政中心、华荣工业区、嘉义源科技

园、大浪新围新村、新围社区公园、大船坑、水围新村、大浪

街道办、浪口社康中心、英泰工业区、墩背居委会、河背工业

区、老围工业区、华联社区工作站、新城市花园、龙华天虹商

场、龙华市场、景华新村、大润发、龙华文化广场、共和新村

、瓦窑排、龙华富士康、油富商城、香缇雅苑、松和小学、万

众城、牛栏前、水尾、东边①、沙元埔、横岭二区、横岭、民

乐地铁站③、翰岭院、档案中心、万科大厦、福田二医院、梅

华中康路口、梅林三村东、梅林三村、梅林二村、梅林一村①

、下梅林市场①、景鹏大厦、商报社、华强职校、特区报社②

、香蜜湖②、深南香蜜立交①、招商银行大厦②、深圳人才园

、华侨城地铁站、世界之窗②、白石洲②、大冲①、科技园①

、深大北门①、南山公安分局、中山公园东门、南山农批市场

、中山园场站

中山园场站、南山农批市场、中山公园东门、南山公安分局、深

大北门①、科技园①、大冲①、白石洲②、世界之窗②、华侨城

地铁站、深圳人才园②、招商银行大厦②、深南香蜜立交①、特

区报社②、华强职校、商报社、景鹏大厦、下梅林市场、梅林一

村、梅林二村、梅林三村、梅林三村东、上梅林村、梅华中康路

口、福田二医院、万科大厦、档案中心、民乐地铁站①、惠鑫公
寓①、横岭、横岭二区、沙元埔、东边、水尾、牛栏前、万众城

、松和小学、香缇雅苑、天汇大厦、油富商城、龙华富士康、瓦

窑排、共和新村、龙华文化广场、大润发、景华新村、龙华市场

、龙华天虹商场、新城市花园、华联社区工作站、老围工业区、

河背工业区、墩背居委会、英泰工业区、浪口社康中心、大浪街

道办、水围新村、大船坑、新围社区公园、大浪新围新村、华荣

工业区、大浪社康中心、水围村公交首末站

华霆路、华荣路、华宁路、大浪北路、大浪南路、龙观大道、人民

路、龙华和平路、东环二路、油松路、东环一路、民清路、民治大
道、民乐立交、梅龙路、梅观路、梅东二路、凯丰路、梅林路、中

康路、梅华路、梅村路、梅林路、梅丽路、梅华路、新洲路、深南

新洲立交桥、深南大道、南山大道、前进路、南山大道、华泰路

华泰路、南山大道、深南大道、深南新洲立交桥、新洲路、梅华路、梅丽路

、梅林路、梅村路、梅华路、中康路、梅林路、凯丰路、梅东二路、彩田路
、梅观路入口、梅观路、民乐立交、梅坂大道、梅龙路、民乐路、民治大道

、民清路、东环一路、油松路、东环二路、龙华和平路、人民路、龙观大道

、东环一路、大浪南路、大浪北路、华宁路、华荣路、工业园路、华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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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光明圳美总站

科技生态园公交总

站

光明圳美总站、中山七院、中山七院东、同富裕工业园、圳美

路口、圳美市场、楼村小学、新湖派出所、龙大高速楼村出口

、光明红木小镇、宏发上域、上辇村口、上辇、下辇、公明派

出所、公明天虹①、公明街道办、松白南环路口、国科大医院

西院区①、将石、将围、公明塘尾、万丰工业区、光明大道路

口、田寮路口、田寮、玉塘派出所、玉律、石岩湖路口、北大

科创园、石岩消防中队、石岩径贝村、石岩汽车站①、河滨花

园、石岩计生中心、山城工业区、台湾工业区、一电科技①、

创维天桥、应人石路口、阳光工业区、南岗工业区、白芒村、

荔枝世界、报恩福地、水土保持示范园、深职院西丽湖校区、

九祥岭②、西丽法庭②、西丽社区①、茶光①、松坪山、北环

铜鼓天桥、清华信息港、科苑立交南、科苑北②、深南科苑立

交北②、高科技中心、深港产学研基地、科苑南路口、科技南

路、科技生态园公交总站

科技生态园公交总站、深圳湾科技生态园、阳光带海滨城北、科

苑地铁站、深港产学研基地、高科技中心、深南科苑立交北②、

科苑北②、清华信息港、北环铜鼓天桥、松坪山、茶光、西丽社

区①、西丽法庭①、九祥岭②、深职院西丽湖校区、水土保持示

范园、报恩福地、荔枝世界、白芒村①、南岗工业区、阳光工业

区、应人石路口、创维天桥、一电科技①、台湾工业区、山城工

业区、石岩计生中心、河滨花园、石岩汽车站①、石岩径贝村、

石岩消防中队、北大科创园、石岩湖路口、玉律、玉塘派出所、

田寮①、田寮路口、光明大道路口、万丰工业区、公明塘尾、将

围、将石、国科大医院西院区①、松白南环路口、环球公司、光

明第二中学、公明街道办、公明天虹①、公明派出所、下辇、上

辇、宏发上域、光明红木小镇、龙大高速楼村出口、新湖派出所

、楼村小学、圳美市场、圳美路口、中山七院东、中山七院、光

明圳美总站

光姜路、光侨路、圳园路、圳美一路、圳美大道、光侨路、公常路

、公常路(东)、公常路、民生大道、集美路、振明路、金辉路、望

胜路、松白路、宝石西路、宝石南路、洲石路、松白路、沙河西路

、北环沙河西立交、北环大道辅路、科苑北路、科苑南路、高新南

十道、科技南路、高新南环路、科技南路、高新南环路、科技南路

、白石路

白石路、沙河西路、高新南十道、科苑南路、科苑北路、北环大道辅路、北

环大道、北环沙河西立交、沙河西路、松白路、宝石南路、宝石西路、松白

路、望胜路、金辉路、振明路、集美路、民生大道、公常路、公常路(东)、

公常路、光侨路、圳美大道、圳美一路、圳园路、光侨路、光姜路



序号 业户名称 线路编号 起点站 终点站 上行途径站点 下行途径站点 上行途径道路 下行途径道路

101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351

建设路三岛中心总
站

福宁总站

建设路三岛中心总站、门诊部②、东门①、留医部②、竹园宾
馆、水库新村、水库、九尾岭隧道口、沙湾路北、沙湾天桥、

沙湾汽车站②、吉厦村、沙西桥、吉厦街、丹竹头小学、金银

坑①、深坑居民小组、六约地铁站、牛始埔居民小组、六约社

区、塘坑地铁站、横岗街道办、力嘉工业区、横岗志健广场、

横岗地铁站①、独竹、永湖地铁站②、银海工业区、水晶之城

、荷坳地铁站、荷坳社区、大运地铁站①、爱联社区、中粮祥

云、如意余岭西路口、龙城医院、东都花园、公园大地、新亚
洲花园、紫薇花园、龙岗公安分局、世贸百货、建设大厦、龙

岗文化中心、龙城广场、龙城广场地铁站②、南联天桥、南联

地铁站、海航城、龙岗长途客运站、双龙地铁站①、龙岗中心

医院、新生村大门、新生小学、新生派出所、福宁总站

福宁总站、新生派出所、新生小学、新生村大门、龙岗中心医院
、双龙地铁站①、龙岗长途客运站、海航城①、南联地铁站、南

联天桥、龙城广场地铁站②、龙城广场、龙岗文化中心、建设大

厦、世贸百货、龙岗公安分局、紫薇花园、新亚洲花园、公园大

地、东都花园、龙城医院、如意余岭西路口、中粮祥云、爱联社

区、龙岗COCOPark东、大运地铁站、荷坳社区、荷坳地铁站、水

晶之城、银海工业区、永湖地铁站①、独竹、横岗地铁站①、横

岗志健广场、力嘉工业区、横岗街道办①、塘坑地铁站、六约社
区、牛始埔居民小组、六约地铁站、深坑居民小组、金银坑、丹

竹头小学、沙西桥、吉厦村、沙湾汽车站、沙湾天桥、沙湾路北

、九尾岭隧道口、东湖人行天桥、水库新村①、竹园宾馆①、留

医部②、东门①、金城大厦①、金光华广场、罗湖小学①、建设

罗小三街、建设路、嘉宾路、建设路、深南东路、东门南路、东门

中路、东门北路、怡景路、爱国路、爱国路辅路、爱国路、沙湾路

、丹沙路、Ｓ２０３丹平快速路出口、平南路、沙平南路、龙岗大
道辅路、龙岗大道、龙岗大道辅路、龙岗大道、如意路、龙翔大道

、吉祥路、清林路、德政路、龙翔大道、龙城大道、龙岗大道、新

生路、仙田路、杨田路

、吉祥路、龙翔大道、如意路、龙岗大道、龙岗大道辅路、龙岗大道、龙岗

大道辅路、龙岗大道、龙岗大道辅路、、龙岗大道辅路、沙平南路、平南路

、丹沙路、沙湾路、爱国路辅路、爱国路、爱国路辅路、东门北路、东门中

路、东门南路、嘉宾路、人民南路、春风路、建设路、罗小二街、、罗小三

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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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357 嶂背工业区总站

科学馆地铁公交接
驳站

嶂背工业区总站、拓野机器人公司、振业峦山谷、金地名峰、

嶂背二村南、园湖路口、吉溪村、简龙路口、阿波罗产业园、

东海工业区、大康福田世居、龙村路口、龙兴路口、东满莱商

业城、三角龙、大康路口、横岗商业街、横岗志健广场、横岗

街道办②、塘坑地铁站、六约社区、牛始埔居民小组、六约地

铁站、深坑居民小组、金银坑、丹竹头地铁站③、桂芳园、大

芬地铁站①、龙珠花园②、深圳东站①、荣超花园④、草埔地

铁站④、东晓街道办②、洪湖公园①、洪湖二街东、儿童公园

②、笋岗桥、桂园中学、罗湖税务局①、笋岗八卦路口①、市

健研中心、荔园小学通新岭校区、市总工会、科学馆地铁公交

接驳站

科学馆地铁公交接驳站、科学馆地铁接驳站、市总工会、荔园小

学通新岭校区、市健研中心、笋岗八卦路口①、罗湖税务局①、

桂园中学、笋岗桥、儿童公园②、田贝②、洪湖公园①、东晓街

道办②、草埔地铁站④、荣超花园②、深圳东站①、龙珠花园①

、大芬地铁站①、桂芳园、丹竹头地铁站②、金银坑①、深坑居
民小组、六约地铁站、牛始埔居民小组、六约社区、塘坑地铁站

、横岗街道办、横岗志健广场、横岗商业街、大康路口、三角龙

、东满莱商业城、龙兴路口、龙村路口、大康福田世居、东海工

业区、简龙路口、吉溪村、园湖路口、嶂背二村南、金地名峰、

振业峦山谷、拓野机器人公司、嶂背工业区总站

、嶂背大道、宝荷路、沙荷路、惠盐中路辅路、惠盐中路、惠盐路

、大康路、保康路、松柏路、茂盛路、龙岗大道、龙岗大道辅路、

铁东路、、铁东路、龙岗大道辅路、龙岗大道、龙岗大道辅路、、

龙岗大道辅路、文锦北路、文锦中路、雅园立交、笋岗东路、笋岗

西路、上步路、上步中路、上步路、上步中路、上步路、上步南路

上步南路、、上步南路、上步路、上步中路、上步路、上步中路、笋岗西路

、笋岗东路、雅园立交、文锦中路、文锦北路、、文锦北路、龙岗大道、湖

南立交、龙岗大道辅路、龙岗大道、松柏路、保康路、惠盐路、惠盐中路、

惠盐中路辅路、沙荷路、宝沙六路、沙荷路、宝沙六路、沙荷路、宝荷路、

嶂背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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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358 福宁总站 沙头角公交总站

福宁总站、龙园公园、华升学校、盛龙路口、天成学校、盛平

街、龙岗交通运输局、天健花园、城市花园、欧景城、紫薇花

园、龙岗公安分局、万科广场、紫薇步行街、鸿基花园、岗贝

居民小组、爱联小学、爱联地铁站、爱联社区、龙岗COCOPark

东、大运地铁站、荷坳社区、荷坳地铁站、水晶之城、银海工

业区、永湖地铁站①、独竹、横岗商业街、上围新村、横岗中

心学校、安良路口、安良市场、安良六村、西坑路口、永安北

山路口、乐群小学、盐田医院盐田院区、东海丽景花园、庚子

首义学校、盐田派出所、北山路口、西山吓、盐综保盐田片区

、海港大厦、盐田港西地铁站①、盐田公安分局、盐田汽车站

、盐田区政府、盐田产业服务中心、三家店、沙深路口、金融

路口、诗宁大厦、盐田妇幼保健院、盐田中央公园、盐田税务

局、盐田精茂城、沙头角公交总站

沙头角公交总站、盐田精茂城、盐田中央公园、盐田妇幼保健院

、诗宁大厦、金融路口、沙深路口、三家店、沙头角邮局、盐田

产业服务中心、盐田区政府、盐田汽车站、盐田公安分局、盐田

港西地铁站①、海港大厦、盐综保盐田片区、西山吓、盐田海鲜

街路口③、北山路口、盐田派出所、庚子首义学校、东海丽景花

园、盐田医院盐田院区、乐群小学、永安北山路口、西坑路口、

安良六村、安良市场、安良路口、横岗中心学校、上围新村、横

岗商业街、横岗地铁站②、独竹、永湖地铁站②、银海工业区、

水晶之城、荷坳地铁站、荷坳社区、大运地铁站①、爱联社区、

爱联地铁站、爱联小学、岗贝居民小组、鸿基花园、紫薇步行街

、万科广场、龙岗公安分局、紫薇花园、欧景城、城市花园、天

健花园、龙岗交通运输局、盛平街、天成学校、盛龙路口、龙园

公园、福宁总站

杨田路、龙岗沿河北路、龙岗福宁路、龙园路、龙平东路、盛龙路

、龙翔大道、龙城建设路、龙福路、吉祥路、清林路、德政路、龙

翔大道、吉祥路、龙岗大道、怡翠路、龙岗大道、龙城晨光路、龙

岗大道、龙岗大道辅路、龙岗大道、龙岗大道辅路、龙岗大道、保

康路、龙岗大道、茂盛路、松柏路、红花街、富康路、沙荷路、安

良路、惠盐路、北山道、永安路、东海道、洪安二街、东海道、洪

安三街、北山道、深盐路、深盐路辅路、深盐路、梧桐山大道、S30

惠深沿海高速、深盐路、沙盐路、沙深路、金融路、海涛路、东和

路、海景二路

海景栈道、海景二路、东和路、海涛路、金融路、沙盐路、深盐路、临海路

、深盐路、进港二路、深盐路、深盐路辅路、深盐路、北山道、洪安三街、

东海道、洪安路、东海道、洪安二街、东海道、盐田路、东海道、永安路、

北山道、惠盐路、安良路、沙荷路、富康路、红花街、松柏路、龙岗大道、

龙岗大道辅路、龙岗大道、吉祥路、鸿进路、吉祥路、龙翔大道、德政路、

清林路、吉祥路、龙福路、龙潭路、龙福路、龙城建设路、德政路、龙城建

设路、龙翔大道、盛龙路、碧新路、龙园路、龙岗沿河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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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198 平湖任屋村总站 皇庭广场总站

平湖任屋村总站、任屋村、华润配送中心、华南城、富民路口

、富伟厂、平湖中心小学、平湖派出所、平湖广场西、南园学

校、天华路口、平湖山厦村、金穗花园、辅城坳小学、嘉湖路

口、辅城坳天桥、新田路口、吉坑村口、呈祥花园、天安云谷

、坂田交警中队、岗头地铁站、象角塘西、万科城实验学校、

万科城、中海日辉台、黄金山公园、坂田东村、金洲嘉丽园、

扬马市场、富豪花园、珠江旭景佳园、大族云峰东、五园小学

、坂银大道银湖站、体育馆东、市健研中心、圣廷苑酒店、华

新村、园心苑②、莲花二村①、莲花中学、福景大厦、彩福大

厦、岗厦地铁站、福华三路口、会展中心、皇庭广场总站

皇庭广场总站、岗厦地铁站、福景大厦、莲花二村①、园心苑②
、华新村、圣廷苑酒店、市健研中心、体育馆东、坂银大道银湖

站、五园小学、大族云峰东、珠江旭景佳园、富豪花园、扬马市

场、金洲嘉丽园、坂田东村、黄金山公园、中海日辉台、万科城

、万科城实验学校、象角塘西、坂田交警中队、天安云谷、呈祥

花园、吉坑村口、辅城坳天桥、嘉湖路口、辅城坳小学、金穗花

园、平湖山厦村、山厦新村、天华路口、南园学校、平湖广场西

、平湖派出所、平湖中心小学、富伟厂、富民路口、华南城、华
润配送中心、任屋村、平湖任屋村总站

平吉大道、富安大道、华南二道、富安大道、平湖大街、新厦大道

、惠华路、中环大道、平龙西路、嘉湖路、平龙西路、环观南路、

景田路、环观南路、坂澜大道、基地联络道、坂澜大道、坂李大道

、居里夫人大道、坂云路、居里夫人大道、环城路、坂雪岗大道、

岗溪路、坂雪岗大道、发达路、坂雪岗大道、环城南路、坂雪岗大

道、坂银大道、上步路、红荔路、华富路、红荔路、皇岗路、红荔

路、彩田路、福中路、彩田路、福华路、金田路、福华三路、福田

中心四路、福华路、

福华路、金田路、福华路、彩田路、深南大道、彩田路、红荔路、皇岗路、

红荔路、上步路、笋岗西路、上步路、八卦二路、上步路、泥岗西路、坂银

大道、上步路、坂银大道、坂雪岗大道、环城南路、坂雪岗大道、发达路、

坂雪岗大道、石背路、坂雪岗大道、环城路、居里夫人大道、坂李大道、宝

吉路、坂李大道、坂澜大道、环观南路、平龙西路、平龙路、嘉湖路、平龙

西路、辅岐路、中环大道、惠华路、杉坑内环路、惠华路、杉坑内环路、惠

华路、新厦大道、平湖大街、富安大道、平吉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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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371 民田路总站 南岭花园总站

民田路公交总站、中海华庭、会展中心、福华三路口、大中华

国际广场、市民中心东、少年宫东、莲花二村①、园心苑②、
华新村临时站、妇儿医院、八卦二路、旭飞花园、桃园路中、

笋岗工艺城、市安全教育基地、笋岗街道办、田贝四路、洪湖

公园①、东晓街道办①、草埔地铁站②、荣超花园③、深圳东

站①、龙珠花园①、木棉湾地铁站①、大芬油画村、南岭花园

总站

南岭花园总站、南岭花园、百门前工业区、大芬油画村、木棉湾

地铁站①、龙珠花园①、荣超花园①、草埔地铁站②、洪湖公园

①、笋岗街道办、市安全教育基地、笋岗工艺城、桃园路中、旭

飞花园、八卦二路、妇儿医院、华新村临时站、园心苑②、莲花

二村①、少年宫东、市民中心东、大中华国际广场、福华三路口

、会展中心、中海华庭、民田路公交总站

民田路、福田中心一路、民田路、福华三路、金田路、无名路、金

田路、红荔路、上步路、上步中路、上步路、上步北路、八卦一路
、八卦二路、桃园路、宝安北路、梅园路、无名路、梅园路、田贝

四路、贝丽南路、田贝二路、无名路、田贝二路、文锦北路、龙岗

大道、龙岗大道辅路、无名路、龙岗大道辅路、龙岗大道、无名路

、龙岗大道、大芬立交、布龙路、无名路、布沙路、湖东路、无名

路

无名路、湖东路、布沙路、布龙路、大芬立交、龙岗大道、龙岗大道辅路、

龙岗大道、龙岗大道辅路、无名路、龙岗大道辅路、文锦北路、洪湖路、梅

园路、宝安北路、桃园路、八卦二路、八卦一路、八卦二路、上步北路、上

步路、上步中路、上步路、红荔路、金田路、福华三路、民田路

106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182 西丽官龙村总站 仙湖植物园总站

西丽官龙村总站、家具协会、深圳实验学校、旺棠公寓、九祥

岭①、新围村、留仙洞地铁站西、深职院留仙洞校区、南山福

利中心、留仙洞、留仙洞工业区、雪花啤酒厂、兴东地铁站、

中粮创芯公园北、新安综合执法队、东方明工业城、瓦窑花园

、上合市场①、永联学校、建安新村、建安小学、宝民社区、

宝安交通运输局①、深南北环立交②、南新深南天桥①、南山

欢乐颂、桃园南新路口、市六医院、市六医院东、南航公司、

荔园大厦、滨海白石立交、滨海之窗、滨海沙河东立交、滨海

深湾立交、红树林、上沙、福田体育公园、新洲村牌坊②、会

展中心南、皇岗村北、联合广场、福滨新村①、岗边村①、滨

河华强天桥、上步中学②、罗湖医院、春风万佳、文锦中学、

文锦南路、冶金大厦、黄贝岭地铁站④、黄贝岭、罗湖体育馆

①、莲塘口岸②、莲塘消防中队、仙湖植物园总站

仙湖植物园总站、莲塘消防中队、莲塘口岸②、广岭、罗湖体育

馆①、黄贝岭、黄贝岭地铁站①、冶金大厦、文锦南路、文锦中

学、春风万佳、罗湖医院、鹿丹村、滨江新村②、上步南天桥②

、上步中学②、滨河华强天桥、岗边村①、福滨新村①、联合广

场、皇岗村北、会展中心南、新洲村牌坊②、福田体育公园、上

沙、下沙②、红树林、深湾二路口、滨海之窗、滨海白石立交、

荔园大厦、南航公司、市六医院东、市六医院、桃园南新路口、

南山欢乐颂、南新深南天桥①、中山公园西门、深南北环立交①

、宝安交通运输局①、灵芝地铁站①、灵芝公园北、洪浪北地铁

站、新安税务、中粮创芯公园北、兴东地铁站、雪花啤酒厂、留

仙洞工业区、留仙洞、南山福利中心、深职院留仙洞校区、留仙

居、深圳实验学校、家具协会、西丽官龙村总站

沙河西路、同发路、同沙路、沙河西路、留仙大道、同乐路、留仙

村路、创业二路、大宝路、上川路、上川二路、上川路、建安一路

、创业二路、创业立交、广深公路、广深公路辅路、广深公路、广

深公路辅路、广深公路、深南大道、前海路、深南大道、南新路、

桃园路、南山大道、滨海大道、滨海大道辅路、滨海大道入口、滨

海大道、滨海大道出口、滨海大道辅路、滨海大道入口、滨海大道

、滨海深湾立交桥、滨海大道、滨河大道、滨河大道出口、滨河大

道辅道、滨河大道入口、滨河大道、滨河大道出口、滨河大道辅道

、滨河大道、滨河大道入口、滨河大道、船步路、春风路高架桥、

春风路、文锦南路、深南东路、深南沿河立交桥、沿河北路辅路、

罗芳立交桥、罗沙路、罗沙路辅路、罗沙仙湖立交、鹏兴路、莲十

路、仙湖路

仙湖路、莲十路、鹏兴路、罗沙仙湖立交、罗沙路、罗芳立交桥、沿河北路

、沿河北路出口、沿河北路辅路、深南沿河立交桥、深南东路、文锦南路、

春风路、春风路高架桥、船步路、滨河宝安立交、滨河大道辅道、滨河大道

、滨河大道出口、滨河大道、滨河大道辅道、滨河大道、竹子林立交桥、滨

海大道、滨海大道出口、滨海大道辅路、滨海大道入口、滨海大道、滨海南

海立交桥、滨海大道辅路、南山大道、桃园路、南新路、深南大道、前海路

、深南大道、广深公路、广深公路辅路、广深公路、创业立交、创业二路、

留仙村路、同乐大道、留仙村路、同乐大道、留仙村路、同乐路、留仙大道

、石鼓路、同沙路、同发路、沙河西路

107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197 宝安机场场站 牛成村总站

宝安机场场站、机场码头、内环路路口、华创达科技园南、固

戍井湾新村、固戍海滨新村、固戍污水厂、西乡体育中心西①

、碧海湾地铁站、宝源新村、海滨新村、深业新岸线、西岸花
园、宝安地铁站南、尚都花园、金成名苑、翻身地铁站①、灵

芝地铁站、公园路西一巷、诺铂广场、文汇学校、永联学校、

上合市场、上合花园、大家好广场、新安综合执法队、中粮创

芯公园北、兴东地铁站、雪花啤酒厂、留仙洞工业区、留仙洞

、南山福利中心、深职院留仙洞校区、南方科技大学医院、九

祥岭②、深职院西丽湖校区、水土保持示范园、报恩福地、牛

成村总站

牛成村总站、报恩福地、水土保持示范园、深职院西丽湖校区、

九祥岭①、新围村、留仙洞地铁站西、深职院留仙洞校区、南山

福利中心、留仙洞、留仙洞工业区、雪花啤酒厂、兴东地铁站、

中粮创芯公园北、新安综合执法队、大家好广场、上合花园、上

合市场、永联学校、诺铂广场①、公园路西一巷、灵芝地铁站、

翻身地铁站①、尚都花园、宝安行政中心北、深业新岸线、海滨

新村、宝源新村、泰华阳光海、碧海湾地铁站、西乡体育中心西

①、固戍污水厂、固戍海滨新村、固戍井湾新村、华创达科技园

南、内环路路口、机场码头、宝安机场场站

机场南路辅路、宝源路、宝源南路、裕安一路、宝安大道、创业一

路、创业立交、创业二路、前进一路、上川路、新安三路、裕安二

路、大宝路、创业二路、留仙村路、同乐大道、留仙村路、同乐大

道、留仙村路、同乐路、留仙大道、沙河西路、牛成村路

牛成村路、沙河西路、留仙大道、同乐路、留仙村路、创业二路、大宝路、

裕安二路、新安三路、新安四路、上川路、上川二路、前进一路、创业二路

、创业立交、创业一路、宝安大道、裕安一路、宝源南路、宝源路、机场南

路辅路



序号 业户名称 线路编号 起点站 终点站 上行途径站点 下行途径站点 上行途径道路 下行途径道路

108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122 龙华新区大道总站 火车站

龙华新区大道总站、腾龙路口、龙华实验学校、松仔园、锦绣

江南、牛栏前学校、水尾、东边②、民治地铁站、民治天虹、

横岭、民乐地铁站②、梅龙天桥、长城开发、笔架山公园、市

二医院②、华新村、群星广场、华发大厦①、振兴中、华富路

口、市话大厦①、市二医院②、笔架山公园、长城开发、梅龙

天桥、民乐地铁站②、惠鑫公寓②、横岭、横岭二区、民治地

铁站、东边、水尾、牛栏前学校、松仔园、龙华实验学校、腾

龙路口、龙华新区大道总站

火车站、建设路、人民桥、地王大厦、埔尾路、上步小学、新城

市广场、爱华市场、南园中、上海宾馆、华富路始发站⑦、花卉

世界临时站、长城开发、梅龙天桥、民乐地铁站①、惠鑫公寓②

、横岭、横岭二区、民康路口、东边、水尾、锦绣江南西①、银

泉花园、丰润居委会、龙泉酒店、电信大厦、华富市场、龙华街

道办、龙华市场、龙华天虹商场、人民医院龙华分院、龙华消防

中队、365花园西门、富泉新村、龙华汽车站、清湖小学、清湖老

村、清湖公园、彩煌公司、好日子公司、报业传媒产业园、清湖

产业园总站

、新区大道、、新区大道、人民路、布龙路、民治大道、民乐立交

、梅龙路、梅观路、、梅观路、皇岗路、莲科路、皇岗路、笋岗西

路、、华富路、红荔路、燕南路、振兴路、华富路、笋岗西路、、

笋岗西路、皇岗路、梅观路、、梅观路、民乐立交、梅坂大道、梅

龙路、民乐路、民治大道、布龙路、人民路、新区大道

人民南路、建设路、嘉宾路、建设路、和平路、深南东路、红岭中路、红岭

南路、埔尾街、埔尾路、巴登街、东园路、同心路、南园路、华强南路、深

南大道、华富路、华富路、红荔路、皇岗路、梅观路、梅观路、民乐立交、

梅坂大道、梅龙路、民乐路、民治大道、布龙路、人民路、龙华人民路、人

民路、龙观大道、东环二路、三联路、清泉路、龙观大道、石清大道、雪岗

北路、大和路、雪岗北路、清宁路、清丽路、清祥路、清新路

109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B605

创新科技中心公交

首末站
桃花园总站

创新科技中心公交首末站、科苑南路口、科苑地铁站、卓越后

海中心、海岸城、观海台、创业路东、北师大附小、后海新村

、南门一坊、蛇口沃尔玛、工业八路西、招商供电公司、桃花

园总站

桃花园总站、招商供电公司、工业八路西、蛇口沃尔玛②、南门

一坊、后海新村、北师大附小、创业路东、观海台、海岸城、卓

越后海中心、科苑地铁站、创新科技中心公交首末站

高新南环路、高新南十道、科苑路、滨海科苑立交桥、科苑路、海

德三道、文心五路、创业路、后海大道、东滨路、南海大道、工业

八路

工业八路、南海大道、东滨路、后海大道、创业路、文心五路、海德三道、

科苑路、滨海科苑立交桥、科苑路、高新南九道

110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B608 松坪山总站 松坪山总站

松坪山总站、松坪山路口、朗山路中、阜外深圳医院、科苑北

环立交②、科苑立交南、长园新材、科技评审管理中心、奥萨

医药、赛诺生、科技中一路、帝景园、凯丽花园、维用科技、

大冲学校、大冲②、深南科技立交北、科技路北、青梧路、科

丰路、科苑北②、东方信息港、彩虹科技大厦、科技北二路南

、朗山二路、豪威大厦、科陆大厦、宝深路、松坪学校小学部

、松坪村三期、松坪山总站

朗山路、科苑北路、高新中一道、科技中一路、高新中二道、南海

大道、高新中二道、科技中一路、高新中四道、科发路、铜鼓路、

深南大道、深南科技立交桥、科技路、青梧路、科苑路、科丰路、

科苑北路、高新北六道、科技北二路、朗山路、科技北一路、高新

北二道、科技北二路、宝深路、松坪街、松坪山街

111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B611 莲塘尾小区 农科中心公交总站

莲塘尾小区、莲塘尾一路、红岭中学高中部、侨香外国语学校

、翠海花园②、侨香三道南、市眼科医院、市儿童乐园、农林

地铁站、东海实验小学、东海花园、农科中心公交总站

农科中心公交总站、东海花园、东海实验小学、农林地铁站、市

儿童乐园、市眼科医院、翠海花园、侨香外国语学校、红岭中学

高中部、莲塘尾一路、莲塘尾小区

莲塘尾二路、莲塘尾一路、禾镰一路、禾镰二路、安托山九路、侨

香路、侨香四道、安托山六路、侨香三道、农林路、红荔西路、农

园路、香林路、农轩路

农轩路、香林路、农园路、红荔西路、农林路、侨香路、安托山九路、莲塘

尾一路、莲塘尾二路、莲塘尾一路

112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B614 银湖汽车站总站 银湖汽车站总站

银湖汽车站总站、三九花园、银湖蓝山、三九路口、银湖综合

楼、金湖花园、泥岗村北、泥岗地铁站、深中泥岗分校北、金

湖大厦、银湖汽车站②、银湖汽车站总站、

北环大道、金湖路、泥岗北路、金碧路、北环大道

113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B618 福田口岸公交总站 福田口岸公交总站

福田口岸公交总站、福田海关、椰风道、绒花路口东②、福源

花园二期、福保桂花苑南、红树福苑、三号隧道口、红树绿洲

、福源花园、椰风路口、福田海关、福田口岸公交总站

国花路、桂花路、椰风道、绒花路、红棉道、桂花路、槟榔道、绒

花路、桂花路、国花路

114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B621 莲馨家园总站 莲馨家园总站

莲馨家园总站、罗湖区中医院、仙桐御景、梧桐山新居、莲塘

枫景、莲塘街道办、鹏基工业区①、莲塘口岸②、罗湖体育馆

①、罗湖行政服务大厅、罗芳小学、新秀地铁站、罗芳小学、

罗湖体育馆①、莲塘口岸②、鹏基工业区、鹏兴花园六期、祥

和花园、莲塘小学、莲塘街道办、梧桐山新居、仙桐御景、罗

湖区中医院、莲馨家园总站

仙桐路、国威路、畔山路、聚宝路、国威路、聚财路、仙湖路、莲

塘路、鹏兴路、罗沙路、罗沙仙湖立交桥、罗沙路、罗芳路、延芳

路、经二路、罗芳路、经一路、经二路、新秀路、罗芳路、罗沙路

、鹏兴路、莲塘路、聚宝路、国威路、粤港路、畔山路、国威路、

仙桐路

115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B624 沙湾公交场站 沙湾公交场站

沙湾公交场站、大望桥、大望公园、大望球场、大望学校、大

望社康、大望槟榔公园公交总站、大望社康、大望学校、大望

球场、大望公园、大望桥、沙湾公交场站、

沙湾路、大望大道、新平大道、大望大道、沙湾路

116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562 前海湾地铁站总站 高新西公交总站

前海湾地铁站总站、万象前海、基金小镇、前海花园、大新地

铁站、桃园南新路口、市六医院、市六医院东、南航公司、荔

园大厦、美墅蓝山家园、深圳南山书城、海印长城、软件产业

基地、百度国际大厦、科苑地铁站、高新南十一道、南外科苑

小学、阳光带海滨城、科技南路、高新公寓、创维大厦、深南

科技立交北、维用科技、凯丽花园、帝景园、高新西公交总站

高新西公交总站、帝景园、凯丽花园、维用科技、深南科技立交

北、创维大厦、高新公寓、科技南路、阳光带海滨城、南外科苑

小学、高新南十一道、百度国际大厦、软件产业基地、滨海白石

立交、荔园大厦、南航公司、市六医院东、市六医院、桃园南新

路口、大新地铁站、前海花园、基金小镇、万象前海、前海湾地

铁站总站

桂湾二路、听海大道、桂湾四路、桃园路、南山大道、滨海大道、

文心二路、海德一道、后海大道、高新南十道、科苑南路、高新南

十一道、高新南环路、高新南十道、科技南路、科技路、科发路、

高新中四道、科技中一路

高新中三道、科技中一路、高新中四道、科发路、科技路、科技南路、高新

南十道、高新南环路、高新南十一道、科技南路、高新南十道、后海大道、

滨海大道、南山大道、桃园路、桂湾四路、桂湾四路、听海大道、桂湾二路

117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583 世界之窗总站 科兴科学园总站

世界之窗总站、欢乐谷、华侨城体育中心、天鹅堡东、波托菲

诺、南山第二实验学校、纯水岸西、侨城馨苑、香山西街路口

、白石洲西、高新园地铁站、中科大厦、创维大厦、中兴通讯

①、高科技中心、维用科技、凯丽花园、深圳软件园西、深圳

软件园、科兴科学园总站

科兴科学园总站、深圳软件园、凯丽花园、维用科技、深大地铁

站、中兴通讯①、创维大厦、大冲②、香山西街路口、侨北三街

、侨北一街、纯水岸西、南山第二实验学校、波托菲诺、天鹅堡

东、华侨城体育中心、欢乐谷、世界之窗总站

侨城西街、杜鹃山东街、香山中街、香山西街、沙河东路、深南大

道、科技南十路、高新南一道、科技南路、高新南四道、科苑南路

、科苑北路、高新中四道、科技中二路、高新中二道、科技中三路

、无名路

无名路、高新中二道、科技中二路、高新中四道、科苑北路、科苑南路、兰

龙路、高新南二道、科技南一路、高新南四道、科技南路、深南科技立交桥

、深南大道、沙河东路、侨北三街、侨北一街、香山西街、香山中街、杜鹃

山东街、侨城西街

118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B685 福田口岸公交总站 下沙总站

福田口岸公交总站、福田水围村、福田水围天桥、益田花园、

益田村、妇幼保健院、新洲村、沙尾、金地花园、沙嘴、上沙

中学、金域蓝湾、下沙总站

下沙总站、金域蓝湾、上沙中学、沙嘴、金地花园、沙尾、新洲

村、妇幼保健院、益田村、益田花园、福田水围天桥、福田水围

村、福田口岸公交总站

裕亨路、国花路、金田路、福强路、沙嘴路、福荣路 福荣路、沙嘴路、福强路、福强路、国花路、裕亨路

119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B689 紫薇阁总站 福田口岸总站

紫薇阁总站、景蜜村、福田外语学校东、景田沃尔玛、特发小

区、枫丹雅苑、市委党校、香蜜红荔立交、天安数码城、上沙

村、沙嘴路口、新洲中学、新洲三街、新洲村、众孚小学、石

厦学校、福田区委、皇岗村、福田保健院、福民地铁站、福强

路口、福田口岸总站

福田口岸总站、福强路口、福民地铁站、福田保健院、皇岗村、

福田区委、石厦学校、众孚小学、新洲村、新洲三街、新洲中学

、沙嘴路口、上沙村②、天安数码城、香蜜红荔立交、市委党校

、枫丹雅苑、特发小区、景田沃尔玛、福田外语学校东、景蜜村

、紫薇阁总站、紫薇阁总站

景田路、景田北街、侨香路、香蜜湖路、福强路、沙嘴路、新洲九

街、新洲三街、福强路、新洲路、福民路、金田路、国花路、

、国花路、金田路、福民路、新洲路、福强路、新洲三街、新洲九街、沙嘴

路、福强路、香蜜湖路、侨香路、景田北街、景田路

120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B698 东昌总站 东昌总站

东昌总站、太白路中、松泉公寓、松泉山庄、太白西、独树村

①、独树村②、太白西、松泉山庄、松泉公寓、太白路中、东

昌总站

太白路、布吉路、文锦北路、洪湖立交桥、布心路、洪湖立交桥、
文锦北路、太白路



序号 业户名称 线路编号 起点站 终点站 上行途径站点 下行途径站点 上行途径道路 下行途径道路

121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561 白石洲地铁站总站 文体公园

白石洲地铁站总站、南山中英文学校、美庐锦园、石洲中路、

深湾二路、华侨城中学高中部、海滨实验小学、红树西岸、红

树湾南地铁站、深湾地铁站、欢乐海岸、港大医院、金海燕花

园①、园博园西、深职院华侨城校区、警校、侨城东路口②、

华侨城医院、侨香深云路口、侨城一号广场、桃源村东、桃源
村地铁站、水木华庭、龙苑西路、禾正医院、香瑞园、文体公

园

文体公园、香瑞园、禾正医院、龙苑西路、水木华庭、桃源村地

铁站、桃源村东、侨城一号广场、华侨城医院、警校、深职院华

侨城校区、园博园西、金海燕花园、港大医院、欢乐海岸、深湾

地铁站、红树湾南地铁站、红树西岸、海滨实验小学、华侨城中

学高中部、百纳广场、石洲中路、美庐锦园、南山中英文学校、

白石洲地铁站总站

石洲中路、深湾一路、白石路、深湾二路、白石二道、深湾一路、

白石四道、深湾五路、白石路、侨城东路、侨香路、深云路、Ｇ４

京港澳高速出口、Ｓ３０１南坪快速路、北环龙珠立交、龙珠大道

、龙珠六路、龙苑路

龙苑路、龙珠六路、龙珠大道、龙珠八路、龙珠大道、北环龙珠立交、Ｓ３

０１南坪快速路、深云路、侨香路、深云路、侨香路、侨城东路、白石路、

深湾五路、白石四道、深湾一路、白石二道、深湾二路、白石路、石洲中路

122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B707 方大城公交总站 方大城公交总站

方大城公交总站、龙井路口、龙珠四路、龙井地铁站、新屋村

、珠光地铁站①、珠光创新科技园、龙珠幼儿园、新屋村、龙

井地铁站②、桃源村、桃源村地铁站、桃源村东、桃源村三期

、北环桃源天桥、高发科技园、方大城公交总站

高发西路、高发科技园西路、龙珠四路、龙珠大道、龙珠二路、珠

光路、龙珠大道、龙珠八路、北环大道、龙珠五路、高发西路

123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B708 万科云城总站 万科云城总站

万科云城总站、中兴人才公寓东、中兴人才公寓、中兴工业园

一号岗、中兴工业园二号岗、深职院留仙洞校区、留仙洞地铁

站、南方科技大学医院、西丽法庭②、西丽南路、西丽市场、

西丽社区②、西丽法庭①、南方科技大学医院、留仙洞地铁站

、留仙洞地铁站西、中兴工业园二号岗、中兴工业园一号岗、

中兴人才公寓、中兴人才公寓东、万科云城总站

兴科路、创科路、打石一路、创研路、创科路、留仙大道、沙河西
路、西丽南路、西丽南支路、沙河西路、留仙大道、创科路、创研

路、打石一路、创科路

124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B709 深业花园公交总站 深业花园公交总站

深业花园公交总站、海田路口、大中华国际广场北、福田香格

里拉、信息枢纽大厦、购物公园地铁站、新洲村牌坊①、沙头

街道办、福田市场监管分局、新活力小区、福田武装部、购物

公园地铁站、信息枢纽大厦、福田香格里拉、大中华国际广场

北、海田路口、天健世纪花园、深业花园公交总站

福中一路、彩田路、福中路、海田路、福中三路、金田路、福华一

路、益田路、福华路、福新立交桥、滨河新洲立交桥、滨河大道辅

道、福田新沙路、新洲路、福新立交桥、福华路、益田路、福华一

路、金田路、福中三路、海田路

125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B728 深大西门 深大西门

深大西门、深圳大学、深大文科楼、深大北门①、深大地铁站

、粤海门村、深大南区宿舍楼、粤海门村、深大南区运动场、

深大南地铁站、桂庙站、深大西门

南海大道、桃园路、南海大道、深南大道、深南科苑立交、科苑北

路、科苑南路、兰龙路、高新南二道、科技南一路、高新南一道、

岗园路、白石路、科苑南路、科园路、岗园路、白石路、后海大道

、学府路、南海大道

126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B729 深云村总站 深云村总站

深云村总站、侨香村、市委党校、东海实验小学、农林地铁站

、市儿童乐园、高级中学中心校区北、香域中央花园、翠海花

园②、经济犯罪侦查局、鸿新花园②、侨城东路口①、华侨城

医院、侨香深云路口、侨城一号广场

深安路、北环大道、香蜜湖路辅道、红荔西路、农林路、泽田路、

农园路、侨香路、深云路、深安路

127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B737

深圳湾口岸公交首

末站

蛇口广场公交首末

站

深圳湾口岸公交首末站、后海滨路口、海月地铁站②、半岛花

园北、文竹园、育才二中、海湾新村、蛇口汽车站、蛇口戏院

、南山妇幼保健院、蛇口广场公交首末站

蛇口广场公交首末站、南山妇幼保健院、蛇口戏院、蛇口汽车站

、海湾新村、育才二中、文竹园、半岛花园北、海月地铁站、后

海滨路口、深圳湾口岸公交首末站

科苑南路、东滨路、后海滨路、工业八路、爱榕路、招商路、公园

南路、蛇口新街、金世纪路

金世纪路、蛇口新街、公园南路、招商路、爱榕路、工业八路、后海滨路、

东滨路、口岸联络道、西一路

128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176 深大总医院总站 前海合作区总站

深大总医院总站、深大总医院、塘朗村口、学苑丽水路口、春

园路口、北大园区、清华园区、西丽湖地铁站、丽岛、深职院

、九祥岭①、新围村、留仙洞地铁站、深职院西宿舍区、中兴

人才公寓东、第二高级中学东、第二高级中学、TCL国际E城、

同乐村、同乐学校、中山园、南山农批市场、中山公园东门、

南山公安分局、南山文体中心、市六医院、桃园南新路口、大

新地铁站、前海花园、基金小镇、卓越壹号、前海时代、前海

合作区总站、

前海合作区总站、前海时代、卓越壹号、基金小镇、前海花园、

大新地铁站、桃园南新路口、市六医院、南山文体中心、南山公
安分局、中山公园东门、南山农批市场、中山园、同乐学校、同

乐村、TCL国际E城、第二高级中学、中兴人才公寓东、深职院西

校区、留仙洞地铁站、南方科技大学医院、九祥岭①、深职院、

丽岛、西丽湖地铁站、清华园区、北大园区、春园路口、学苑丽

水路口、塘朗村口、深大总医院总站、

科研一路、幽兰路、学苑大道、丽水路、西丽路、沙河西路、留仙

大道、创科路、一号路、茶光路、中山园路、南山大道、北环南山

立交、南山大道、桃园路、桂湾四路、十一号临时路、梦海大道

前湾一路、听海大道、滨海大道、梦海大道、十一号临时路、桂湾四路、桃

园路、南山大道、北环南山立交、南山大道、中山园路、茶光路、一号路、

创科路、留仙大道、沙河西路、西丽路、丽水路、学苑大道、幽兰路、科研

一路

129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B817 桃花园总站

深圳湾口岸公交首

末站

桃花园总站、招商供电公司、工业八路西、四海小区、翠薇园

、文竹园、半岛花园北、海月地铁站、后海滨路口、深圳湾口

岸公交首末站

深圳湾口岸公交首末站、后海滨路口、海月地铁站②、半岛花园

北、文竹园、四海小区、工业八路西、招商供电公司、桃花园总

站

工业八路、后海滨路、东滨路、东二路、西一路 科苑路、东滨路、后海滨路、工业八路

130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B818 深大总医院总站 深大总医院总站

深大总医院总站、深大总医院、中科院研究院、塘朗地铁站、

塘朗车辆段北、塘朗山隧道路口、丽水路南、同富裕工业城、

塘朗派出所、塘朗村口、深大总医院总站、

科研一路、幽兰路、学苑大道、塘开路、留仙大道、丽水路、塘兴
路、学苑大道、幽兰路、科研一路

131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120 金域蓝湾 金域蓝湾

金域蓝湾、上沙中学、金海湾花园、蓝湾半岛、石厦南、市文

化创意园、妇幼保健院、益田村、益田花园西、绒花路口西①
、福源花园二期、福保桂花苑南、红树福苑、三号隧道口、红

树绿洲、福源花园、绒花路口东②、益田花园西①、益田村、

妇幼保健院、市文化创意园、石厦南、蓝湾半岛、金海湾花园

、上沙中学、金域蓝湾、下沙总站

福荣路、新洲路、福强路、益田路、绒花路、广兰道、桂花路、紫

荆道、绒花路、益田路、福强路、新洲路、福荣路

132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B821 上梅林公交总站 上梅林公交总站

上梅林公交总站、中康公园、梅林阁、公安街3号、公安街9号

、梅林坳驿站、七支队宿舍、山水居、福兴花园、下梅林文体

公园、梅林公园、山水居、七支队宿舍、梅林坳驿站、公安街9

号、公安街3号、梅林阁、中康公园、上梅林地铁站、环境监测

中心、梅坳五路、建龙苑、汇龙花园、翰岭苑、梅东五路、青

年学院、万科大厦、上梅林公交总站

梅林路、梅村路、公安街、二线路、龙尾支路、龙尾路、梅林路、

龙尾路、龙尾支路、二线路、公安街、梅村路、梅林路、中康路、

梅坳二路、梅坳五路、梅坳三路、梅坳八路、凯丰路、梅林八号路

、梅东五路、梅林路、彩田路、梅林八号路、彩田路、梅林路



序号 业户名称 线路编号 起点站 终点站 上行途径站点 下行途径站点 上行途径道路 下行途径道路

133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539

TCL国际E城北门总

站
海岸城

TCL国际E城北门总站、TCL国际E城中区、TCL国际E城、留仙洞

、南山福利中心、深职院留仙洞校区、留仙洞地铁站、南方科

技大学医院、西丽法庭③、西丽社区②、茶光②、文光村、茶

光石鼓路口、茶光路中、第二高级中学、直升机场、研祥科技

大厦②、深圳大学、桂庙新村、南山书城地铁站②、佳嘉豪苑

、创业路东、观海台、海岸城

海岸城、观海台、创业路东、佳嘉豪苑、南山书城地铁站①、桂

庙新村、深圳大学、研祥科技大厦②、直升机场、第二高级中学

、茶光路中、茶光石鼓路口、文光村、茶光②、西丽社区②、西

丽法庭①、南方科技大学医院、留仙洞地铁站、留仙洞地铁站西

、深职院留仙洞校区、南山福利中心、TCL国际E城、TCL国际E城

中区、TCL国际E城北门总站

、中山园路、茶光路、同乐路、留仙大道、沙河西路、茶光路、同

乐路、南海大道、创业路、文心五路

文心五路、创业路、南海大道、同乐路、茶光路、沙河西路、留仙大道、同

乐路、中山园路、

134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140 东昌总站

罗湖投控大厦公交

总站

东昌总站、罗湖妇幼保健院、布心市场、彩世界家园、东湖人

行天桥、布心花园、市慢病防治中心、君逸华府②、水贝地铁

站、雅仕居、红岗花园、宝安北路口、红岗西村、深圳边检总

站医院①、清水河一路、腾邦大厦、罗湖投控大厦公交总站

罗湖投控大厦公交总站、腾邦大厦、深业车城北、清水河一路、

清水河、深圳边检总站医院①、宝安北路口①、红岗花园、雅仕

居、翠竹北、君逸华府、市慢病防治中心、九尾岭隧道口、彩世

界家园、布心市场、罗湖妇幼保健院、东昌总站

太白路、爱国路、布心路、红岗路、清水河一路 清水河一路、红岗路、布心路、爱国路、太白路

135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B842 渔民村总站 渔民村总站 渔民村总站、渔景大厦、渔民村、火车站西广场、渔民村 渔民村路、船步路、和平路、渔民村路

136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B855 深职院北校区总站 深职院北校区总站

深职院北校区总站、厚德楼、大运广场、深职院留仙洞校区总

站、德业楼、深职院西丽湖校区西门、深职院北校区总站

、沙河西路、、同沙路、石鼓路、留仙大道、、创科路、留仙大道

、石鼓路、同沙路、新高路

137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B877 新田总站

华盛峰荟名庭公交

总站

新田总站、和记仓储、君子布村口、兴发路口、铭可达物流园
、万国数据、观澜红木集聚区、牛湖地铁站、牛湖社区、观澜

湖地铁站②、松元公园、松元厦地铁站①、岗头村、观澜地铁

站、龙华中心医院①、长湖地铁站、华盛峰荟名庭公交总站

华盛峰荟名庭公交总站、长湖地铁站、龙华中心医院②、观澜地
铁站②、岗头村、松元厦地铁站①、松元公园、观澜湖地铁站②

、牛湖社区、牛湖地铁站、观澜红木集聚区、万国数据、铭可达

物流园、兴发路口、君子布村口、和记仓储、新田总站

环观南路、平大路、环观南路、观天路、高尔夫大道、观澜大道、

碧澜路
碧澜路、观澜大道、高尔夫大道、环观南路、平大路、环观南路

138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B878 平湖任屋村总站 观澜湖公交总站

平湖任屋村总站、华南城地铁站、龙岗万达广场、华南城交易

中心、华南城、华润配送中心、任屋村、万惠隆百货、信德学

校、山厦路口、洋坑路口、顺平路口、金穗花园、融悦山居、

老琅路口、君子布路口、黄背坑路口、凌屋小区、国升工业区

、科展、牛湖地铁站、牛湖社区、石一村小组、深德技校、观

澜湖公交总站

观澜湖公交总站、深德技校、石一村小组、牛湖社区、牛湖地铁

站、科展、国升工业区、凌屋小区、黄背坑路口、君子布路口、
融悦山居、金穗花园、顺平路口、洋坑路口、山厦路口、信德学

校、万惠隆百货、任屋村、华润配送中心、华南城交易中心、龙

岗万达广场、华南城地铁站、平湖任屋村总站

翠禾街、平吉大道、一号路、华南二道、生态园路、华南大道、富

安大道、平吉大道、佳业路、平吉大道、平龙西路、内环大道、平
龙西路、中环大道、惠华路、嘉湖路、环观南路、S29清平高速、环

观南路、君新路、黄背坑路、君新路、高尔夫大道、凤观路、高尔

夫大道、观澜湖大道、新城大道

新城大道、观澜湖大道、高尔夫大道、君新路、黄背坑路、君新路、环观南

路、嘉湖路、惠华路、中环大道、平龙西路、辅城坳工业路、平龙西路、阳
光路、平龙西路、平吉大道、富安大道、华南一道、富安大道、华南大道、

生态园路、华南大道、生态园路、华南二道、一号路、华南大道、一号路、

华南一道、一号路、平吉大道、生态园路、平吉大道、佳业路、翠禾街

139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B662 盐田精茂城 盐田精茂城

盐田精茂城、盐田税务局、壹海城、盐田区政府东、盐田区政

府北、盐田区医院、叶屋西街口、元墩街口、元墩头村、沙头

角社康、盐田区福利中心、合泰御景翠峰、沙头角行政服务大

厅、沙深路口、中英街关前站、海涛花园、诗宁大厦、盐田妇

幼保健院、盐田中央公园、盐田税务局、盐田精茂城

海景二路、海山路、香径东街、香径西街、梧桐路、园林路、盘山

公路、深盐路、沙深路、海涛路、东和路、海景二路

140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B909 宁水花园总站 宁水花园总站

宁水花园总站、碧波花园、天井湖、荷花市场、华丽环岛、黄

贝派出所、凤凰街、罗湖交警大队、东门①、晒布路、深圳中
学、儿童公园①、爱国大厦、华丽环岛、荷花市场、天井湖、

碧波花园、宁水花园总站

黄贝路、华丽路、凤凰路、湖贝路、东门中路、晒布路、人民北路
、笋岗东路、文锦中路、爱国路、华丽路、黄贝路

141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B924 沙头角公交总站 盐田精茂城

沙头角公交总站、盐田海事局、海港大厦、周大福大厦、盐田

区党校、50小区、蓝色海月居、倚山花园、盐田区政府东、盐

田区政府、盐田产业服务中心、官下路、田东中学、盐田妇幼

保健院、盐田中央公园、盐田税务局、盐田精茂城

盐田精茂城、盐田税务局、盐田中央公园、盐田妇幼保健院、田

东中学、官下路、盐田产业服务中心、盐田区政府、盐田区政府

东、倚山花园、蓝色海月居、50小区、盐田区党校、周大福大厦

、海港大厦、盐田海事局、沙头角公交总站

海山东三街、海景二路、临海路、深盐路、梧桐路、海山路、深盐

路、沙盐路、官下路、东和路、海景二路

海景二路、东和路、官下路、沙盐路、深盐路、海山路、梧桐路、海景二路

、深盐路、临海路、海景二路、海山东三街

142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B925 盐田综合车场 盐田海鲜街

盐田综合车场、深圳外国语学校、深圳外国语学校西、半山溪

谷、永安路口、乐群小学、盐田医院盐田院区、东海丽景花园

、庚子首义学校、华大公寓、盐田派出所、北山路口、盐田海

鲜街

盐田海鲜街、盐田海鲜街路口①、北山路口、盐田派出所、华大

公寓、庚子首义学校、东海丽景花园、盐田医院盐田院区、乐群

小学、永安路口、半山溪谷、深圳外国语学校西、深圳外国语学

校、盐田综合车场

青蓬路、盐田路、梧桐山大道、中青一路、中青路、永安路南延长

段、永安路、东海道、洪安路、东海四街、洪安三街、北山道、盐

港大道、北山道、海傍街、北山道

北山道、盐梅路、盐港大道、北山道、洪安三街、东海四街、洪安路、东海

道、永安路、永安路南延长段、中青路、中青一路、梧桐山大道、盐田路、

青蓬路

143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B957 石厦南总站 石厦南总站

石厦南总站、石厦南、市文化创意园、福保街道办、石厦学校

、福田区委、皇岗公园、益田花园西、福保海关宿舍、福田水

围村、福田口岸公交总站、渔农村、国花路口、福田水围村、

福田水围天桥、益田花园、皇岗公园、福田区委、石厦学校、

福保街道办、市文化创意园、石厦南、石厦南总站

福荣路、新洲路、福民路、益田路、菩提路、金桂道、福强路、国

花路、裕享路、国花路、福强路、益田路、福民路、新洲路、福荣

路

144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196 中英街关前站

小梅沙社区公交总

站

中英街关前站、海涛花园、诗宁大厦、盐田妇幼保健院、盐田

中央公园、壹海城、盐田汽车站、盐田公安分局、盐田港西地

铁站①、周大福大厦、海港大厦、盐综保盐田片区、西山吓、

盐田海鲜街路口②、中兴发展、海滨浴场③、中兴通讯学院、

万科中心、东部华侨城、梅沙街道办、小梅沙、小梅沙社区公
交总站

小梅沙社区公交总站、小梅沙、梅沙街道办①、大梅沙、东部华

侨城、万科中心、中兴通讯学院、海滨浴场、中兴发展、盐田海

鲜街路口①、西山吓、盐综保盐田片区、海港大厦、周大福大厦

、盐田港西地铁站①、盐田公安分局、壹海城、盐田中央公园、

盐田妇幼保健院、诗宁大厦、金融路口、中英街关前站

沙深路、海涛路、东和路、海景二路、海山路、深盐路、、深盐路

、盐港大道、北山道、、盐梅路、环梅路、盐梅路、、盐梅路、盐

葵路、

、盐葵路、盐梅路、、盐梅路、环梅路、盐梅路、盐港大道、深盐路、、深

盐路、海山路、海景二路、东和路、海涛路、金融路、沙深路

145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B964

深圳湾体育中心总

站

深圳湾体育中心总

站

深圳湾体育中心总站、华润深圳湾、华润深圳湾西（招呼站）

、阿里中心（招呼站）、登良地铁站C出口（招呼站）、蔚蓝海

岸三期、北师大附小、中洲控股中心大厦、海岸城、观海台、

创业路东、北师大附小、蔚蓝海岸三期、登良地铁站C出口（招

呼站）、阿里中心（招呼站）、华润深圳湾西（招呼站）、华

润深圳湾、深圳湾体育中心总站

海德三道、科苑南路、登良路、后海大道、海德三道、文心五路、

创业路、后海大道、登良路、科苑南路、海德三道

146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B968 侨城东总站 侨城东总站

侨城东总站、园博园北门、鸿新花园、经济犯罪侦查局、翠海
花园、香蜜公园西、高级中学中心校区北、香荔花园、东海实

验小学、东海花园、深航大厦①、竹子林①、园博园东、紫竹

六道、红树林、金海燕花园①、园博园西、深职院华侨城校区

、警校、侨城东总站

侨香路、农林路、侨香路、泽田路、农轩路、红荔西路、农园路、
深南大道、竹子林四路、紫竹六道、竹子林四路、深南大道、红树

林路、白石路、红树林路、滨海大道辅路、滨海大道、滨海大道辅

路、滨海大道、滨海大道辅路、侨城东路、白石路、侨城东路、深

南大道、侨城东路、侨香路



序号 业户名称 线路编号 起点站 终点站 上行途径站点 下行途径站点 上行途径道路 下行途径道路

147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E1 清湖产业园总站

购物公园地铁公交

接驳站

清湖产业园总站、报业传媒产业园东、龙华书刊大厦、清湖老

村、龙华汽车站、美丽365花园、山咀头、龙华地铁站、上塘路

口、丰润居委会、锦绣江南西、龙华实验学校、天安数码城、

新洲村牌坊②、购物公园地铁公交接驳站

购物公园地铁公交接驳站、新洲村牌坊②、天安数码城、龙华实

验学校、锦绣江南西①、丰润居委会、上塘路口、龙华地铁站、

山咀头、美丽365花园、龙华汽车站、清湖老村、龙华书刊大厦、

报业传媒产业园东、清湖产业园总站

清新路、清祥路、雪岗北路、大和路、石清大道、观澜大道、龙观

大道、东环二路、龙华和平路、和平路、工业路、人民路、福龙路

入口、福龙路、北环香蜜立交、香蜜湖路、泰然六路、香蜜湖路、

车公庙立交、福强路、沙嘴路、滨河大道辅道、滨河益田立交、益

田路、福华路、民田路

民田路、福华路、福新立交桥、滨河新洲立交桥、滨河大道辅道、车公庙立

交、香蜜湖路、北环香蜜立交、福龙路、福龙路出口、福龙路辅路、简上路

、新区大道、人民路、工业东路、工业路、龙华和平路、东环二路、龙观大

道、石清大道、雪岗北路、大和路、雪岗北路、清祥路、清新路

148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高快巴士12号 大梅沙闻檀道场站 香梅北总站

大梅沙闻檀道场站、万科中心、梅沙街道办①、东部华侨城、

梅沙医院、莲塘口岸①、罗湖体育馆①、怡景地铁站①、留医

部②、罗湖税务局①、体育馆②、市二医院②、公交大厦、北

大医院①、科技中学、香梅北总站

香梅北总站、科技中学、北大医院①、公交大厦、市二医院①、

体育馆②、罗湖税务局①、留医部②、怡景地铁站①、罗湖体育

馆①、莲塘口岸①、梅沙医院、万科中心、大梅沙闻檀道场站

闻檀道、环碧路、彩陶路、环梅路、盐梅路、云水路、盐梅路、环

梅路、艺海路、Ｓ３０惠深沿海高速出口、Ｓ３０惠深沿海高速入

口、Ｓ３０惠深沿海高速、Ｓ３０惠深沿海高速出口、罗沙路、怡

景路、东门北路、雅园立交、笋岗东路、笋岗西路、皇岗路、笋岗

西路、皇岗路、笋岗西路、莲花路、香梅路

香梅路、莲花路、笋岗西路、笋岗东路、雅园立交、文锦中路、雅园立交、

东门北路、怡景路、罗芳立交桥、罗沙路、罗沙路、Ｓ３０惠深沿海高速入

口、Ｓ３０惠深沿海高速、Ｓ３０惠深沿海高速出口、艺海路、环梅路、闻

檀道

149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E4 观澜新田总站

福田交通枢纽公交

场站

观澜新田总站、辅城坳天桥、新田居委会、观澜汽车站②、观

澜中心小学、荷叶榕市场、龙华市场监管局、观澜天虹商场、

观澜高新园、富士嘉园、致君制药、台菱大厦、华为高速路口

、民乐地铁站⑤、香蜜红荔立交、天安数码城、下沙①、福田

交通枢纽公交场站

福田交通枢纽公交场站、上沙、天安数码城、香蜜红荔立交、民

乐地铁站④、华为高速路口、台菱大厦、致君制药、富士嘉园、

观澜高新园、观澜天虹商场、龙华市场监管局、荷叶榕市场、观

澜中心小学、观澜汽车站、新田居委会、观澜新田总站

环观南路、平大路、清平高速公路、嘉湖路、平龙路、观平路、观

澜大道、大和路、环观南路、观宝路、五和大道、梅观高速公路、

民乐立交、梅观高速公路、梅观路、南坪快速路、牛咀大桥、南坪

快速路、福龙立交、横龙山隧道、福龙路、北环香蜜立交、福龙路

、香蜜湖路、香蜜湖路辅道、香蜜湖路、滨河大道辅道、滨河大道

、滨海大道、红树林路、白石路、三号路

三号路、白石路、滨河大道辅道、福强路、香蜜湖路、香蜜湖立交桥、香蜜

湖路、香蜜湖路辅道、香蜜湖路、福龙路、北环香蜜立交、福龙路、横龙山

隧道、福龙立交、南坪快速路、牛咀大桥、南坪快速路、梅观立交桥、梅观

高速公路、民乐立交、梅观高速公路、张衡路、五和大道、观宝路、环观南

路、大和路、观澜大道、观平路、环观南路

150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105

秀峰工业区总站

（巴士四公司）
蛇口邮轮中心总站

秀峰工业区总站（巴士四公司）、农衣路口、秀峰路口、恒通

工业区、丽湖花园、上水径、下水径、大坡头村、森鑫源学校

、金沙花园、东升学校、莲花山庄、德福花园、钱排村、德兴
花园、章輋村、青湖山庄、清水河物流园区、清水河、深圳边

检总站医院②、红岗西村、红岭泥岗立交、市检察院②、建设

集团、少儿图书馆、妇儿医院、群星广场、华新村、园心苑①

、莲花二村②、关山月美术馆①、中心书城北、莲花山公园②

、莲花山西①、华强职校、新洲村牌坊①、福田体育公园、下

沙①、红树林、深圳湾公园地铁站①、滨海之窗、滨海白石立

交、荔园大厦、南山派出所、中油大厦、南园村东、南门一坊
、爱榕园、育才二中、海湾新村、蛇口汽车站、招商大厦、水

湾地铁站、海上世界地铁站、新时代广场、蛇口港地铁站、蛇

口邮轮中心总站

蛇口SCT码头总站、招商港务、招港大厦、蛇口港地铁站、海上世

界南、南海玫瑰园西、公园南路、花果山、蛇口体育中心、蛇口

人民医院、蛇口沃尔玛①、南海东滨路口①、南油地铁站②、南

山书城地铁站②、滨海白石立交、滨海之窗、滨海科苑立交、深

圳湾体育中心、深圳湾公园地铁站、红树林、下沙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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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华三路口、岗厦地铁站、人才大厦、中心

公园、振华西路、航苑大厦、振华路中、深圳城市学院、荔园小

学通新岭校区、少儿图书馆、红岭地铁站、红桂大厦、天地大厦

、西湖宾馆、笔架山场站

甘李二路、S28水官高速、吉华路、龙景立交、布龙路、吉华路、西
环路、红岗路、清水河一路、红岗路、红岭北路、桃园路、红岭北

路、笋岗东路、红岭中路、红荔路、上步路、红荔路、华强北路、

红荔路、华富路、红荔路、皇岗路、红荔路、红荔西路、新洲路、

滨河大道辅道、滨河大道、滨海大道、滨海大道辅路、滨海大道、

滨海大道辅路、滨海大道、南海大道、滨海大道、滨海大道辅路、

滨海大道、南山大道、海德二道、南山大道、东滨路、南海大道、

东滨路、爱榕路、招商路、公园路、招商路、水湾路、太子路、工
业二路、太子路、工业一路、南海大道、港湾大道、邮轮大道、

南港路、兴海大道、港湾大道、南海大道、工业一路、望海路、公园南路、

公园路、工业七路、南海大道、滨海南海立交桥、滨海大道辅路、滨海大道

入口、滨海大道、竹子林立交桥、滨河大道出口、滨河大道辅道、福强路、

益田路、福华三路、金田路、福华路、彩田路、福中路、振华西路、振华路

、上步路、上步中路、上步路、红荔路、红桂路、宝安南路、笋岗西路

151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133 长岭东公交场站

蛇口广场公交首末

站

长岭东公交场站、长岭沟、罗湖公安分局、畔山花园、莲塘①

、聚宝路口、仙湖路口、莲塘口岸②、广岭小区、罗湖行政服

务大厅、罗芳小学、新秀小学、黄贝岭地铁站②、冶金大厦、

京鹏大厦、湖贝地铁站、门诊部①、市委、兴华宾馆东、赛格

广场、岗厦北地铁站①、海关综合大楼、福华三路口、皇岗中

学、福田保健院、皇岗村、福田区委、石厦学校、新洲村牌坊

①、下沙①、红树林、深圳湾公园地铁站①、滨海白石立交、

南山书城地铁站、南油地铁站②、蛇口沃尔玛、蛇口人民医院

、招商发展中心、蛇口网谷、海上世界地铁站、海上世界南、

南海玫瑰园西、南海玫瑰园东、蛇口广场公交首末站

蛇口广场公交首末站、南海玫瑰园东、南海玫瑰园西、海上世界

南、海上世界地铁站、蛇口网谷、招商发展中心、蛇口人民医院

、蛇口沃尔玛②、南海东滨路口②、南油地铁站②、南山书城地

铁站②、滨海白石立交、深圳湾公园地铁站、红树林、下沙②、

新洲村牌坊①、石厦学校、福田区委、皇岗村、福田保健院、皇

岗中学、福华三路口、海关综合大楼、岗厦北地铁站①、上海宾

馆东、兴华宾馆东、市委、深圳书城、门诊部①、湖贝地铁站、

京鹏大厦、冶金大厦、黄贝岭地铁站③、古玩城、新秀小学、罗

芳小学、罗湖体育馆①、莲塘口岸②、聚宝路口、莲塘、畔山花

园、长岭、长岭东公交场站

盘山路、罗沙路、罗沙仙湖立交桥、罗沙路、延芳路、经二路、罗

芳路、新秀路、深南沿河立交桥、深南东路、深南中路、深南大道

、深南金田立交桥、深南大道、金田路、滨河金田立交桥、金田路

、福民路、新洲路、滨河大道辅道、滨河大道、滨河大道辅道、滨

河大道、竹子林立交桥、滨海大道、滨海深湾立交桥、滨海大道、

滨海沙河东立交桥、滨海大道、滨海海滨立交桥、滨海大道、滨海

南海立交、南海大道、工业三路、太子路、工业二路、望海路、金

世纪路、蛇口新街、金世纪路

金世纪路、望海路、工业二路、太子路、工业三路、南海大道、、南海大道

、滨海南海立交桥、滨海大道辅路、滨海大道入口、滨海大道、滨河大道、

滨河大道出口、滨河大道辅道、、滨河大道辅道、滨河新洲立交桥、新洲路

、福民路、金田路、深南金田立交桥、深南彩田立交桥、深南大道、深南中

路、深南东路、新秀路、罗芳路、罗沙路、、罗沙路、罗沙路辅路、罗沙路

、径肚跨线桥、

152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106

月亮湾填海区公交

总站

建设路三岛中心总

站

月亮湾填海区公交总站、南山公司、天后宫、文天祥纪念公园

、招商港务、招港大厦、蛇口港地铁站、新时代广场、海上世

界地铁站、水湾地铁站、招商大厦、花果山、玫瑰园、蛇口沃
尔玛②、南海东滨路口②、南山书城地铁站②、滨海白石立交

、滨海之窗、滨海科苑立交、深圳湾体育中心、红树林、下沙

②、福田体育公园、新洲村牌坊①、投资大厦②、市民广场西

、岗厦北地铁站①、田面、上海宾馆东、兴华宾馆西、市委、

深圳书城、国贸、建设路三岛中心总站

建设路三岛中心总站、市公安局②、市委、兴华宾馆西、上海宾

馆东、上海宾馆西③、岗厦北地铁站①、广电大厦②、新洲村牌

坊①、福田体育公园、下沙①、红树林、深圳湾公园地铁站①、
深圳湾体育中心、滨海之窗、滨海白石立交、南山书城地铁站①

、南油地铁站①、蛇口沃尔玛、玫瑰园、花果山、招商大厦、水

湾地铁站、海上世界地铁站、新时代广场、蛇口港地铁站、招港

大厦、招商港务、文天祥纪念公园、赤湾接驳站、天后宫、南山

公司、月亮湾填海区公交总站

航海路、妈湾二路、兴海大道、小南山隧道、小南山隧道路、赤湾

六路、赤湾七路、赤湾四路、赤湾五路、赤湾六路、兴海大道、南

康路、港湾大道、南海大道、工业一路、太子路、水湾路、招商路
、公园南路、公园路、工业八路、南海大道、滨海南海立交桥、滨

海大道辅路、滨海大道入口、滨海大道、竹子林立交桥、滨河大道

出口、滨河大道辅道、滨河新洲立交桥、新洲路、深南新洲立交桥

、深南大道、深南中路、深南东路、人民南路、春风路、建设路、

罗小二街

罗小三街、建设路、嘉宾路、建设路、解放路、深南东路、深南中路、深南

大道、深南新洲立交桥、新洲路、福新立交桥、新洲路、福新立交桥、滨河

新洲立交桥、滨河大道辅道、滨河大道、滨海大道、滨海大道出口、滨海大

道辅路、滨海大道入口、滨海大道、滨海南海立交桥、南海大道、工业八路

、公园路、招商路、水湾路、太子路、工业一路、南海大道、港湾大道、南

康路、兴海大道、港航路、赤湾六路、赤湾七路、赤湾四路、赤湾五路、赤

湾六路、小南山隧道路、小南山隧道、兴海大道、妈湾二路、航海路

153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417 沙湾公交场站

福田交通枢纽公交

场站

沙湾公交场站、沙湾路口、樟树布社区、南岭村、南威中心花

园北、大芬油画村、东方半岛、布吉汽车站、中海怡翠②、丽

湖花园、宏扬学校、高力特、环城路路口、大族云峰东、五园

小学、坂银大道银湖站、市二医院②、莲花二村东、莲花二村

②、关山月美术馆①、少年宫东、市民中心西、信息枢纽大厦

、购物公园地铁站、新洲村牌坊②、福田体育公园、下沙①、

福田交通枢纽公交场站

福田交通枢纽公交场站、上沙、福田体育公园、新洲村牌坊②、

购物公园地铁站、信息枢纽大厦、市民中心西、市民中心、少年

宫东、关山月美术馆①、莲花二村②、莲花二村东、市二医院①

、坂银大道银湖站、五园小学、环城路路口、高力特、杨美地铁

站、宏扬学校、丽湖花园、中海怡翠、布吉汽车站、东方半岛、

大芬油画村、南威中心花园北、南岭村、樟树布社区、沙湾路口

、沙湾公交场站

沙湾路、布沙路、樟富路、布沙路、布龙路、龙沙路、布龙路、环

城南路、永香路、坂雪岗大道、坂银大道、上步北路、泥岗西路、

华富路、笋岗西路、皇岗路、红荔路、金田路、福中一路、福中路

、益田路、福华路、民田路、福华路、新洲路辅路、新洲路、滨河

大道辅道、泰然一路、滨河大道辅道、滨河大道、滨河大道辅道、

滨河大道、红树林路、白石路、金顺路

金顺路、白石路、广深竹子林立交、福荣路、滨河大道辅道、新洲路、新洲

路辅路、福华路、民田路、福华路、益田路、福华一路、益田路、福中路、

金田路、红荔路、海田路、红荔路、皇岗路、笋岗西路、华富路、泥岗西路

、上步路、北环大道、坂银大道、坂雪岗大道、永香路、环城南路、布龙路

、布沙路、沙湾路

154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201 龙华新区大道总站

深圳湾口岸公交首

末站

龙华新区大道总站、北站消防站、民宝路中、南贤广场、东泉

新村、樟坑、潜龙花园、石龙路口、惠鑫公寓②、民乐地铁站

②、梅龙天桥、彩田学校、北环新洲立交、广中医深圳医院、

北环香梅北天桥、侨香村、深云村①、侨城一号广场、侨城坊

、欧洲城东、白石洲西、世纪村、高新公寓、中兴通讯①、深

港产学研基地、百度国际大厦、软件产业基地、中洲控股中心

大厦、创业路东、后海滨登良路口、深圳湾口岸公交首末站

深圳湾口岸公交首末站、后海滨登良路口、创业路东、中洲控股

中心大厦、软件产业基地、百度国际大厦、科苑地铁站、深港产

学研基地、中兴通讯②、高新公寓、高新公寓南、世纪村、北环

龙井天桥、侨城坊、侨城一号广场、深云村、侨香村、北环香梅

北天桥、广中医深圳医院、北环新洲立交、彩田学校、福田党校

、民乐地铁站②、惠鑫公寓②、石龙路口、潜龙花园、樟坑、南

贤广场、民宝路中、龙华新区大道总站

新区大道、民宝路、梅龙路、白龙路、梅龙路、民乐立交、梅观高

速公路、梅观立交桥、梅观高速公路、皇岗路、北环大道、北环彩

田立交桥、北环大道、龙珠八路、龙珠大道、南坪快速路、北环龙

珠立交、深云路、侨香路、北环大道、龙珠四路、沙河东路、北环

沙河东立交、沙河东路、白石路、科技南路、高新南四道、科苑路

、学府路、后海大道、滨海白石立交桥、后海大道、创业路、后海

滨路、中心路、东滨路、西一路

科苑路、东滨路、中心路、后海滨路、创业路、后海大道、滨海白石立交桥

、后海大道、学府路、科苑路、高新南四道、科技南路、白石路、沙河东路

、北环大道、侨香路、深云路、南坪快速路、北环大道、彩田路、彩梅立交

、彩田路、梅观高速公路、梅观立交桥、梅观高速公路、民乐立交、梅龙路

、民宝路、新区大道

155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202 伟禄雅苑公交总站

科学馆地铁公交接

驳站

伟禄雅苑公交总站、澜清一路中、致君制药、侨安科技园、宝

能科技园北、报业传媒产业园东、龙华书刊大厦、龙华区办事

大厅、清龙有轨电车站、景龙建设东路天桥、文化广场东、和

丰大厦、龙华第二实验学校、风和日丽、民治二小、德逸公园

、世纪春城、民兴路口、东泉新村、樟坑、潜龙花园、石龙路

口、惠鑫公寓②、民乐地铁站①、梅龙天桥、长城开发、笔架

山公园、市二医院②、市话大厦、航苑大厦、振华路中、深圳

城市学院、市总工会、科学馆地铁公交接驳站

科学馆地铁公交接驳站、科学馆地铁接驳站、市总工会、妇儿医

院、群星广场、华新村临时站、市话大厦①、市二医院②、笔架

山公园、长城开发、梅龙天桥、民乐地铁站①、惠鑫公寓②、石

龙路口、潜龙花园、樟坑、铁路桥、东泉新村、民兴路口、世纪

春城、德逸公园、民治二小、风和日丽、龙华第二实验学校、和

丰大厦、文化广场东、景龙建设东路天桥、清龙有轨电车站、龙

华书刊大厦、报业传媒产业园东、宝能科技园北、侨安科技园、

致君制药、伟禄雅苑公交总站

途经道路： 观乐路、澜清一路、五和大道、清新路、清祥路、清庆

路、清祥路、清吉路、石清大道、龙华大道、龙华广场一路、龙华

大道、梅观路、皇岗路、笋岗西路、华富支路、华富路、振华路、

华发北路、振华路、兰海路、振华路、上步路、上步南路、

上步南路、上步路、上步中路、红荔路、华富路、笋岗西路、百花四路、笋

岗西路、皇岗路、梅观路、梅坂大道、龙华大道、民丰路、龙华大道、玉龙

路、龙华大道、景龙建设路、龙华大道、清湖路、龙华大道、石清大道、清

吉路、清宁路、清吉路、清祥路、清新路、五和大道、澜清一路、观盛五路

、观乐路



序号 业户名称 线路编号 起点站 终点站 上行途径站点 下行途径站点 上行途径道路 下行途径道路

156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221 清湖产业园总站

福田交通枢纽公交

场站

清湖产业园总站、台菱大厦、金荣达工业园、岗头市场、岗头

发展大厦、坂田交警中队、岗头地铁站、象角塘西、万科城实

验学校、万科城、中海日辉台、坂田东村、金洲嘉丽园、富豪

花园、珠江旭景佳园、五园小学、坂银大道银湖站、市话大厦

、华富路②、田面、岗厦北地铁站②、广电大厦②、特区报社

②、深南香蜜立交②、招商银行大厦③、福田交通枢纽公交场

站

福田交通枢纽公交场站、招商银行大厦②、深南香蜜立交②、特

区报社②、投资大厦②、岗厦北地铁站②、田面、华富路②、市

话大厦②、坂银大道银湖站、五园小学、珠江旭景佳园、富豪花

园、金洲嘉丽园、坂田东村、中海日辉台、万科城、万科城实验

学校、象角塘西、坂田交警中队、岗头发展大厦、岗头市场、金

荣达工业园、台菱大厦、清湖产业园总站

清新路、五和大道、雪岗北路、雪岗路、雪岗北路、坂雪岗大道、

坂银通道、坂银大道、泥岗西路、黄木岗立交桥、华富路、深南大

道、深南中路、深南大道、深南金田立交桥、深南大道、深南新洲

立交、深南大道、香蜜湖立交桥、深南大道、福田立交、深南大道

、白石路、三号路

三号路、深南大道、深南大道辅道、深南大道、深南新洲立交、深南大道、

深南金田立交桥、深南大道、深南彩田立交桥、深南大道、深南中路、华富

路、黄木岗立交桥、泥岗西路、北环大道、坂银大道、坂银通道、坂雪岗大

道、雪岗北路、雪岗路、雪岗北路、五合大道、五和大道、清新路

157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222 龙华清华路总站

南山地税分局公交

总站

龙华清华路总站、宝湖新村、富泉新村、365花园后门、新宝城

酒店、大润发、山咀头、华富市场、鸿尚路西、风和日丽北、

风和日丽、民治二小、德逸公园、世纪春城、民兴路口、东泉

新村、潜龙花园、惠鑫公寓①、民乐地铁站③、梅龙天桥、北

环中学、广中医深圳医院、北环香梅北天桥、翠海花园②、经

济犯罪侦查局、鸿新花园①、警校、园博园西、世界之窗②、

白石洲②、大冲②、科技园①、深大北门①、玉泉南山路口、

玉泉艺园路口、南山地税分局公交总站

南山地税分局公交总站、玉泉艺园路口、玉泉南山路口、深大北

门①、科技园①、大冲①、白石洲②、世界之窗②、园博园西、

警校、侨城东路口、鸿新花园、经济犯罪侦查局、翠海花园、北

环香梅北天桥、广中医深圳医院、北环中学、福田党校、民乐地

铁站①、惠鑫公寓①、潜龙花园、东泉新村、民兴路口、世纪春

城、德逸公园、民治二小、风和日丽、风和日丽北、龙泉酒店、

鸿尚路西、华富市场、山咀头、大润发、新宝城酒店、365花园后

门、富泉新村、龙华汽车站西、玉翠市场、龙华清华路总站

清华路、龙观大道、清泉路、和平路、龙华和平路、人民路、龙华

人民路、人民路、工业东路、工业路、梅龙路（南）、梅龙大道、

梅龙路、梅观路、皇岗路、北环皇岗立交桥、北环大道、北环大道

出口、北环大道、北环大道辅路、北环大道入口、北环大道出口、
北环大道入口、北环大道、北环大道出口、北环大道辅路、北环香

蜜立交、香蜜湖路、侨香路、侨城东路、深南大道、南山大道、玉

泉路、艺园路、正云路、艺园路

艺园路、玉泉路、南山大道、深南大道、侨城东路、侨香路、香蜜湖路、北

环大道辅路、北环大道入口、北环大道出口、北环大道辅路、北环大道、北

环大道入口、北环大道、北环彩田立交桥、彩田路、梅观路入口、梅观路、

民乐立交、梅坂大道、梅龙路、梅龙大道、梅龙路(南)、工业路、人民路、

龙华人民路、人民路、龙华和平路、和平路、清泉路、望成路、龙澜大道、

石清大道、清华路

158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240

西乡大铲湾公交场

站

草埔地铁站公交总

站

西乡大铲湾公交场站、金港商务大厦、海语西湾、豪业华庭、

宝安一外初中部、富通城、富通城二期、圣淘沙、西乡盐田大

门、大益广场、宝安文具批发市场、西乡立交①、宝安中心医
院①、西乡路口①、宝安交通运输局①、深南北环立交③、方

鼎华庭、北环科苑天桥、清华信息港、北环铜鼓天桥、大沙河

公园、北环龙井天桥、高发科技园、北环桃源天桥、深云村、

侨香村、北环香梅北天桥、深圳石油大厦、广中医深圳医院、

北环中学、彩田村北、银湖汽车站①、泥岗村①、宝安北路口

②、红岗花园、东晓街道办③、草埔地铁站②、荣超花园④、

草埔地铁站公交总站

草埔地铁站公交总站、草埔地铁站⑦、东晓街道办、红岗花园、

宝安北路口、泥岗村①、银湖汽车站①、华茂苑、北环中学、广

中医深圳医院、北环香梅北天桥、侨香村、深云村①、北环桃源

天桥、高发科技园、北环龙井天桥、大沙河公园、北环铜鼓天桥

、清华信息港、海能达大厦、北环科苑天桥、方鼎华庭、深南北

环立交③、宝安万佳、西乡路口①、宝安中心医院①、西乡立交

②、宝安文具批发市场、大益广场、西乡盐田大门、圣淘沙、富

通城二期、富通城、宝安一外初中部、豪业华庭、海语西湾、金

港商务大厦、西乡大铲湾公交场站

、辅十路、、新安六路、兴业路、西乡大道、广深公路辅路、、广

深公路辅路、广深公路、广深公路辅路、广深公路、深南北环立交

、北环大道、北环大道出口、北环大道辅路、北环南海立交、北环
大道辅路、、北环大道辅路、北环大道、、北环大道、北环大道入

口、北环大道、、北环大道、北环香蜜立交、北环大道辅路、北环

大道入口、北环大道、北环大道出口、北环大道辅路、北环大道入

口、北环大道出口、北环大道辅路、北环大道、北环大道入口、北

环大道、泥岗西路、泥岗西路出口、泥岗西路辅路、泥岗东路、洪

湖立交桥、文锦北路、龙岗大道、、龙岗大道、龙岗大道辅路、、

龙岗大道辅路、龙岗大道、龙岗大道辅路、

、龙岗大道辅路、文锦北路、洪湖立交桥、泥岗东路、泥岗东路入口、泥岗

东路、泥岗东路出口、泥岗东路、泥岗西路辅路、北环大道辅路、北环大道
入口、北环大道、北环大道出口、北环大道、北环大道辅路、北环大道入口

、北环大道出口、北环大道辅路、、北环大道辅路、北环大道入口、北环大

道、北环大道出口、北环大道、北环大道出口、北环大道、北环大道辅路、

北环大道入口、北环大道、北环南海立交、北环大道辅路、深南北环立交、

广深公路、广深公路辅路、广深公路、广深公路辅路、广深公路、西乡大道

、、西乡大道、兴业路、新安六路、、辅七路、辅十路、

159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高峰专线290号 盐田路地铁站 国贸①

盐田路地铁站、东海丽景花园、庚子首义学校、盐田派出所、

北山路口、莲塘①、罗湖体育馆①、黄贝岭、黄贝岭地铁站①

、冶金大厦、京鹏大厦、湖贝地铁站、国贸①

国贸①、湖贝地铁站、京鹏大厦、冶金大厦、黄贝岭地铁站②、

黄贝岭、罗湖体育馆①、莲塘、盐田海鲜街路口③、北山路口、

盐田派出所、庚子首义学校、东海丽景花园、盐田路地铁站

盐田路、东海道、洪安二街、东海道、洪安路、洪安三街、北山道

、深盐路、东海道、深盐路、S30惠深沿海高速、罗沙路、罗沙路辅

路、罗沙路、沿河北路辅路、沿河北路、沿河北路辅路、怡景路、

沿河北路辅路、沿河北路、沿河北路辅路、深南东路、文锦南路、

深南东路、东门南路、嘉宾路、人民南路

人民南路、南湖路、东门南路、深南东路、文锦南路、深南东路、新秀路、

沿河北路辅路、罗沙路、罗沙路辅路、罗沙路、S30惠深沿海高速、深盐路辅

路、深盐路、北山道、洪安三街、洪安路、东海道、洪安二街、东海道、盐

田路

160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299

深圳湾口岸公交首
末站

深圳北站交通枢纽
公交场站

深圳湾口岸公交首末站、后海滨路口、北师大附中、后海新村

、北师大附小、创业路东、海岸城、卓越后海中心、科苑地铁

站、高科技中心、深南科苑立交北、科苑北、科苑北环立交、
阜外深圳医院、朗山路中、松坪村、松坪学校小学部、茶光①

、西丽社区②、西丽法庭③、众冠花园、红花岭、平山村南、

长岭陂地铁站、深圳北站交通枢纽公交场站

深圳北站交通枢纽公交场站、长岭陂地铁站、平山村南、红花岭

、众冠花园、西丽法庭③、西丽社区②、茶光①、松坪学校小学

部、松坪村、朗山路中、阜外深圳医院、科苑北环立交②、科苑
立交南、高科技中心、科苑地铁站、卓越后海中心、漾日湾畔、

海岸城、创业路东、北师大附小、后海新村、北师大附中、后海

滨路口、深圳湾口岸公交首末站

科苑南路、西一路、科苑南路、东滨路、内环路、东滨路、中心路

、东滨路、后海大道、创业路、文心五路、海德三道、科苑南路、

高新南十一道、高新南十道、科苑南路、高新南七道、科苑南路、
高新南四道、科苑南路、科苑北路、高新中二道、科苑北路、朗山

路、松坪山路、创盛路、宝深路、沙河西路、留仙大道、留仙大道

辅路、留仙大道、新区大道、留仙大道辅路

留仙大道、新区大道、留仙大道辅路、留仙大道、留仙大道辅路、留仙大道

、平山一路、留仙大道、学苑大道(西)、留仙大道、沙河西路、西丽南支路

、沙河西路、宝深路、松坪山路、朗山路、科苑北路、高新中二道、科苑北
路、科苑南路、高新南四道、科苑南路、海德三道、文心五路、海德一道、

文心五路、创业路、后海大道、东滨路、后海滨路、东滨路、口岸联络道、

金湾西一路、西一路、金湾西二路、西一路

161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300

深圳北站交通枢纽

公交场站
平湖任屋村总站

深圳北站交通枢纽公交场站、樟坑、潜龙花园、石龙路口、滢

水山庄②、万家灯火、星河WORLD、星光之约、家和花园、雅园

路口、坂田手造文化街、万科五园幼儿园、五园小学、珠江旭

景佳园、富豪花园、坂田地铁站、宏扬学校、丽湖花园、中海

怡翠、兴晖苑、布吉汽车站、大芬地铁站②、布澜路口、尚峰

花园、布吉交警中队、联创科技园、第三人民医院、李朗国际

珠宝园、粤信创意园、左右家私、金积嘉科技园、华美嘉配送

中心、新木盛低碳产业园、上木古村、华南城西门、任屋村、

平湖任屋村总站、

平湖任屋村总站、任屋村、华南城西门、上木古村、新木盛低碳

产业园、华美嘉配送中心、金积嘉科技园、左右家私、宝福珠宝

园、李朗国际珠宝园、第三人民医院、联创科技园、布吉交警中
队、尚峰花园、布澜路口、桂芳园、大芬地铁站②、布吉汽车站

、中海怡翠②、丽湖花园、宏扬学校、富豪花园、珠江旭景佳园

、万科五园幼儿园、坂田手造文化街、雅园路口、坂田石化新村

、南坑村、星光之约、星河WORLD、万家灯火、滢水山庄①、惠鑫

公寓①、石龙路口、潜龙花园、深圳北站交通枢纽公交场站、

留仙大道、梅龙路、民乐立交、梅坂大道、五和大道、雅园路、坂

雪岗大道、环城南路、坂雪岗大道、布龙路、龙景立交、布龙路、

布沙路、大芬立交、龙岗大道、布澜路、平吉大道、任屋同富路

任屋同富路、平吉大道、布澜路、龙岗大道、大芬立交、布沙路、布龙路、

龙景立交、布龙路、坂雪岗大道、雅园路、五和大道、梅坂大道、民乐立交

、梅龙路、玉龙路、民塘路、留仙大道

162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301

大浪时尚小镇西公

交场站
万国食品城总站

大浪时尚小镇西公交场站、浪花浪腾路口、大浪时尚小镇西、

大浪时尚小镇北、大浪时尚小镇办、石凹公园、华荣综合市场

、华荣工业区、大浪行政中心、大浪商业中心南、龙华妇幼保

健院、阳台山、谭罗村、大浪石观工业区、赤岭头村、国泰家

私城、西头居委会、隔圳新村、锦绣江南、牛栏前学校、梅花

山庄、大发埔油站、坂田医院、坂田地铁站、杨美地铁站、宏

扬学校、丽湖花园、中海怡翠、翠龙花园、布吉汽车站、东方

半岛、大芬油画村、南威中心花园北、南湾街道办、南岭村、

樟树布社区、沙湾路口、沙湾天桥、沙湾汽车站、沙岭小区、

丹平社区、丹平人行天桥、丹平金鹏物流、深圳法律创意园、

联创科技园、第三人民医院、李朗国际珠宝园、粤信创意园、

左右家私、万国食品城总站

万国食品城总站、左右家私、宝福珠宝园、李朗国际珠宝园、第

三人民医院、联创科技园、深圳法律创意园、丹平金鹏物流、丹

平人行天桥、丹平社区、沙岭小区、沙湾汽车站、沙湾天桥、沙

湾路口、樟树布社区、南岭村、南湾街道办、百门前工业区、大

芬油画村、东方半岛、布吉汽车站、翠龙花园、中海怡翠①、丽

湖花园、宏扬学校、杨美地铁站、坂田医院、大发埔油站、梅花

山庄、牛栏前学校、锦绣江南、隔圳新村、西头居委会、国泰家
私城、赤岭头村、大浪石观工业区、谭罗村、阳台山、龙华妇幼

保健院、大浪商业中心南、大浪行政中心、华荣工业区、华荣综

合市场、石凹公园、大浪时尚小镇办、大浪时尚小镇北、大浪时

尚小镇西、浪花浪腾路口、大浪时尚小镇西公交场站

浪花路、石龙仔路、浪荣路、华荣路、华旺路、石龙路、布龙路、

石龙路、布龙路、龙景立交、布龙路、布沙路、大芬立交、布沙路

、丹沙路、盛宝路、宝冠路、宝丹路、布澜路、平吉大道、平朗路

平朗路、平吉大道、布澜路、宝丹路、宝冠路、盛宝路、丹沙路、布沙路、

大芬立交、布沙路、布龙路、龙景立交、布龙路、石龙路、布龙路、石龙路

、华旺路、华荣路、浪荣路、石龙仔路、浪花路

163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312 上梅林公交总站 世界之窗总站

上梅林公交总站、中康公园、梅林阁、梅林三村、梅林二村、

梅林一村①、福田农批市场、高达苑、下梅林一街、福田外语

学校西、景田沃尔玛、特发小区、枫丹雅苑、金地网球中心、

翠海花园①、香域中央花园、高级中学中心校区北、市儿童乐

园、农林地铁站、高级中学南校区、竹子林②、园博园②、金

海燕花园、港大医院、欢乐海岸、白石路中、瑞河耶纳北门、

百纳广场、中信红树湾、世纪村、沙河东路口、白石洲③、世

界之窗①、世界之窗总站

世界之窗总站、世界之窗①、白石洲②、沙河东路口、世纪村、

中信红树湾、百纳广场、瑞河耶纳北门、白石路中、欢乐海岸、

港大医院、金海燕花园①、园博园①、高级中学南校区、农林地

铁站、市儿童乐园、高级中学中心校区北、香域中央花园、翠海

花园、金地网球中心、枫丹雅苑、特发小区、福田外语学校西、

下梅林一街、高达苑、福田农批市场、梅林一村、梅林二村、梅

林三村、梅林三村东、上梅林村、梅华中康路口、福田二医院、

上梅林公交总站

中康路、梅林路、下梅林一街、香梅路、侨香路、农园路、泽田路

、农林路、深南大道、侨城东路、白石路、沙河东路、深南大道、

侨城西街、潮州西街

侨城西街、深南大道、沙河东路、白石路、侨城东路、深南大道、农林路、

泽田路、农园路、侨香路、香梅路、下梅林一街、梅林路、梅村路、梅华路

、中康路、梅林路



序号 业户名称 线路编号 起点站 终点站 上行途径站点 下行途径站点 上行途径道路 下行途径道路

164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313 宝安机场场站 沙河东公交总站

宝安机场场站、华创达科技园南、固戍井湾新村、固戍海滨新

村、固戍污水厂、碧海湾地铁站、西乡盐田大门、大益广场、
丽景城、富盈门、雁盟文化产业园、前进天虹商场、诺铂广场

①、公园路西一巷、灵芝公园北、洪浪北地铁站、新安税务、

中粮创芯公园北、雪花啤酒厂、留仙三路、汇聚创新园、南山

福利中心、中兴人才公寓东、第二高级中学、直升机场、北环

科苑天桥、科苑立交南、科苑北②、深南科苑立交北②、深大

地铁站、中兴通讯②、高新公寓、高新南地铁站、沙河信息园

、中信红树湾、沙河东公交总站

沙河东公交总站、海滨实验小学、中信红树湾、沙河信息园、高

新公寓、中兴通讯②、高科技中心、深南科苑立交北②、科苑北
②、科苑北环立交、海普瑞、直升机场、第二高级中学、中兴人

才公寓东、深职院留仙洞校区、南山福利中心、汇聚创新园、留

仙三路、雪花啤酒厂、中粮创芯公园北、新安税务、洪浪北地铁

站、灵芝公园北、公园路西一巷、诺铂广场、文汇学校、前进天

虹商场、雁盟文化产业园、富盈门、丽景城、宝安文具批发市场

、大益广场、西乡盐田大门、碧海湾地铁站、固戍污水厂、固戍

海滨新村、固戍井湾新村、华创达科技园南、宝安机场场站

机场南路、宝源路、西乡大道、前进二路、前进一路、创业二路、

留仙三路、留仙大道、创科路、茶光路、同乐路、南海大道、北环

南海立交、北环大道辅路、科苑北路、科苑南路、兰龙路、高新南

二道、科技南一路、高新南四道、科技南路、白石路、深湾二路、

白石三道

深湾一路、白石路、科技南路、高新南四道、科苑南路、科苑北路、朗山路

、南海大道、同乐路、茶光路、创科路、留仙大道、留仙三路、宝石路、创

业二路、前进一路、上川二路、前进一路、上川二路、前进一路、前进二路

、西乡大道、宝源路、机场南路

165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314 红棉路公交首末站

莲塘口岸公交首末

站

红棉路公交首末站、大运地铁接驳站②、大运地铁站、荷坳地

铁站、永湖地铁站①、积美工业区、石头围村口、盐田双拥公

园、洪安围、盐田派出所、盐港中学、海港大厦、盐田港西地

铁站①、盐田区政府、叶屋村、沙头角地铁站、罗湖公安分局

、聚宝路口、莲塘口岸①、莲塘口岸公交首末站

莲塘口岸公交首末站、莲塘口岸①、聚宝路口、长岭、沙头角地

铁站、叶屋村、盐田区政府、盐田港西地铁站①、海港大厦、盐

港中学、盐田派出所、洪安围、北山工业区、石头围村口、积美

工业区、永湖地铁站②、荷坳地铁站、大运地铁站①、大运地铁

接驳站①、红棉路公交首末站

红棉路、龙飞大道、龙岗大道辅路、龙岗大道、惠盐路、惠盐中路

、惠盐南路、北山道、洪安三街、东海道、深盐路、罗沙路、罗沙

路辅路、罗沙路、延芳路、经二路、侨兴路、罗芳路、罗沙路

罗沙路、罗沙路辅路、罗沙路、深盐路、东海道、洪安三街、北山道、永安

路、北山道、惠盐南路、惠盐中路、惠盐路、龙岗大道、龙岗大道辅路、爱

南路、龙岗大道辅路、龙飞大道、龙翔大道、爱南路、红棉路

166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347

深圳北站交通枢纽

公交场站

月亮湾填海区公交

总站

深圳北站交通枢纽公交场站、樟坑村口、皓月花园、荣域碧水

龙庭、华南物流、龙岸花园、南坑地铁站、星光之约②、五和

雅南路口、万家灯火、滢水山庄①、新彩隧道口、中级法院、

莲花中学、市民中心东、大中华国际广场、福华三路口、皇岗

中学、福民地铁站、福强路口、福田水围村、福田水围天桥、

益田花园、益田村、妇幼保健院、新洲村、沙尾、上沙村①、

红树林、深圳湾公园地铁站②、深湾二路口、深圳湾体育中心

、滨海之窗、滨海白石立交、荔园大厦、向南东村、华联花园

、南园村、南山村北、南山村、南山党校、太子山庄①、南山

实验荔林小学、青青世界、深大附中、南山花园、前海兴海路

口、月亮湾花园、月亮湾花园三号门、棉山路口、信利康大厦

、月亮湾填海区公交总站

月亮湾填海区公交总站、信利康大厦、棉山路口、月亮湾花园三

号门、月亮湾花园、前海兴海路口、南山花园、深大附中、青青

世界、南山实验荔林小学、太子山庄、南山党校、南山村、南山

村北、南园村、华联花园、向南东村、荔园大厦、滨海白石立交

、滨海之窗、滨海科苑立交、深圳湾体育中心、深圳湾公园地铁

站、红树林、下沙①、上沙村、沙尾、新洲村、妇幼保健院、益

田村、益田花园、福田水围天桥、福田水围村、福强路口、福民

地铁站、皇岗中学、福华三路口、大中华国际广场、市民中心东

、福景大厦、莲花中学、中级法院、新彩隧道口、书香门第、滢

水山庄①、万家灯火、五和雅南路口、星光之约②、家和花园、

龙岸花园、华南物流、荣域碧水龙庭、皓月花园、樟坑村口、深

圳北站交通枢纽公交场站

留仙大道、致远中路、留仙大道、民塘路、玉龙路、民康路、华南
路、雅园路、五和大道、梅坂大道、金龙路、新区大道、新彩隧道

、彩田路、福中路、金田路、福强路、车公庙立交、滨河大道、滨

海大道、滨海大道出口、滨海大道辅路、滨海大道入口、滨海大道

、滨海南海立交桥、滨海大道辅路、滨海大道、桂庙路、南新路、

东滨路、前海路、赐庙路、棉山路、月亮湾大道、妈湾二路、航海

路

航海路、妈湾二路、月亮湾大道、棉山路、赐庙路、前海路、东滨路、南新

路、桂庙路、滨海大道、滨海大道辅路、滨海大道入口、滨海大道、竹子林

立交桥、滨河大道出口、滨河大道辅道、福强路、金田路、福中路、彩田路

、新彩隧道、新区大道、金龙路、梅坂大道、五和大道、雅园路、华南路、

民康路、玉龙路、民塘路、留仙大道、致远中路、留仙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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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348 深圳外国语学校 田贝总站

深圳外国语学校、深圳外国语学校西、半山溪谷、永安路口、

乐群小学、盐田医院盐田院区、东海丽景花园、南方明珠花园

西区、盐田东公交总站、华大公寓、盐田派出所、北山路口、

盐田海鲜街路口①、畔山花园、聚宝路口、莲塘口岸①、广岭

、罗湖体育馆②、怡景地铁站①、怡景花园、留医部②、翠竹

苑、翠竹万家、田贝总站

田贝总站、翠竹万家、翠竹苑、留医部②、怡景花园、怡景地铁

站①、罗湖体育馆②、莲塘口岸①、聚宝路口、畔山花园、盐田

海鲜街路口③、北山路口、盐田派出所、华大公寓、东海四街、
东海丽景花园、盐田医院盐田院区、乐群小学、永安路口、半山

溪谷、深圳外国语学校西、深圳外国语学校

无名路、青蓬路、盐田路、梧桐山大道、中青一路、中青路、永安

路南延长段、永安路、东海道、洪安二街、东海四街、洪安三街、

北山道、无名路、北山道、盐港大道、北山道、盐梅路、盐港大道

、深盐路、Ｓ３０惠深沿海高速入口、Ｓ３０惠深沿海高速、Ｓ３

０惠深沿海高速出口、罗沙路、罗沙路辅路、罗沙路、怡景路、东

门北路、翠竹路、田贝二路、贝丽南路、无名路

无名路、贝丽南路、田贝二路、翠竹路、东门北路、怡景路、罗芳立交桥、

罗沙路、无名路、罗沙路、罗沙路辅路、罗沙路、Ｓ３０惠深沿海高速入口

、Ｓ３０惠深沿海高速、Ｓ３０惠深沿海高速出口、深盐路、北山道、洪安
三街、东海四街、洪安二街、东海道、永安路、永安路南延长段、中青路、

中青一路、梧桐山大道、盐田路、青蓬路、无名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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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364

月亮湾填海区公交

总站
长岭东公交场站

月亮湾填海区公交总站、信利康大厦、前海兴海路口、南山花

园、深大附中、青青世界、南山实验荔林小学、太子山庄、南

山村西、鼎太风华、南山残联、大新村、大新小学、星海名城

、南头①、荔香公园、研祥科技大厦②、北环科苑天桥、清华

信息港、北环铜鼓天桥、大沙河公园、北环龙井天桥、高发科

技园、北环桃源天桥、深云村、侨香村、北环香蜜立交、北环

香梅北天桥、深圳石油大厦、广中医深圳医院、北环中学、彩

田村北、彩田学校、笔架山水厂、市救助站、银湖汽车站②、

深圳中学泥岗校区、泥岗村①、宝安北路口②、红岗花园、罗

湖体育馆②、莲塘口岸①、聚宝路口、莲塘、畔山花园、长岭

、长岭东公交场站

长岭东公交场站、罗湖公安分局、畔山花园、莲塘①、聚宝路口

、仙湖路口、莲塘口岸①、广岭、罗湖体育馆②、水贝地铁站、

雅仕居、红岗花园、宝安北路口、泥岗村①、深圳中学泥岗校区

、银湖汽车站②、市救助站、笔架山水厂、彩田学校、华茂苑、

北环中学、广中医深圳医院、北环香梅北天桥、北环香蜜立交、

北环香蜜立交西、侨香村、深云村①、北环桃源天桥、高发科技

园、北环龙井天桥、大沙河公园、北环铜鼓天桥、清华信息港、

海能达大厦、北环科苑天桥、研祥科技大厦②、荔香公园、南头

①、星海名城、大新小学、大新村、南山残联、鼎太风华、南山

村西、太子山庄①、南山实验荔林小学、青青世界、深大附中、

南山花园、前海兴海路口、信利康大厦、月亮湾填海区公交总站

航海路、妈湾二路、前海路、深南大道、深南南海立交、南海大道

、北环大道辅路、北环大道、北环大道入口、北环大道、北环香蜜

立交、北环大道辅路、北环大道入口、北环大道出口、北环大道辅

路、北环大道、北环大道入口、北环大道、北环大道出口、北环大

道辅路、银湖立交、北环大道辅路、上步北路、北环上步立交、上

步北路、北环上步立交、泥岗西路、泥岗西路辅路、泥岗东路、泥

岗西路、泥岗西路出口、泥岗西路辅路、泥岗东路、布心路辅路、

布心路入口、布心路、沿河北路、沿河北路出口、沿河北路辅路、

罗芳立交桥、罗沙路、罗沙路辅路、罗沙路

径肚跨线桥、罗沙路、罗沙路辅路、罗沙路、罗芳立交桥、沿河北路、沿河

北路出口、沿河北路辅路、沿河北路入口、沿河北路、布心路、布心路出口

、布心路辅路、布心路入口、布心路、泥岗东路、泥岗东路出口、泥岗东路

、泥岗西路辅路、北环大道辅路、北环大道入口、北环大道、北环大道出口

、北环大道辅路、北环大道入口、北环大道、北环大道出口、北环大道、北

环大道辅路、北环大道入口、北环大道出口、北环大道辅路、北环大道入口

、北环大道、北环大道出口、北环大道、北环大道出口、北环大道、北环大

道辅路、北环大道入口、北环大道、北环南海立交、南海大道、深南大道、

前海路、兴海大道、妈湾二路、航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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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371

蛇口广场公交首末

站
沙井公交场站

蛇口广场公交首末站、南山妇幼保健院、蛇口戏院、蛇口汽车

站、海湾新村、育才二中、海月花园、后海新村、北师大附小

、后海地铁站、滨海之窗①、滨海白石立交、荔园大厦、市六

医院东、南山文体中心、新安古城、深南北环立交②、宝安交

通运输局、灵芝地铁站、诺铂广场、前进天虹商场、富盈门、

丽景城、宝安农批市场、桃源居人行天桥、新固第二工业区、

华胜实验学校、机场邮件处理中心、后瑞地铁站、航空物流园

、福围、福永海鲜市场、新和天桥③、福永地铁站、永威五金

塑料厂、和平世家花园、怀德翠海、和平街路口、沙井公交场

站

沙井公交场站、松福裕达富、怀德翠海、和平世家花园、永威五

金塑料厂、福永地铁站①、新和天桥②、福永海鲜市场、福围、

航空物流园、后瑞地铁站③、机场邮件处理中心、华胜实验学校

、新固第二工业区、桃源居人行天桥、宝安农批市场、丽景城、

富盈门、前进天虹商场、诺铂广场、灵芝地铁站、宝安交通运输

局③、深南北环立交②、新安古城、南山文体中心、市六医院东

、荔园大厦、滨海白石立交、滨海之窗①、后海地铁站、北师大

附小、后海新村、海月花园、育才二中、海湾新村、蛇口汽车站

、蛇口戏院、南山妇幼保健院、蛇口广场公交首末站

金世纪路、望海路、金世纪路、蛇口新街、公园南路、招商路、爱

榕路、工业八路、后海大道、创业路、后海滨路、滨海海滨立交桥

、滨海大道辅路、滨海大道入口、滨海大道、滨海南海立交桥、滨

海大道辅路、南山大道、深南大道、前海路、深南大道、广深公路

、广深公路辅路、广深公路、广深公路辅路、广深公路、创业立交

、创业二路、前进一路、前进二路、西乡大道、广深公路辅路、广

深公路、广深公路辅路、广深公路、洲石路、广深公路辅路、洲石

路、广深公路辅路、广深公路、广深公路辅路、航城大道、宝安大

道、福洲大道、永福路、凤塘大道、松福大道、南环路、蚝丰二路

蚝丰二路、南环路、松福大道、凤塘大道、永福路、福洲大道、宝安大道、

航城大道、广深公路辅路、广深公路、西乡大道、前进二路、前进一路、创

业二路、创业立交、广深公路、广深公路辅路、广深公路、广深公路辅路、

广深公路、深南大道、前海路、深南大道、南山大道、滨海大道、滨海大道

辅路、滨海海滨立交桥、后海滨路、创业路、后海大道、工业八路、爱榕路

、招商路、公园南路、蛇口新街、金世纪路

170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389 石厦南总站 清水河总站

石厦南总站、石厦南、市文化创意园、福保街道办、石厦学校

、福田区委、皇岗公园、益田花园、福田水围天桥、福田水围

村、福民公安小区、福民新村、高训大厦、岗厦村、福景大厦

、莲花二村②、园心苑①、航苑大厦、振华路中、深圳城市学

院、荔园小学通新岭校区、市健研中心、体育馆东、深圳中学

泥岗校区、泥岗村②、八卦岭社康中心、友谊医院、红岭泥岗

立交、深圳边检总站医院②、清水河总站

清水河总站、清水河、深圳边检总站医院②、红岗西村、泥岗村

牌坊、体育馆东、市健研中心、荔园小学通新岭校区、建艺大厦

①、华发大厦②、华强路口、华富路口、园心苑①、莲花二村②

、福景大厦、彩福大厦、岗厦村、高训大厦、福民新村、福民公

安小区、福田水围村、福田水围天桥、益田花园、皇岗公园、福

田区委、石厦学校、福保街道办、市文化创意园、石厦南、石厦

南总站

无名路、益田五路、福荣路、新洲路、福民路、益田路、福强路、

无名路、福强路、彩田路、无名路、彩田路、红荔路、华富路、振

华路、上步路、上步中路、上步路、上步中路、上步路、上步北路

、北环上步立交、泥岗西路辅路、泥岗东路、泥岗西路、泥岗西路

出口、泥岗西路辅路、八卦路、八卦三路、梅园路、红岭北路、红

岗路、无名路

无名路、红岗路、无名路、红岗路、泥岗红岭立交、泥岗西路辅路、泥岗西

路入口、泥岗西路、泥岗西路辅路、北环上步立交、上步北路、上步路、上

步中路、上步路、无名路、上步路、上步中路、振兴路、华富路、无名路、

华富路、红荔路、彩田路、无名路、彩田路、无名路、彩田路、福强路、益

田路、福民路、新洲路、新洲新南街、新洲路、无名路、新洲路、福荣路、

无名路、福荣路、无名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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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390 石厦南总站 颂德花园公交总站

石厦南总站、石厦南、市文化创意园、众孚小学、石厦学校、

福田区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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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山公

园①、莲花山西②、商报社、景鹏大厦、下梅林市场、梅山苑

、颂德花园公交总站

颂德花园公交总站、高达苑、福田农批市场、下梅林市场②、景

鹏大厦、莲花山西②、莲花山公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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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雅苑、福田区委、石厦学校、众孚小学、市文化创意园、石

厦南、石厦南总站

福荣路、新洲路、福民路、益田路、滨河益田立交、益田路、福华

三路、滨河金田立交桥、金田路、深南金田立交桥、金田路、福中

路、益田路、红荔路、新洲路、北环新洲立交桥、新洲路、梅华路

、梅丽路、梅林路、梅山街、下梅林二街

下梅林二街、下梅林一街、梅林路、梅丽路、梅华路、新洲路、北环新洲立

交桥、新洲路、红荔路、益田路、福中路、金田路、深南金田立交桥、金田

路、福华三路、益田路、滨河益田立交、益田路、福民路、新洲路、福荣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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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391 龙华清湖小学场站 港大医院总站

清丽路总站、报业传媒产业园、龙华书刊大厦、清湖小学、清

湖北地铁站①、国鸿大厦、清龙有轨电车站、景龙建设东路天

桥、瓦窑排、龙华高级中学、松和小学、万众城、牛栏前、沙

吓、东边①、沙元埔、横岭二区、横岭、民乐地铁站②、梅龙

天桥、长城开发、莲花二村②、关山月美术馆①、少年宫、莲

花山公园①、华强职校、特区报社①、香蜜湖②、深南香蜜立

交①、招商银行大厦①、竹子林②、园博园①、金海燕花园、

港大医院总站

港大医院总站、港大医院、金海燕花园①、园博园③、竹子林②

、招商银行大厦②、深南香蜜立交①、香蜜湖①、特区报社①、

华强职校、莲花山公园、少年宫、关山月美术馆①、莲花二村②

、长城开发、梅龙天桥、民乐地铁站①、惠鑫公寓①、横岭、横

岭二区、沙元埔、东边、沙吓、牛栏前、万众城、松和小学、龙

华高级中学、瓦窑排、文化广场东、景龙建设东路天桥、清龙有

轨电车站、国鸿大厦、清湖北地铁站①、清湖小学、龙华书刊大

厦、报业传媒产业园、清丽路总站

清丽路、清祥路、清吉路、石清大道、龙华和平路、清湖路、梅龙

大道、无名路、梅龙大道、东环二路、民清路、民治大道、民乐立

交、梅龙路、梅观路、无名路、梅观路、皇岗路、红荔路、红荔西

路、新洲路、深南大道、侨城东路、滨海侨城东立交桥、滨海大道

辅路、海园一路、无名路

无名路、海园一路、白石路、侨城东路、深南大道、无名路、深南大道、深

南新洲立交桥、新洲路、红荔西路、红荔路、皇岗路、梅观路、无名路、梅

观路、无名路、梅观路、民乐立交、梅坂大道、梅龙路、民乐路、民治大道

、无名路、民治大道、民清路、无名路、民清路、东环二路、梅龙大道、清

湖路、龙华和平路、石清大道、清吉路、清宁路、清吉路、清祥路、清丽路



序号 业户名称 线路编号 起点站 终点站 上行途径站点 下行途径站点 上行途径道路 下行途径道路

173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392 新田总站

福田交通枢纽公交

场站

新田总站、新田市场②、新田居委会、牛轭岭新村、观澜建材
市场、福楼村、南大富、大布新村、松元厦地铁站①、岗头村

、观澜地铁站、马坜居委会、龙华中心医院①、长湖地铁站、

观澜二小、茜坑地铁站、田背路口、竹村地铁站、宝湖新村、

龙华汽车站、城市明珠、人民医院龙华分院、狮头岭居委会、

景乐市场、弓村、金侨花园、东环一路中、集瑞二区、油松派

出所、松和小学、万众城、牛栏前、水尾、东边②、民治地铁

站、横岭二区、横岭、民乐地铁站②、梅龙天桥、长城开发、
莲花一村、公交大厦、彩田村②、莲花北村②、北大医院①、

景新花园①、科技中学、龙塘、香蜜二村、香梅深南路口、香

蜜湖②、深南香蜜立交①、招商银行大厦①、福田交通枢纽公

交场站

福田交通枢纽公交场站、竹子林②、招商银行大厦②、深南香蜜

立交①、香梅深南路口、香蜜二村、龙塘、科技中学、景新花园

①、北大医院①、莲花北村②、彩田村②、公交大厦、长城开发

、梅龙天桥、民乐地铁站①、惠鑫公寓①、横岭、横岭二区、民

治地铁站、东边、水尾、牛栏前、万众城、松和小学、油松派出

所、集瑞二区、东环一路中、金侨花园、弓村、景乐市场、狮头

岭居委会、人民医院龙华分院、城市明珠、龙华汽车站、宝湖新

村、竹村地铁站、田背路口、茜坑地铁站、观澜二小、龙华中心

医院②、马坜居委会、观澜地铁站①、岗头村、松元厦地铁站②

、大布新村、南大富、福楼村、观澜建材市场、牛轭岭新村、新

田居委会、新田市场②、新田总站

环观南路、、环观南路、、环观南路、观平路、观澜大道、龙观大

道、、龙观大道、东环一路、建通路、东环一路、民清路、民治大

道、民乐立交、梅龙路、梅观路、、梅观路、皇岗路、笋岗西路、

莲花路、香梅路、深南大道、广深竹子林立交、白石路、金顺路、

、金顺路、白石路、红树林路、、深南大道、香梅路、莲花路、、莲花路、

笋岗西路、皇岗路、梅观路、、梅观路、、梅观路、民乐立交、梅坂大道、

梅龙路、民乐路、民治大道、、民治大道、民清路、、民清路、东环一路、

建通路、东环一路、、东环一路、、东环一路、龙观大道、观澜大道、、观

澜大道、、观澜大道、、观澜大道、、观澜大道、观平路、、观平路、环观

南路、、环观南路、

174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393 凤凰智谷公交场站

石岩外环路公交场

站

凤凰智谷公交场站、大益广场、丽景城、富盈门、前进天虹商

场、诺铂广场①、公园路西一巷、灵芝公园北、洪浪北地铁站

、新安税务、中粮创芯公园北、兴东地铁站、留仙三路、汇聚

创新园、南山福利中心、深职院留仙洞校区、南方科技大学医

院、众冠花园、红花岭、平山村南、塘朗山隧道路口、塘朗车

辆段北、塘朗地铁站、南山智园、长岭陂地铁站、深圳北站东

广场、樟坑、东泉新村、民兴路口、世纪春城、德逸公园、民

治二小、风和日丽、展滔科技大厦、松和新村、油松路口、天

汇大厦、油富商城、龙华富士康、瓦窑排、共和新村、龙华文

化广场、龙华环保所、美丽365花园、龙华消防中队、高坳新村

、龙马新村、浪口社区公园、富隆特工业园、水围工业区、颐

丰华创新产业园、新百丽、石岩外环路公交场站

石岩外环路公交场站、新百丽、颐丰华创新产业园、水围工业区

、富隆特工业园、大浪街道办、浪口社区公园、龙马新村、高坳

新村、龙华消防中队、美丽365花园、龙华环保所、龙华文化广场

、共和新村、瓦窑排、龙华富士康、油富商城、天汇大厦、油松

路口、松和新村、展滔科技大厦、风和日丽、民治二小、德逸公

园、世纪春城、民兴路口、东泉新村、玉龙民塘路口、深圳北站

东广场、长岭陂地铁站、南山智园、塘朗地铁站、塘朗车辆段北

、塘朗山隧道路口、平山村南、红花岭、众冠花园、新围村、深

职院留仙洞校区、南山福利中心、汇聚创新园、留仙三路、兴东

地铁站、中粮创芯公园北、新安税务、洪浪北地铁站、灵芝公园

北、公园路西一巷、诺铂广场、文汇学校、前进天虹商场、富盈

门、丽景城、大益广场、兴华花园、凤凰智谷公交场站

铁仔路、共和工业路、通成路、金海路、宝安大道、西乡大道、前

进二路、前进一路、创业二路、留仙三路、留仙大道、丽水路、塘

悟路、留仙大道、塘悟路、长岭一号路、留仙大道、民塘路、玉龙

路、梅龙路、梅龙大道、梅龙路（南）、工业路、油松路、东环二

路、昌永路、建辉路、清泉路、华明路、清泉路、华明路、大浪公

园一路、华明路、大浪南路、华旺路、华昌路、华霆路、华荣路、

华宁路、裕丰路

裕丰路、石岩外环路、华宁路、华荣路、工业园路、华霆路、华昌路、华旺

路、大浪南路、华明路、大浪公园一路、华明路、清泉路、建辉路、昌永路

、东环二路、景龙建设路、东环二路、景龙建设路、东环二路、油松路、工

业路、油松路、油园路、油松路、工业路、油松路、工业路、梅龙路（南）

、梅龙大道、玉龙路、民塘路、留仙大道、塘悟路、留仙大道、塘悟路、留

仙大道、塘悟路、留仙大道、留仙三路、宝石路、创业二路、前进一路、上

川二路、前进一路、上川二路、前进一路、前进二路、西乡大道、宝安大道

、金海路、通成路、共和工业路、铁仔路

175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398 安托山总站

坂田互联e时代总

站

安托山总站、侨城东路口①、警校、深职院华侨城校区、园博

园西、园博园①、深圳风湿病医院、东海花园、农园路、香域

中央花园、翠海花园、金地网球中心、枫丹雅苑、特发小区、

福田外语学校西、北环香梅北天桥、深圳石油大厦、广中医深

圳医院、北环新洲立交、北环中学、彩田村北、彩田学校、福

田党校、民乐地铁站②、惠鑫公寓①、横岭、横岭二区、沙元

埔、东边、沙吓、万众城家居广场、梅花山庄、大发埔油站、

坂田医院、坂田地铁站、高力特、坂田互联e时代总站

坂田互联e时代总站、高力特、坂田地铁站、坂田医院、大发埔油

站、梅花山庄、万众城家居广场、沙吓、东边①、沙元埔、横岭

二区、横岭、民乐地铁站③、梅龙天桥、彩田学校、华茂苑、北

环中学、北环新洲立交、广中医深圳医院、北环香梅北天桥、北

环香蜜立交、金地网球中心、翠海花园①、香域中央花园、农园

路、东海花园、深圳风湿病医院、深圳人才园、园博园②、园博
园西、深职院华侨城校区、警校、侨城东路口、安托山总站

安托山一路、侨香路、侨城东路、深南大道、农林路、香林路、农

园路、侨香路、香梅路、北环大道辅路、北环大道入口、北环大道

出口、北环大道辅路、北环大道、北环大道入口、北环大道、北环

彩田立交桥、彩田路、梅观路入口、梅观路、民乐立交、梅坂大道

、梅龙路、民乐路、民治大道、布龙路、环城东路、中兴路（西）

、环城南路、永香路、环城南路、马安堂中兴路

马安堂中兴路、环城南路、环城东路、布龙路、民治大道、民乐立交、梅龙

路、梅观路、皇岗路、北环皇岗立交桥、北环大道、北环大道出口、北环大

道、北环大道辅路、北环大道入口、北环大道出口、北环大道辅路、北环香

蜜立交、香蜜湖路、侨香路、农园路、香林路、农林路、深南大道、侨城东

路、侨香路、侨香路、安托山一路、

176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399

大望槟榔公园公交

总站

建设路三岛中心总

站

大望槟榔公园公交总站、大望社康、大望学校、大望球场、大

望公园、大望桥、九尾岭隧道口、水库、水库新村①、竹园宾

馆②、留医部②、东门中②、东门⑤、金城大厦②、阳光酒店

、罗湖小学①、建设路三岛中心总站

建设路三岛中心总站、门诊部②、东门④、东门中②、留医部①

、竹园宾馆、水库新村、水库、九尾岭隧道口、大望桥、大望公

园、大望球场、大望学校、大望社康、大望槟榔公园公交总站

新平大道、大望大道、望桐路、沙湾路、爱国路辅路、爱国路、爱

国路辅路、东门北路、东门中路、东门南路、嘉宾路、人民南路、

春风路、建设路、罗小二街

罗小三街、建设路、嘉宾路、建设路、深南东路、东门南路、东门中路、东

门北路、怡景路、爱国路、爱国路辅路、爱国路、沙湾路、望桐路、大望大

道、新平大道

177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400 蛇口SCT码头总站 宝安机场场站

蛇口SCT码头总站、价值工厂、海湾路口、招商港务、招港大厦

、蛇口港地铁站、新时代广场、海上世界地铁站、水湾地铁站

、招商大厦、花果山、蛇口体育中心东、玫瑰园、蛇口沃尔玛

①、荔秀文化街、南油西地铁站、城市山林东、荔林地铁站、

南山村、南山村北、南园村、华联花园、南山市场②、田厦村

、南贸市场、南新深南天桥①、中南花园、中商花园、甲岸路

口、西城上筑、金成名苑、宝安体育馆东、群贤花园、河东、

西乡步行街、西乡盐田大门、西乡地铁站、海湾学校东、西乡

体育中心、西乡体育中心西①、固戍污水厂、固戍海滨新村、

固戍井湾新村、华创达科技园南、内环路路口、宝安机场场站

宝安机场场站、内环路路口、华创达科技园南、固戍井湾新村、

固戍海滨新村、固戍污水厂、西乡体育中心、海湾学校东、西乡

地铁站、西乡盐田大门、西乡盐田、同仁妇科医院、西乡步行街

、河东、群贤花园、宝安体育馆东、金成名苑、西城上筑、甲岸

路口、中商花园、宝安实验学校②、南新深南天桥①、南贸市场

、田厦村、南山市场②、华联花园、南园村、南山村北、南山村

、荔林地铁站、城市山林东、南油西地铁站、荔秀文化街、蛇口

沃尔玛、玫瑰园、蛇口体育中心东、花果山、招商大厦、水湾地

铁站、海上世界地铁站、新时代广场、蛇口港地铁站、招港大厦

、招商港务、海湾路口、价值工厂、蛇口SCT码头总站

南港路、兴海大道、港湾大道、南海大道、工业一路、太子路、水

湾路、招商路、公园南路、公园路、工业八路、南海大道、东滨路

、南新路、深南大道、宝安大道、西乡大道、新湖路、银田路、宝

源路、机场南路辅路

机场南路辅路、宝源路、银田路、新湖路、西乡大道、宝安大道、深南大道

、南新路、东滨路、南海大道、工业八路、公园路、招商路、水湾路、太子

路、工业一路、南海大道、港湾大道、南康路、兴海大道

178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401 清湖产业园总站 火车站

清湖产业园总站、报业传媒产业园、深圳烟草工业公司、彩煌

公司、清湖公园、清湖老村、龙华区办事大厅、清湖地铁站、

美丽365花园、龙华消防中队、人民医院龙华分院、龙华天虹商

场、龙华市场、景华新村、华富市场、鸿尚路西、风和日丽北

、风和日丽、民治二小、德逸公园、世纪春城、民兴路口、东

泉新村、樟坑、潜龙花园、石龙路口、惠鑫公寓②、民乐地铁

站①、梅龙天桥、长城开发、笔架山公园、市二医院①、体育

馆②、笋岗八卦路口①、建设集团、荔枝公园①、红岭南路①

、鹿丹村、金威大厦、罗湖小学②、火车站

火车站、建设路、金威大厦、鹿丹村、红岭南路②、荔枝公园①

、建设集团、笋岗八卦路口①、体育馆②、市二医院②、笔架山

公园、长城开发、梅龙天桥、民乐地铁站①、惠鑫公寓②、石龙

路口、潜龙花园、樟坑、铁路桥、东泉新村、民兴路口、世纪春

城、德逸公园、民治二小、风和日丽、风和日丽北、龙泉酒店、

鸿尚路西、华富市场、景华新村、龙华市场、龙华天虹商场、人

民医院龙华分院、龙华消防中队、美丽365花园、清湖地铁站、清

湖小学、清湖老村、清湖公园、彩煌公司、深圳烟草工业公司、

报业传媒产业园、清湖产业园总站

清新路、清祥路、清丽路、清宁路、G94珠三角环线高速、太和路、

大和路、石清大道、龙华大道、清龙路、和平路、东环二路、龙观

大道、大浪南路、龙观大道、龙华人民路、景龙建设路、龙华人民

路、工业路、龙华大道、梅观路、皇岗路、笋岗西路、上步中路、

笋岗西路、红岭中路、红岭南路、滨河大道、滨河大道辅道、船步

路、宝安南路、嘉宾路、人民南路、建设路

人民南路、建设路、嘉宾路、建设路、和平路、嘉宾路、宝安南路、滨河大

道辅道、红岭南路、红岭中路、红宝路、红岭中路、笋岗西路、皇岗路、梅

观路、梅坂大道、龙华大道、民丰路、龙华大道、玉龙路、龙华大道、工业

路、龙华人民路、鸿尚路、龙华人民路、和平路、龙华人民路、龙观大道、

东环二路、和平路、清龙路、龙华和平路、石清大道、雪岗北路、大和路、

太和路、清宁路、清丽路、清祥路、清新路

179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402 万国食品城总站 建设路总站

万国食品城总站、左右家私、李朗国际珠宝园、第三人民医院

、联创科技园、布吉交警中队、尚峰花园、大龙山物流园、石

芽岭公园、布龙立交、大世纪花园、布吉天虹、布吉中学、森

鑫源学校、东心岭、金沙花园、东升学校、春蕾幼儿园、莲花

山庄、德福花园、钱排村、德兴花园、粤宝红岗路口、粤宝、

宝丽路口、荣超花园①、草埔地铁站⑥、洪湖公园②、田贝①

、东门中①、东门③、金城大厦①、金光华广场、建设路总站

、

建设路总站、中国银行大厦、门诊部②、东门③、东门中①、田

贝②、洪湖公园②、独树村①、草埔地铁站④、荣超花园①、宝

丽路口、粤宝、粤宝红岗路口、德兴花园、钱排村、德福花园、

莲花山庄、春蕾幼儿园、东升学校、金沙花园、东心岭、森鑫源

学校、布吉中学、布吉天虹、大世纪花园、布龙立交、石芽岭公

园、大龙山物流园、尚峰花园、联创科技园、第三人民医院、李

朗国际珠宝园、左右家私、万国食品城总站、

平朗路、平吉大道、布澜路、东西干道、中兴路、中兴桥、中兴路

、吉华路、西环路、粤宝路、布吉路、龙岗大道、布吉路、文锦北

路、洪湖立交桥、文锦北路、雅园立交、文锦中路、东门中路、东

门南路、嘉宾路、人民南路、春风路、建设路

建设路、深南东路、东门中路、文锦中路、雅园立交、文锦北路、洪湖立交

桥、文锦北路、布吉路、龙岗大道、湖南立交、布吉路、粤宝路、西环路、

吉华路、中兴路、中兴桥、中兴路、东西干道、布澜路、平吉大道、平朗路

180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403 吉华白砂岭场站 建设路总站

吉华白砂岭场站、凉帽村、甘坑客家小镇、吉华街道办、宝福

珠宝园、李朗国际珠宝园、第三人民医院、联创科技园、来座

山、布吉慢城、景芬路口、康达尔、布吉汽车站、半岛苑、东

方半岛、布吉街道办、大世纪花园、布吉天虹、龙岗区第二人

民医院、布吉街①、荣超花园①、草埔地铁站⑥、洪湖公园①

、田贝①、东门中①、东门①、金城大厦①、金光华广场、建

设路总站

建设路总站、建设路、金光华广场、金城大厦①、东门①、东门

中①、田贝②、洪湖公园①、东晓街道办②、草埔地铁站①、荣

超花园④、布吉街、龙岗区第二人民医院、布吉天虹、大世纪花

园、布龙立交、半岛苑、康达尔、景芬路口、布吉慢城、来座山

、联创科技园、第三人民医院、李朗国际珠宝园、宝福珠宝园②

、吉华街道办、甘坑客家小镇、甘坑社康中心、凉帽村、吉华白

砂岭场站

甘李二路、甘李路、秀峰一街、甘李路、甘李五路、甘李六路、甘

李三路、布澜路、平吉大道、布澜路、甘李二路、布澜路、国芬路

、金积嘉路、科技园路、景芬路、星火路、景芬路、布龙路、布龙

路辅路、布龙路、政清路、东西干道、中兴路、吉华路、布吉街、

湖南路、龙岗大道、龙岗大道辅路、文锦北路、文锦中路、东门中

路、东门南路、嘉宾路、南湖路、嘉宾路、人民南路、春风路、建

设路

建设路、嘉宾路、东门南路、东门中路、雅园立交、文锦中路、文锦北路、

龙岗大道、湖南立交、龙岗大道辅路、百鸽路、龙岗大道辅路、湖南立交、

湖南路、吉华路、中兴路、东西干道、布龙路、景芬路、科技园路、香阅路

、星火路、布澜路、甘李三路、甘李六路、甘李五路、甘李路、甘李二路



序号 业户名称 线路编号 起点站 终点站 上行途径站点 下行途径站点 上行途径道路 下行途径道路

181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404 万国食品城总站 建设路总站

万国食品城总站、左右家私、宝福珠宝园、李朗国际珠宝园、

第三人民医院、联创科技园、深圳法律创意园、丹平金鹏物流

、沙岭小区、沙湾汽车站、沙湾天桥、沙湾路口、樟树布社区

、南岭村、南湾街道办、百门前工业区、大芬油画村、木棉湾

地铁站①、龙珠花园③、深圳东站②、荣超花园①、草埔地铁

站⑥、洪湖公园①、田贝③、东门⑥、金城大厦①、金光华广

场、建设路总站

建设路总站、金光华广场、金城大厦①、东门⑥、田贝②、洪湖

公园①、草埔地铁站②、荣超花园④、深圳东站②、龙珠花园、

木棉湾地铁站①、大芬油画村、南湾人民医院、南湾街道办、南

岭村、樟树布社区、沙湾路口、沙湾天桥、沙湾汽车站、沙岭小
区、丹平金鹏物流、深圳法律创意园、联创科技园、第三人民医

院、李朗国际珠宝园、粤信创意园、左右家私、万国食品城总站

平朗路、平吉大道、布澜路、宝丹路、宝冠路、盛宝路、丹沙路、

布沙路、大芬立交、龙岗大道、铁东路、布吉高架桥、龙岗大道、

布吉路、文锦北路、洪湖立交桥、文锦北路、雅园立交、文锦中路
、东门中路、东门南路、嘉宾路、人民南路、春风路、建设路

建设路、嘉宾路、东门南路、东门中路、文锦中路、雅园立交、文锦北路、

洪湖立交桥、文锦北路、布吉路、龙岗大道、布沙路、丹沙路、盛宝路、宝

冠路、宝丹路、布澜路、平吉大道、平朗路

182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405

壹成中心第九区公

交总站

华强路地铁公交接

驳站

壹成中心第九区公交总站、龙泉酒店、丰润居委会、银泉花园

、锦绣江南西、松仔园、民顺小学、水榭春天、南源新村、高

级中学北校区、龙华绿廊公园、深圳北站东广场、白石龙村、

石龙路口、惠鑫公寓②、民乐地铁站②、长城开发、园心苑②

、华富路①、上海宾馆东、华强路地铁公交接驳站

华强路地铁公交接驳站、上海宾馆、华富路始发站④、园心苑②

、长城开发、民乐地铁站②、惠鑫公寓②、白石龙村、深圳北站

东广场、龙华绿廊公园、高级中学北校区、南源新村、水榭春天

、民顺小学、松仔园、锦绣江南西①、银泉花园、丰润居委会、

龙泉酒店、壹成中心第九区公交总站

侨龙路、鸿尚路、人民路、民塘路、白石龙路、梅龙路、梅观路、

皇岗路、红荔路、华富路、深南大道

华强南路、深南大道、华富路、红荔路、皇岗路、梅观路、民乐立交、梅坂

大道、梅龙路、白石龙路、民塘路、人民路、景龙建设路、侨龙路

183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406 可园总站 可园总站

可园总站、木棉湾地铁站①、龙珠花园①、荣超花园④、草埔

地铁站③、洪湖公园①、田心村、梨园路东、梨园路、人才大

市场、梅园路①、市检察院②、笋岗八卦路口①、八卦二路、

市检察院②、梅园路①、人才大市场、梨园路、梨园路东、田

心村、田贝四路、洪湖公园①、东晓街道办①、草埔地铁站②

、荣超花园③、深圳东站②、龙珠花园①、木棉湾地铁站①、

可园总站

湖中路、湖西路、布沙路、布龙路、大芬立交、龙岗大道、龙岗大

道辅路、无名路、龙岗大道辅路、龙岗大道、龙岗大道辅路、无名

路、龙岗大道辅路、文锦北路、洪湖路、梅园路、宝岗路（北）、

宝岗路、梨园路、无名路、梨园路、宝安北路、梅园路、红岭北路

、笋岗西路、上步路、上步北路、八卦一路、八卦二路、桃园路、

红岭北路、梅园路、宝安北路、梨园路、无名路、梨园路、宝岗路

、宝岗路（北）、梅园路、田贝四路、贝丽南路、田贝二路、文锦

北路、无名路、文锦北路、龙岗大道、龙岗大道辅路、龙岗大道、

无名路、龙岗大道、大芬立交、布龙路、无名路、布沙路、湖西路

、无名路、湖西路

184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407 观澜新田总站 建设路总站

观澜新田总站、辅城坳小学、顺平路口北、杉坑工业区、南园

学校、平湖广场西、平湖派出所、平湖中心小学、富安大道路

口、大皇公、鹅溪小学、鹅公岭市场、良安田、白泥坑、百合

花卉小镇、丹平金鹏物流、丹平人行天桥、丹平社区、丹竹头

小学、沙西桥、吉厦村、沙湾汽车站、沙湾天桥、沙湾路北、

九尾岭隧道口、水库新村①、竹园宾馆①、留医部②、东门⑥

、金城大厦①、金光华广场、建设路总站

建设路总站、建设路、金光华广场、金城大厦①、东门⑥、留医

部②、竹园宾馆、水库新村、水库、九尾岭隧道口、沙湾路北、

沙湾天桥、沙湾汽车站②、吉厦村、沙西桥、吉厦街、丹竹头小

学、丹平社区、丹平人行天桥、丹平金鹏物流、百合花卉小镇、

白泥坑、良安田、鹅公岭市场、鹅溪小学、大皇公、富安大道路

口、平湖中心小学、平湖派出所、平湖广场西、南园学校、杉坑
工业区、顺平路口、辅城坳小学、辅城坳天桥、新田路口、观澜

新田总站

环观南路、荣祥一路、环观南路、平大路、嘉湖路、平龙西路、杉

坑内环路、惠华路、新厦大道、平湖大街、横岭二街、平湖大街、

碧湖路、东门路、东深公路、丹平路、丹平路辅路、S203丹平快速

路、丹平路、丹运路、S203丹平快速路、红棉路、丹平路、沙平南

路、平南路、吉夏街、平南路、丹沙路、沙湾路、沙湾路辅路、爱

国路辅路、爱国路、爱国路辅路、爱国路、沿河北路辅路、爱国路
、爱国路辅路、东门北路、东门中路、东门南路、嘉宾路、南湖路

、嘉宾路、建设路、和平路、嘉宾路、建设路

建设路、春风路、建设路、嘉宾路、东门南路、东门中路、东门北路、怡景

路、爱国路、爱国路辅路、爱国路、沙湾路、丹沙路、Ｓ２０３丹平快速路

出口、平南路、沙平南路、丹平路、Ｓ２０３丹平快速路、丹平路、Ｓ２０

３丹平快速路出口、丹平公路、东深公路、天鹅路、东门路、碧湖路、平湖

大街、平湖大道、平湖大街、平湖大道、双拥街、平湖大道、新厦大道、惠

华路、杉坑内环路、内环大道、平龙路、平龙西路、平龙路、平龙西路、环

观南路、荣祥一路

185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408 观澜新田总站 建设路总站

观澜新田总站、辅城坳天桥、新田市场②、新田居委会、牛轭

岭新村、观澜建材市场、福楼村、南大富、大布新村、观澜汽

车站②、岗头村、观澜中心小学、马坜居委会、龙华中心医院

①、银河新村、观澜二小、观澜交警中队、田背路口、竹村、

宝湖新村、龙华汽车站、龙华消防中队、美丽365花园、龙华环

保所、龙华文化广场、共和新村、瓦窑排、龙华富士康、富士
康南二门、水斗富豪新村、水斗村、利金城工业园、坂田天虹

、坂田市场、吉华坂雪岗路口、天安花园、宝利工业区、雪竹

径加油站、上雪工业区、红门、秀峰路口、恒通工业区、丽湖

花园、中海怡翠、翠隆花园、塘园新村、布吉汽车站、半岛苑

、东方半岛、木棉湾地铁站②、龙珠花园③、荣超花园④、草

埔地铁站⑥、洪湖公园①、田贝①、东门⑥、金城大厦①、金

光华广场、建设路总站

建设路总站、建设路、金光华广场、金城大厦①、东门⑥、田贝

②、洪湖公园②、草埔地铁站①、荣超花园④、深圳东站②、龙

珠花园、木棉湾地铁站②、东方半岛、半岛苑、布吉汽车站、塘

园新村、翠隆花园、中海怡翠①、丽湖花园、恒通工业区、秀峰

路口、红门、上雪工业区、雪竹径加油站、宝利工业区、天安花

园、吉华坂雪岗路口、坂田市场、坂田天虹、利金城工业园、水

斗村、水斗富豪新村、龙华富士康、瓦窑排、共和新村、龙华文

化广场、龙华环保所、美丽365花园、龙华消防中队、龙华汽车站

、宝湖新村、竹村、田背路口、观澜交警中队、观澜二小、龙华

中心医院②、马坜居委会、观澜中心小学、岗头村、观澜汽车站

、大布新村、南大富、福楼村、观澜建材市场、牛轭岭新村、新

田居委会、新田市场②、观澜新田总站

环观南路、平大路、清平高速公路、嘉湖路、平龙路、观平路、观

澜大道、龙观东路、东环二路、民欢路、东环二路、吉华路、布龙

路、布沙路、大芬立交、龙岗大道、布吉高架桥、龙岗大道、布吉
路、文锦北路、洪湖立交桥、文锦北路、雅园立交、文锦中路、东

门中路、东门南路、嘉宾路、建设路、和平路、嘉宾路

建设路、嘉宾路、东门南路、东门中路、文锦北路、洪湖立交桥、文锦北路

、布吉路、龙岗大道、大芬立交、布沙路、布龙路、吉华路、东环二路、龙
观东路、观澜大道、观平路、环观南路

186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409

月亮湾填海区公交
总站

深圳湾口岸公交首
末站

月亮湾填海区公交总站、文创小镇、前海湾花园、信利康大厦

、阳光玫瑰园、南山花园、前海兴海路口、月亮湾花园东、荔

山工业园、万豪月半山、龙瑞佳园、龙瑞佳园天桥、蛇口港地
铁站、新时代广场、海上世界地铁站、水湾头、南玻大厦、招

商发展中心、蛇口人民医院、蛇口沃尔玛②、南门一坊、北师

大附中、后海滨路口、深圳湾口岸公交首末站

深圳湾口岸公交首末站、后海滨路口、北师大附中、南门一坊、

蛇口沃尔玛、蛇口人民医院、招商发展中心、南玻大厦、水湾头

、海上世界地铁站、新时代广场、中国国际海运、蛇口港交警中

队、龙瑞佳园天桥、龙瑞佳园、荔山工业园、万豪月半山、月亮

湾花园东、前海兴海路口、南山花园、阳光玫瑰园、信利康大厦

、蛇口海关查验中心、前海湾花园、文创小镇、月亮湾填海区公

交总站

听海大道、港城路、梦海大道、妈湾二路、月亮湾大道、港城路、

前海路、兴海大道、松湖路、港湾大道、南海大道、工业一路、太
子路、荔园路、工业六路、南海大道、东滨路、口岸联络道、西一

路、无名路

无名路、科苑南路、东滨路、南海大道、工业六路、荔园路、太子路、工业

一路、南海大道、松湖路、兴海大道、前海路、港城路、月亮湾大道、妈湾

二路、梦海大道、妈湾一路、听海大道

187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418 鲤鱼门地铁站

蛇口广场公交首末

站

鲤鱼门地铁站、卓越壹号、前海时代、桂湾公园、前海嘉里、

法治大厦、法治大厦南、创新商务中心、紫荆园、前海合作区

、南海中学、南山党校、荔林地铁站、城市山林东、南油西地

铁站、荔秀文化街、南门一坊、北师大附中、海月地铁站①、

育才四小、湾厦村、永乐新村、半岛城邦、蛇口广场公交首末
站

蛇口广场公交首末站、半岛城邦、永乐新村、湾厦村、育才四小

、海月地铁站、北师大附中、南门一坊、荔秀文化街、南油西地

铁站、城市山林东、荔林地铁站、南山党校、南海中学、前海合

作区、梦海地铁站、前海运动公园、法治大厦南、法治大厦、前

海嘉里、桂湾公园、前海时代、卓越壹号、鲤鱼门地铁站西、龙
海家园、鲤鱼门地铁站

桂湾四路、梦海大道、前湾一路、临海大道、前湾二路、梦海大道

、前湾一路、东滨路、后海滨路、工业七路、后海大道、望海路、

金世纪路

金世纪路、望海路、后海大道、工业七路、后海滨路、东滨路、前湾一路、

梦海大道、前湾二路、临海大道、前湾一路、梦海大道、桂湾三路、十一号

路、桂湾四路

188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429 海岸城 中兴人才公寓总站

海岸城、学府中学、软件产业基地、百度国际大厦、科苑地铁

站、深港产学研基地、高科技中心、深南科苑立交北、科苑北

、科苑北环立交、华瀚科技、酷派信息港、文光村、茶光②、

西丽社区①、西丽法庭①、南方科技大学医院、留仙洞地铁站

、留仙洞地铁站西、中兴人才公寓东、中兴人才公寓、中兴人
才公寓总站

中兴人才公寓总站、中兴工业园一号岗、中兴工业园二号岗、深

职院留仙洞校区、留仙洞地铁站、南方科技大学医院、西丽法庭

①、西丽社区①、茶光②、文光村、酷派信息港、科苑北环立交

②、科苑立交南、科苑北、深南科苑立交北、高科技中心、深港

产学研基地、百度国际大厦、软件产业基地、学府中学、海岸城

文心五路、海德一道、后海大道、高新南十道、科苑南路、科苑北

路、宝深路、石鼓路、茶光路、沙河西路、留仙大道、创科路、打

石一路

打石一路、创研路、创科路、留仙大道、沙河西路、茶光路、石鼓路、宝深

路、科苑北路、科苑南路、高新南十道、后海大道、海德一道、文心五路

189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430

月亮湾填海区公交

总站
文心五路北

月亮湾填海区公交总站、信利康大厦、棉山路口、月亮湾花园

三号门、月亮湾花园、月亮湾花园东、荔山工业园、万豪月半

山、龙瑞佳园、龙瑞佳园天桥、蛇口港地铁站、新时代广场、

海上世界地铁站、水湾地铁站、招商大厦、花果山、四海公园

南、工业七路口、育才三中、海月路中、海月地铁站、登良地

铁站、蔚蓝海岸三期、北师大附小、创业路东、观海台、海岸
城、文心五路北

文心五路北、海岸城、观海台、创业路东、北师大附小、蔚蓝海

岸三期、登良地铁站、海月地铁站②、海月路中、育才三中、工

业七路口、四海公园南、花果山、招商大厦、水湾地铁站、海上

世界地铁站、新时代广场、中国国际海运、蛇口港交警中队、龙

瑞佳园天桥、龙瑞佳园、万豪月半山、荔山工业园、月亮湾花园

、月亮湾花园三号门、棉山路口、信利康大厦、海运中心、友联
船厂、月亮湾填海区公交总站

听海大道、妈湾二路、月亮湾大道、棉山路、前海路、兴海大道、

松湖路、港湾大道、南海大道、工业一路、太子路、水湾路、招商

路、公园路、工业七路、海月路、工业八路、后海滨路、登良路、

后海大道、创业路、文心五路

文心五路、滨海大道辅路、滨海海滨立交桥、海德三道、文心五路、创业路

、后海大道、登良路、后海滨路、工业八路、海月路、工业七路、公园路、

招商路、水湾路、太子路、工业一路、南海大道、松湖路、兴海大道、前海

路、棉山路、月亮湾大道、妈湾二路、怡海大道、妈湾大道、保税一街、听

海大道



序号 业户名称 线路编号 起点站 终点站 上行途径站点 下行途径站点 上行途径道路 下行途径道路

190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435 沙井公交场站

世界之窗地铁公交

接驳站

沙井公交场站、闳晖科技园、信维通信、宝兴第二幼儿园、塘

尾富源工业区、凤塘和沙路口、塘尾十四区、宝安华强城、广

生医院、福永医院凤凰分院、凤凰天桥、凤凰花苑、福永卫生

监督所、福永汽车站①、怀德翠岗、宝安交警大队①、翠湖花

园①、黄田、钟屋、宝安桃源居西、桃源居人行天桥、劲力集

团、固戍村、铁仔山公园、宝安农批市场、西乡立交①、宝安

中心医院①、西乡路口①、上川路口①、裕安路口①、宝安交

通运输局③、深南北环立交①、新安古城、荔香公园、深大北

门①、科技园①、大冲①、白石洲③、世界之窗地铁公交接驳

站

世界之窗地铁公交接驳站、白石洲③、大冲①、科技园①、深大

北门①、荔香公园、新安古城、中山公园西门、深南北环立交②

、宝安交通运输局①、裕安路口①、上川路口①、西乡路口①、

宝安中心医院①、西乡立交①、宝安农批市场、铁仔山公园、固

戍村、劲力集团、桃源居人行天桥、宝安桃源居西、钟屋、黄田

、翠湖花园①、宝安交警大队①、怡丰酒店①、怀德翠岗、福永

汽车站、福永卫生监督所、凤凰花苑、凤凰天桥、福永医院凤凰

分院、广生医院、宝安华强城、塘尾十四区、凤塘和沙路口、塘

尾富源工业区、腾芳花园、蚝四西部工业区、闳晖科技园、沙井

公交场站

蚝丰二路、南环路、沙井西环路、永福路、凤塘大道、桥塘路、凤

塘大道、宝安大道、凤塘大道、稔田路、凤塘大道、凤凰山大道、

凤塘大道、广深公路辅路、广深公路、广深公路辅路、广深公路、

广深公路辅路、广深公路、广深公路辅路、广深公路、广深公路辅

路、广深公路、广深公路辅路、广深公路、广深公路辅路、广深公

路、广深公路辅路、广深公路、前海路、深南大道辅路、深南大道

、南新路、深南大道、南山大道、深南大道辅路、深南大道、深南

大道辅路、深南大道

深南大道、深南大道辅路、深南大道、沙河东路、深南大道、铜鼓路、深南

大道、深南大道辅路、深南大道、深南大道辅路、深南大道、南山大道、深

南大道、前海路、广深公路、广深公路辅路、广深公路、广深公路辅路、广

深公路、广深公路辅路、雅园路、广深公路辅路、广深公路、广深公路辅路

、广深公路、广深公路辅路、广深公路、广深公路辅路、钟屋工业一路、广

深公路辅路、锦昌一路、广深公路辅路、广深公路、广深公路辅路、广深公

路、广深公路辅路、凤凰山大道、凤塘大道、中心路、凤塘大道、宝安大道

、凤塘大道、塘万路、凤塘大道、永福路、沙井西环路、和平街、沙井西环

路、南环路、蚝丰二路

191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436 长凤路总站 长凤路总站

长凤路总站、长圳地铁站、海纳中心、光侨雅苑、长圳人行天

桥、田寮、田寮路口、光明大道路口、万丰工业区、公明塘尾

、将围、将石、国科大医院西院区①、秋硕小学、上石家工业

区、周家大道深阳路口、将石、将围、公明塘尾、万丰工业区

、光明大道路口、田寮路口、田寮、长圳人行天桥、光侨雅苑

、长圳地铁站、东长长凤路口、长凤路总站

长凤路、东长路、光侨路、松白路、松白路辅路、松白路、公明南

环大道、深阳路、周家大道、松白路、光侨路、东长路、长凤路

192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437 大梅沙闻檀道场站 民乐地铁站

大梅沙闻檀道场站、万科中心、梅沙街道办①、东部华侨城、

梅沙医院、海港大厦、周大福大厦、盐田港西地铁站①、盐田
公安分局、盐田汽车站、盐田区政府、叶屋村、沙头角消防中

队、沙头角地铁站、罗湖公安分局、莲塘①、聚宝路口、仙湖

路口、莲塘口岸①、广岭、罗湖体育馆①、怡景地铁站①、怡

景花园、留医部②、田贝①、洪湖公园②、雅仕居、红岗花园

、宝安北路口、泥岗村牌坊、银湖汽车站①、笔架山水厂、福

田党校、民乐地铁站

民乐地铁站、福田党校、笔架山水厂、银湖汽车站①、泥岗村①

、宝安北路口②、红岗花园、雅仕居、洪湖公园②、田贝①、留

医部②、怡景花园、怡景地铁站①、罗湖体育馆①、莲塘口岸①

、聚宝路口、莲塘、长岭、沙头角地铁站、沙头角行政服务大厅

、三家店、沙头角邮局、盐田区政府、盐田汽车站、盐田公安分

局、盐田港西地铁站①、周大福大厦、海港大厦、梅沙医院、万

科中心、大梅沙闻檀道场站

闻檀道、环碧路、环梅路、盐梅路、环梅路、艺海路、S30惠深沿海

高速出口、S30惠深沿海高速、深盐路、S30惠深沿海高速、深盐路

、园林路、深盐路、罗沙路、罗沙路辅路、畔山路、罗沙路辅路、

罗沙路、怡景路、东门北路、文锦中路、文锦北路、泥岗东路、泥

岗东路辅路、北环大道辅路、北环大道、彩田路、梅观路

梅观路、梅观路出口、彩田路、北环彩田立交桥、北环大道、北环大道出口
、北环大道辅路、北环大道入口、北环大道、泥岗西路、泥岗西路出口、泥

岗西路辅路、泥岗东路、洪湖立交桥、文锦北路、文锦中路、雅园立交、东

门北路、怡景路、罗芳立交桥、罗沙路、罗沙路辅路、罗沙路、深盐路、沙

深路、沙盐路、深盐路、梧桐山道立交、Ｓ３０惠深沿海高速、Ｓ３０惠深

沿海高速出口、艺海路、环梅路、闻檀道

193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441 梅山中学 深业花园公交总站

梅山中学、梅山苑、福田农批市场、高达苑、下梅林一街、福

田外语学校西、宏浩花园、龙塘、香蜜二村、香梅深南路口、

特区报社①、民田路中、购物公园、购物公园地铁站、信息枢

纽大厦、市民中心西、市民中心、深业花园公交总站

深业花园公交总站、市民中心、市民中心西、信息枢纽大厦、购

物公园地铁站、购物公园、福华一路、特区报社①、香梅深南路

口、香蜜二村、龙塘、宏浩花园、福田外语学校西、下梅林一街

、高达苑、福田农批市场、梅山苑、梅山中学

梅山街、梅林路、下梅林一街、香梅路、深南大道、民田路、福华

路、益田路、福中路、海田路

福中一路、彩田路、福中路、益田路、福华路、民田路、福华一路、新洲路

、深南新洲立交桥、深南大道、香梅路、下梅林一街、梅林路、梅山街

194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444 盐田综合车场 沙头角公交总站

盐田综合车场、深圳外国语学校、深圳外国语学校西、半山半

海花园小区、中青路西、盐田区南山、盐田区云海学校、永安

路口、乐群小学、盐田医院盐田院区、东海丽景花园、庚子首

义学校、盐港中学、海港大厦、周大福大厦、盐田公安分局、

盐田汽车站、盐田区政府、盐田产业服务中心、官下路、田东

中学、盐田妇幼保健院、盐田中央公园、盐田税务局、盐田精

茂城、沙头角公交总站

沙头角公交总站、盐田精茂城、盐田税务局、盐田中央公园、盐

田妇幼保健院、田东中学、官下路、盐田产业服务中心、盐田区

政府、盐田汽车站、盐田公安分局、周大福大厦、海港大厦、盐

港中学、庚子首义学校、东海丽景花园、盐田医院盐田院区、乐

群小学、永安路口、盐田区云海学校、盐田区南山、中青路西、

半山半海花园小区、深圳外国语学校西、深圳外国语学校、盐田

综合车场

青蓬路、盐田路、梧桐山大道、中青一路、中青路、永安路南延长

段、永安路、东海道、深盐路、沙盐路、官下路、东和路、海景二

路、海山东三街

海山东三街、海景二路、东和路、官下路、沙盐路、深盐路、东海道、永安

路、永安路南延长段、中青路、中青一路、梧桐山大道、盐田路、青蓬路

195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445 横排岭总站 黄贝岭地铁站①

横排岭总站、梧桐山市场、梧桐山综合大楼、塘坑仔、塘坑仔

西、兰科中心、新田村、望桐信告地路口、望桐桂花路口、望

桐路西、沙湾路北、九尾岭隧道口、水库、水库新村②、明珠

学校、爱国大厦、罗湖区委、冶金大厦、黄贝岭地铁站①、

黄贝岭地铁站①、文锦渡口岸、文锦南路、罗湖区委、爱国大厦

、明珠学校、水库新村、水库、九尾岭隧道口、沙湾路北、望桐

路西、望桐桂花路口、望桐信告地路口、新田村、兰科中心、塘

坑仔西、塘坑仔、梧桐山综合大楼、梧桐山市场、横排岭总站、

望桐路、沙湾路、布沙路、沙湾路、爱国路、文锦中路、深南东路
深南沿河立交桥、沿河南路、北斗路、沿河南路、文锦南路、文锦中路、爱

国路、沙湾路、布沙路、沙湾路、望桐路

196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453

月亮湾填海区公交

总站
绒花路口东①

月亮湾填海区公交总站、前湾滨海公园、前湾地铁站北、桂湾

公园、紫荆园、前海合作区、南海中学、南山党校、南山村、

南山村北、南园村、华联花园、南山市场①、田厦村、桃园南

新路口、市六医院、南山区委、深圳大学、深大北门②、科技

园②、创维大厦、高新公寓、科技南路、阳光带海滨城北、深

圳湾公园地铁站、红树林、下沙②、上沙村、沙尾、新洲村、

妇幼保健院、益田村、益田花园西、绒花路口西②、椰风路口

、绒花路口东①

绒花路口东①、益田花园西①、益田村、妇幼保健院、新洲村、
沙尾、上沙村①、红树林、深圳湾公园地铁站②、阳光带海滨城

北、科技南路、高新公寓、创维大厦、深南科技立交北、科发路

、深南科苑立交北、科技园②、深大北门②、深圳大学、南山区

委、市六医院、田厦村、南山市场①、华联花园、南园村、南山

村北、南山村、南山党校、南海中学、前海合作区、紫荆园、桂

湾公园、前湾地铁站北、前湾滨海公园、月亮湾填海区公交总站

航海路、妈湾二路、临海大道、兴海大道、临海大道、前湾二路、

金岸中街、前湾一路、东滨路、南新路、桃园路、南海大道、深南

大道、深南科技立交桥、科技南路、高新南十道、沙河西路、滨海

沙河西立交、滨海大道辅路、滨海大道入口、滨海大道、竹子林立

交桥、滨河大道出口、滨河大道辅道、福强路、益田路、绒花路、

蓝花道、桂花路、椰风道、绒花路

绒花路、益田路、福强路、车公庙立交、滨河大道、滨海大道、滨海大道出

口、滨海大道辅路、滨海沙河西立交、沙河西路、高新南十道、科技南路、

科技路、科发路、高新中四道、科苑北路、深南科苑立交、深南大道、深南

南海立交、南海大道、桃园路、南新路、东滨路、前湾一路、金岸中街、前

湾三路、兴海大道、临海大道、听海路、妈湾二路、航海路

197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454 银湖汽车站总站 金域蓝湾

银湖汽车站总站、银湖蓝山、三九路口、体育馆西、市二医院

①、笔架山公园、莲花一村、莲花中学、市民中心东、大中华

国际广场、会展中心地铁站、卓越时代广场、购物公园地铁站

、新洲花园、众孚小学①、市文化创意园、石厦南、蓝湾半岛

、金海湾花园、上沙中学、金域蓝湾、下沙总站、

金域蓝湾、上沙中学、金海湾花园、蓝湾半岛、石厦南、市文化

创意园、众孚小学、新洲花园、购物公园地铁站、卓越时代广场

、会展中心地铁站、大中华国际广场、市民中心东、莲花中学、

莲花一村、笔架山公园、市二医院①、体育馆西、银湖汽车站①

、银湖汽车站总站、

北环大道、北环大道辅道、北环大道、泥岗西路、黄木岗立交桥、

笋岗西路、莲花立交桥、彩田路、福中路、金田路、深南金田立交

桥、金田路、福华路、福新立交桥、新洲路、滨河新洲立交桥、新

洲路、福荣路

福荣路、新洲路、滨河新洲立交桥、新洲路、福新立交桥、福华路、金田路

、深南金田立交桥、金田路、红荔路、彩田路、笋岗西路、黄木岗立交桥、

笋岗西路、泥岗西路、北环大道

198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459 王京坑村 民田路站公交总站

王京坑村、王京坑、麻磡幼儿园、麻磡村市场、麻磡村口、白

芒小学、白芒村、荔枝世界、家具协会、深圳实验学校、旺棠

公寓、九祥岭①、西丽劳力市场、红花岭、平山村南、丽水路

南、同富裕工业城、塘朗派出所、塘朗村口、中科院研究院、

南方科技大学、南山智园北、长岭陂地铁站、深圳北汽车站、

龙悦居、龙悦居三期、逸秀新村、新区大道路口、新彩隧道口

、中级法院、关山月美术馆①、少年宫东、市民中心东、大中

华国际广场、会展中心地铁站、卓越时代广场、购物公园地铁

站、民田路站公交总站、

民田路站公交总站、购物公园地铁站、卓越时代广场、会展中心

地铁站、大中华国际广场、市民中心东、少年宫东、关山月美术

馆①、莲花中学、中级法院、新彩隧道口、新区大道路口、逸秀

新村、龙悦居三期、龙悦居、致远南路、深圳北汽车站、长岭陂

地铁站、南山智园北、南方科技大学、塘朗小学、塘朗村口、塘

朗派出所、同富裕工业城、丽水路南、大学城门、平山村南、红

花岭、西丽劳力市场、新围村、留仙居、深圳实验学校、家具协

会、荔枝世界、白芒村、白芒小学、麻磡村口、麻磡村市场、麻

磡幼儿园、王京坑、王京坑村、

沙河西路、同发路、同沙路、沙河西路、留仙大道、丽水路、塘兴

路、学苑大道、留仙大道、致远中路、玉龙路、白龙路、金龙路、

新区大道、新区大道跨线桥、新彩隧道、彩田路、彩梅立交、北环

彩田立交桥、彩田路、莲花立交桥、彩田路、红荔路、金田路、深

南金田立交桥、金田路、福华路、民田路

民田路、福华路、金田路、深南金田立交桥、金田路、红荔路、彩田路、莲

花立交桥、彩田路、北环彩田立交桥、彩田路、彩梅立交、彩田路、新彩隧

道、新区大道跨线桥、新区大道、金龙路、白龙路、致远南路、致远中路、

留仙大道、学苑大道、塘兴路、丽水路、留仙大道、学苑大道（西段）、留

仙大道、石鼓路、同沙路、同发路、沙河西路

199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460

怡华工业区总站

（巴士四公司）
深业上城总站

怡华工业区总站（巴士四公司）、大磡二村口、大磡工业区、

大磡社康中心、大磡工业一路口、麒麟山疗养院、麒麟山庄接

待处、资本市场学院东、沁园西丽湖路口、动物园、丽山路北

、桃源街道办、哈工大园区、哈工大（深圳）、塘朗山隧道路

口、塘朗车辆段北、塘朗地铁站、南山智园、留仙学苑路口、

长岭陂地铁站、北环香梅北天桥、深圳石油大厦、广中医深圳

医院、下梅林市场、梅林一村、梅林二村、梅林三村、梅林阁

、中康公园、万科大厦、孖岭社康中心、长城开发、深业上城
总站

深业上城总站、莲花一村、中级法院、档案中心、万科大厦、中

康公园、梅林阁、梅林三村、梅林二村、梅林一村①、福田农批

市场、广中医深圳医院、长岭陂地铁站、留仙学苑路口、南山智

园、塘朗地铁站、塘朗车辆段北、崇文花园、塘朗山隧道路口、

大学城体育中心、大学城门、哈工大（深圳）、哈工大园区、桃

源街道办、丽山路北、动物园、沁园西丽湖路口、资本市场学院

东、麒麟山庄接待处、麒麟山疗养院、大磡工业一路口、大磡社

康中心、大磡工业区、大磡二村口、怡华工业区总站（巴士四公
司）

丽康路、沁园路、工业一路、沁园路、西丽路、西丽湖路、丽水路

、丽山路、平山一路、平山二路、塘悟路、留仙大道、塘悟路、留

仙大道、塘悟路、长岭一号路、留仙大道、福龙路入口、福龙路、

北环香蜜立交、北环大道、北环大道出口、北环大道辅路、北环大

道入口、北环大道出口、北环新洲立交、新洲路、梅华路、梅丽路

、梅林路、彩田路、北环彩田立交桥、北环大道、北环皇岗立交桥

、皇岗路、笋岗西路、莲科路

莲科路、皇岗路、笋岗西路、莲花立交、彩田路、八一路、彩田路、梅东二

路、凯丰路、梅林路、北环大道辅路、北环大道入口、北环大道、北环香蜜

立交、福龙路、福龙路出口、留仙大道、塘悟路、留仙大道、塘悟路、留仙

大道、塘悟路、平山二路、平山一路、丽山路、丽水路、西丽路、沁园路、

工业一路、丽康路



序号 业户名称 线路编号 起点站 终点站 上行途径站点 下行途径站点 上行途径道路 下行途径道路

200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465 盐田路地铁站 大梅沙闻檀道场站

盐田路地铁站、深圳外国语学校西、半山半海花园小区、中青

路西、盐田区南山、盐田区云海学校、永安路口、乐群小学、

盐田医院盐田院区、东海丽景花园、庚子首义学校、盐田派出

所、北山路口、中兴发展、海滨浴场①、中兴通讯学院、盐田

外语学校、东海岸运动公园、东海岸三期、梅沙医院、万科中

心、大梅沙闻檀道场站

大梅沙闻檀道场站、盐田外语学校、中兴通讯学院、海滨浴场、

中兴发展、盐田海鲜街路口①、北山路口、盐田派出所、庚子首

义学校、东海丽景花园、盐田医院盐田院区、乐群小学、永安路

口、盐田区云海学校、盐田区南山、中青路西、半山半海花园小

区、深圳外国语学校西、盐田路地铁站

盐田路、东海道、盐田北四街、东海道、永安路、明珠大道、永安

路、梧桐山大道、中青一路、中青路、永安路南延长段、永安路、

东海道、盐田北四街、东海道、盐田路、东海道、洪安二街、东海

道、洪安路、洪安三街、北山道、盐葵路、盐梅路、环梅路、环碧

路、倚云路、环碧路、艺海路、环梅路、闻檀道

闻檀道、环碧路、环梅路、盐梅路、盐葵路、北山道、盐葵路、北山道、洪

安三街、洪安路、东海道、洪安二街、东海道、盐田路、东海道、盐田北四

街、东海道、永安路、明珠大道、永安路、永安路南延长段、中青路、中青

一路、梧桐山大道、盐田路、梧桐山大道、永安路、东海道、盐田北四街、

东海道、盐田路

201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467

创新科技中心公交

首末站

月亮湾填海区公交

总站

创新科技中心公交首末站、科苑南路口、科苑地铁站、卓越后

海中心、漾日湾畔、海岸城、观海台、创业路东、佳嘉豪苑、

南油地铁站②、荔秀文化街、南油西地铁站、城市山林东、荔

林地铁站、南山党校、太子山庄①、南山实验荔林小学、青青

世界、深大附中、南山花园、前海兴海路口、月亮湾花园、月

亮湾花园三号门、棉山路口、信利康大厦、蛇口海关查验中心

、月亮湾填海区公交总站

月亮湾填海区公交总站、信利康大厦、棉山路口、月亮湾花园三

号门、月亮湾花园、前海兴海路口、南山花园、深大附中、青青

世界、南山实验荔林小学、太子山庄、南山党校、荔林地铁站、

城市山林东、南油西地铁站、荔秀文化街、南海东滨路口①、南

油地铁站②、佳嘉豪苑、创业路东、观海台、海岸城、卓越后海

中心、科苑地铁站、创新科技中心公交首末站

高新南环路、高新南十道、科苑南路、海德三道、文心五路、创业

路、南海大道、东滨路、前海路、棉山路、月亮湾大道、妈湾二路

、听海大道

听海大道、妈湾二路、月亮湾大道、棉山路、前海路、东滨路、南海大道、

创业路、文心五路、海德三道、科苑南路、高新南十一道、科苑南路、高新

南九道

202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468 东方尊峪公交总站 东方尊峪公交总站

东方尊峪公交总站、晴山月、长岭沟、罗湖公安分局、畔山支

路、国威路东、莲馨家园、罗湖区中医院、仙桐御景、梧桐山

新居、翠榕花园、莲塘枫景、莲塘街道办、鹏基工业区②、莲

塘口岸②、广岭、罗湖体育馆①、黄贝岭、北斗人行天桥、汇

鑫花园、文锦渡口岸、文锦渡客运站南、罗湖村、双城世纪大

厦、人民南地铁站、友谊路口、南湖小学、罗湖村、文锦渡客

运站南、文锦渡口岸、北斗人行天桥、黄贝岭、罗湖体育馆①

、莲塘口岸②、鹏基工业区、鹏兴花园六期、祥和花园、莲塘

小学、莲塘街道办、梧桐山新居、仙桐御景、罗湖区中医院、

莲馨家园、国威路东、畔山花园、长岭、晴山月、东方尊峪公

交总站

长岭路、径肚跨线桥、罗沙路、罗沙路辅路、畔山支路、国威路、

仙桐路、国威路、畔山路、聚宝路、国威路、聚宝路、聚财路、仙

湖路、莲塘路、鹏兴路、罗沙仙湖立交、罗沙路、罗芳立交桥、沿

河北路、沿河北路出口、沿河北路辅路、沿河南路辅路、沿河南路

、人民南路、友谊路、江背路、沿河南路辅路、沿河北路辅路、罗

沙路辅路、罗沙路、罗沙路辅路、罗沙仙湖立交、鹏兴路、莲塘路

、聚宝路、国威路、粤港路、百世路、畔山路、国威路、仙桐路、

国威路、畔山路、港莲路、罗沙路辅路、罗沙路、径肚跨线桥、长

岭路

203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474

深圳湾口岸公交首

末站
方大城公交总站

深圳湾口岸公交首末站、后海滨路口、北师大附中、后海新村

、北师大附小、中洲控股中心大厦、学府中学、海岸城、卓越

后海中心、南外科苑小学、高新南十道路口、科技南路、高新

公寓、创维大厦、深南科技立交北、科发路、深南科苑立交北

、科苑北、科苑北环立交、华瀚科技、酷派信息港、宝深路、

松坪学校小学部、茶光①、龙辉花园②、新屋村、鼎胜山邻、
龙珠四路、龙井路口、方大城公交总站

方大城公交总站、龙井路口、龙珠四路、桃源村、鼎胜山邻、新

屋村、龙辉花园②、茶光、松坪学校小学部、宝深路、酷派信息

港、科苑北环立交②、科苑立交南、科苑北、科发路、深南科技

立交北、创维大厦、高新公寓、科技南路、高新南十道路口、南

外科苑小学、卓越后海中心、海岸城、学府中学、北师大附小、

后海新村、北师大附中、后海滨路口、深圳湾口岸公交首末站

科苑南路、东滨路、后海大道、海德一道、文心五路、海德三道、

科苑南路、高新南十道、高新南环路、高新南十一道、科技南路、

科技路、科发路、科苑北路、宝深路、沙河西路、龙珠大道、龙珠

四路、山堡路（西）、高发科技园西路、高发西路

高发西路、高发科技园西路、龙珠四路、龙珠大道、龙珠六路、龙珠大道、

茶光路、沙河西路、宝深路、科苑北路、高新中四道、科发路、科技路、科

技南路、高新南十一道、科苑南路、海德三道、文心五路、海德一道、后海

大道、东滨路、口岸联络道、西一路

204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475 万科云城总站 海岸城

万科云城总站、中兴人才公寓东、第二高级中学、TCL国际E城

、同乐村、同乐学校、中山园、南山农批市场、方鼎华庭、汇

金家园、麒麟小学、正云路、艺园正云路口、艺园深南立交、

荔香公园南、南山区委、桂庙新村、美墅蓝山家园、深圳南山
书城、海印长城、学府中学、海岸城

海岸城、学府中学、海印长城、南山书城地铁站②、桂庙新村、

南山区委、荔香公园南、艺园深南立交、艺园正云路口、正云路

、麒麟小学、麒麟花园、汇金家园、中山公园东门、南山农批市

场、中山园、同乐学校、同乐村、TCL国际E城、第二高级中学、
中兴人才公寓东、万科云城总站

兴科路、创科路、创研路、创科路、茶光路、中山园路、南山大道

、北环南山立交、北环大道辅路、艺园路、玉泉路、泉园路、正云

路、艺园路、南光路、桃园路、南海大道、滨海南海立交桥、滨海

大道辅路、文心二路、海德一道、文心五路

文心五路、海德一道、步行一街、南海大道、桃园路、南山大道、南头街、

南光路、艺园路、正云路、泉园路、玉泉路、南海大道、玉泉路、艺园路、

大新路、南山大道、前进路、南山大道、中山园路、茶光路、创科路

205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476 沙湾公交场站

福田保税区总站

（新）

沙湾公交场站、沙湾路北、沙湾路口、樟树布社区、南岭村、

南湾街道办、南威中心花园北、大芬油画村、木棉湾地铁站①

、龙珠花园③、荣超花园④、草埔地铁站④、宝安北路口、泥

岗村牌坊、海外装饰大厦①、中心公园、人才大厦、岗厦村、

高训大厦、福民新村、福民公安小区、福田水围村、益田花园

西、绒花路口西①、福源花园二期、福保桂花苑南、福田保税

区总站（新）

福田保税区总站（新）、三号隧道口、红树绿洲、福源花园、绒

花路口东②、益田花园西①、益田花园、福田水围村、福民公安

小区、福民新村、高训大厦、岗厦村、人才大厦、中心公园、海

外装饰大厦①、深中泥岗分校、泥岗村①、宝安北路口②、草埔

地铁站②、荣超花园④、龙珠花园、木棉湾地铁站①、大芬油画

村、南威中心花园北、南湾街道办、南岭村、樟树布社区、沙湾

路口、沙湾路北、沙湾公交场站

沙湾路、布沙路、布龙路、大芬立交、龙岗大道、龙岗大道辅路、

龙岗大道、龙岗大道辅路、文锦北路、洪湖立交桥、泥岗东路、泥

岗东路入口、泥岗东路、泥岗东路出口、泥岗东路、泥岗西路辅路

、泥岗西路入口、泥岗西路、泥岗西路辅路、泥岗西路、华富路、

振华路、振华西路、福中路、彩田路、福强路、益田路、绒花路、

平冠道、桂花路

桂花路、紫荆道、绒花路、益田路、福强路、彩田路、福中路、振华西路、

振华路、华富路、泥岗西路、泥岗西路辅路、泥岗东路、泥岗西路、泥岗西

路出口、泥岗西路辅路、泥岗东路、洪湖立交桥、文锦北路、龙岗大道、龙

岗大道辅路、龙岗大道、大芬立交、布龙路、布沙路、沙湾路

206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481 清丽路总站

火车站西广场公交

总站

清丽路总站、报业传媒产业园、龙华书刊大厦、亚洲工业区、

佳兆业城市广场、岗头地铁站、象角塘西、万科城实验学校、

万科城、中海日辉台、黄金山公园、坂田东村、金洲嘉丽园、

扬马市场、富豪花园、珠江旭景佳园、坂雪岗大道路口、虎山

路口、光雅园路口、光雅园地铁站、南坑地铁站、星光之约②

、五和雅南路口、万家灯火、滢水山庄①、民乐地铁站①、梅

龙天桥、长城开发、笔架山公园、市二医院②、华新村临时站

、群星广场、妇儿医院、少儿图书馆、荔枝公园①、深圳书城

、宝安南路、金威大厦、穿孔桥、渔民村、火车站西广场公交

总站

火车站西广场公交总站、渔民村、穿孔桥、金威大厦、宝安南路

、市公安局②、荔枝公园①、少儿图书馆、妇儿医院、群星广场

、华新村临时站、市二医院①、笔架山公园、长城开发、梅龙天

桥、民乐地铁站③、滢水山庄①、万家灯火、五和雅南路口、星

光之约②、南坑地铁站、光雅园路口、阳光湾畔、虎山路口、珠

江旭景佳园、富豪花园、扬马市场、金洲嘉丽园、坂田东村、黄

金山公园、中海日辉台、万科城、万科城实验学校、象角塘西、

岗头地铁站、佳兆业城市广场、亚洲工业区、彩煌公司①、深圳

烟草工业公司、清丽路总站

清丽路、清祥路、石清大道、坂李大道、坂雪岗大道、永香路、五

和大道、梅坂大道、梅观路、皇岗路、笋岗西路、华富支路、华富

路、红荔路、红岭中路、深南东路、宝安南路、嘉宾路、和平路

和平路、嘉宾路、宝安南路、解放路、深南东路、红岭中路、红荔路、华富

路、笋岗西路、皇岗路、梅观路、梅坂大道、

207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482 鹿丹村公交总站

罗湖投控大厦公交

总站

鹿丹村公交总站、鹿丹村、金威大厦、中国银行大厦、门诊部

②、东门④、东门中①、翠竹苑、翠竹万家、康宁医院、翠北

实验小学、田贝四路、笋岗村牌坊、田心村、深业车城、腾邦

大厦、罗湖投控大厦公交总站

罗湖投控大厦公交总站、腾邦大厦、深业车城北、深业车城、田

心村、笋岗村牌坊、田贝四路、翠北实验小学、田贝地铁站、康

宁医院、翠竹万家、翠竹苑、东门中①、晒布路、东门街道办、

深圳戏院、地王大厦、红岭南路①、鹿丹村公交总站

滨河大道、宝安南路、嘉宾路、建设路、深南东路、东门中路、东

门北路、翠竹路、田贝四路、梅园路、宝岗路、清水河三路、清水

河一路

清水河一路、清水河三路、宝岗路、梅园路、田贝四路、翠竹路、东门北路

、东门中路、晒布路、新园路、解放路、和平路、深南东路、红岭南路、滨

河大道

208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483 大铲湾公交总站 后海地铁站

大铲湾公交总站、富通城三期、富通城、宝安一外初中部、中

英公学、渔业社区、西乡麻布社区、西乡步行街、西乡径贝村

、开屏花园、翻身小学、海滨广场、翻身地铁站、西城上筑、

宝安实验学校①、星海名城、大新小学、大新村、大板桥、学

府路中、荔苑小区、南航公司、荔园大厦、南山书城地铁站②

、佳嘉豪苑、创业路东、观海台、海岸城、后海地铁站

后海地铁站、创业路东、佳嘉豪苑、南山书城地铁站②、海德二

道路口、荔苑小区、学府路中、大板桥、大新村、大新小学、星

海名城、中南花园、甲岸路口、翻身地铁站、海滨广场、翻身小

学、开屏花园、河东、西乡麻布社区、西乡宝城花园、渔业社区

、中英公学、宝安一外初中部、富通城、富通城三期、大铲湾公

交总站

西乡大道、兴业路、海城路、宝安大道、新安六路、新安五路、翻

身路、创业一路、宝安大道、前海路、学府路、南山大道、滨海大

道、滨海大道辅路、滨海南海立交桥、南海大道、创业路、文心五

路、海德三道、后海滨路

后海滨路、创业路、南海大道、滨海南海立交桥、南海大道、海德二道、南

山大道、学府路、前海路、深南大道、宝安大道、创业一路、翻身路、新安

五路、宝安大道、海城路、兴业路、西乡大道

209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484 大铲湾公交总站

深圳湾口岸公交首

末站

大铲湾公交总站、富通城三期、富通城、宝安一外初中部、中

英公学西、豪业华庭、深业新岸线西、西岸花园西、宝安地铁

站南、宝安行政中心北、尚都花园、金成名苑、西城上筑、宝

安实验学校②、星海名城、大新小学、大新村、南山残联、鼎

太风华、南山村西、南山党校、荔林地铁站、城市山林东、南

油西地铁站、荔秀文化街、蛇口沃尔玛、蛇口人民医院、蛇口

税务办税大厅、蛇口体育中心、花果山、蛇口戏院、南山妇幼

保健院、蛇口新街、东角头、海怡湾、恒裕滨城、卓越维港、

曦湾华府、深圳湾口岸公交首末站

深圳湾口岸公交首末站、宝能太古城、恒裕滨城、阳光海滨、东

角头、蛇口新街、南山妇幼保健院、蛇口戏院、花果山、蛇口体

育中心、蛇口税务办税大厅、蛇口人民医院、蛇口沃尔玛①、荔

秀文化街、南油西地铁站、城市山林东、荔林地铁站、南山党校

、南山村西、鼎太风华、南山残联、大新村、大新小学、星海名

城、中南花园、中商花园、甲岸路口、尚都花园、宝安行政中心

北、西岸花园西、深业新岸线西、豪业华庭、中英公学西、宝安

一外初中部、富通城、富通城三期、大铲湾公交总站

西乡大道、兴业路、裕安一路、宝安大道、前海路、东滨路、南海

大道、工业七路、公园路、公园南路、蛇口新街、科苑南路、中心

路、东滨路、口岸联络道、西一路

科苑南路、东滨路、东滨路、中心路、科苑南路、蛇口新街、公园南路、公

园路、工业七路、南海大道、东滨路、前海路、深南大道、宝安大道、裕安

一路、兴业路、兴业路、西乡大道



序号 业户名称 线路编号 起点站 终点站 上行途径站点 下行途径站点 上行途径道路 下行途径道路

210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486

香山里花园公交总

站
欢乐海岸总站

香山里花园公交总站、侨北三街、侨北一街、纯水岸西、南山

第二实验学校、波托菲诺、天鹅堡东、华侨城医院南、华侨城
创意文化园、光华街、华侨城小学、生态广场、欢乐谷、世界

之窗①、白石洲③、南山中英文学校、美庐锦园、石洲中路、

深湾二路、华侨城中学高中部、海滨实验小学、红树湾地铁站

、瑞河耶纳北门、白石路中、欢乐海岸、欢乐海岸总站

欢乐海岸总站、海滨实验小学、华侨城中学高中部、百纳广场、

石洲中路、美庐锦园、南山中英文学校、白石洲②、世界之窗①

、何香凝美术馆②、欢乐谷、生态广场、华侨城小学、光华街、

华侨城创意文化园、华侨城医院南、天鹅堡东、波托菲诺、南山

第二实验学校、纯水岸西、侨城馨苑、香山里花园公交总站

侨北三街、侨北一街、香山西街、香山中街、香山东街、汕头街、
侨城东街、侨城西街、深南大道、沙河东路、深南大道、石洲中路

、深湾一路、白石路、深湾二路、白石二道、深湾一路、白石三道

、深湾三路、白石路、海园二路、滨海大道辅路

滨海大道辅路、深湾一路、白石二道、深湾二路、白石路、石洲中路、深南

大道、侨城西街、侨城东街、汕头街、香山东街、香山中街、香山西街、沙

河东路、侨北三街

211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487 欧洲城总站 沙河东公交总站

欧洲城总站、香山西街路口、白石洲西、白石洲①、世界之窗

①、何香凝美术馆、华侨城地铁站、锦绣中华②、侨城东地铁

站、金海燕花园、港大医院、欢乐海岸、白石路中、瑞河耶纳

南门、深湾二路、沙河东公交总站

沙河东公交总站、海滨实验小学、华侨城中学高中部、百纳广场

、瑞河耶纳北门、白石路中、欢乐海岸、港大医院、金海燕花园

②、侨城东地铁站、锦绣中华②、华侨城地铁站、何香凝美术馆

①、世界之窗①、白石洲①、香山西街路口、欧洲城总站

欧环路、沙河东路、深南大道、侨城东路、白石路、深湾四路、白

石三道、深湾三路、白石路、深湾二路、白石三道

深湾一路、白石二道、深湾二路、白石路、侨城东路、深南大道、沙河东路

、欧环路

212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489

月亮湾填海区公交

总站
赤湾地铁站

月亮湾填海区公交总站、信利康大厦、月亮湾花园、月亮湾花

园三号门、棉山路口、月亮湾综合车场、海星码头、保税港区

、南山垃圾发电厂、妈湾发电厂、海运大厦、老办公楼、南海

粮食、南海油脂、赤湾港、南山公司、天后宫、赤湾地铁站

赤湾地铁站、天后宫、南山公司、赤湾港、南海油脂、南海粮食

、老办公楼、海运大厦、妈湾发电厂、南山垃圾发电厂、保税港

区、海星码头、月亮湾综合车场、棉山路口、月亮湾花园三号门

、月亮湾花园、信利康大厦、月亮湾填海区公交总站

听海大道、妈湾二路、兴海大道、前海路、棉山路、月亮湾大道、

妈湾大道、右炮台路、赤湾二路、赤湾七路、赤湾六路、华英路、

港航路

港航路、华英路、赤湾六路、赤湾七路、赤湾二路、右炮台路、妈湾大道、

月亮湾大道、棉山路、前海路、兴海大道、妈湾二路、听海大道

213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492 丽康总站 前海合作区总站

丽康总站、大磡商业街路口、怡华工业区、大磡二村口、大磡

工业区、大磡社康中心、大磡工业一路口、麒麟山疗养院、麒

麟山庄接待处、资本市场学院东、沁园西丽湖路口、动物园、
丽岛、深职院西丽湖校区、九祥岭①、西丽法庭③、西丽社区

①、茶光②、文光村、茶光石鼓路口、茶光路中、第二高级中

学、TCL国际E城、同乐村、同乐学校、中山园、南山农批市场

、中山公园东门、南山公安分局、南山文体中心、市六医院、

桃园南新路口、大新地铁站、大新村、南山残联、鼎太风华、

南山村西、南海中学、前海合作区、紫荆园、前海合作区总站

前海合作区总站、紫荆园、前海合作区、南山村西、鼎太风华、

南山残联、大新村、大新地铁站、桃园南新路口、市六医院、南

山文体中心、南山公安分局、中山公园东门、南山农批市场、中
山园、同乐学校、同乐村、TCL国际E城、第二高级中学、茶光路

中、茶光石鼓路口、文光村、茶光②、西丽社区①、西丽法庭②

、九祥岭①、深职院西丽湖校区、丽岛、动物园、沁园西丽湖路

口、资本市场学院东、麒麟山庄接待处、麒麟山疗养院、大磡工

业一路口、大磡社康中心、大磡工业区、大磡二村口、怡华工业

区、大磡商业街路口、丽康总站

丽康路、工业一路、沁园路、西丽路、西丽湖路、沙河西路、茶光

路、中山园路、南山大道、桃园路、前海路、东滨路、前湾一路

前湾一路、听海大道、梦海大道、前湾一路、东滨路、前海路、桃园路、南

山大道、前进路、南山大道、中山园路、茶光路、沙河西路、西丽湖路、西

丽路、沁园路、工业一路、沁园路、丽康路

214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493

深圳湾口岸公交首

末站

深圳湾口岸公交首

末站

深圳湾口岸公交首末站、日出剧场、婚庆公园、运动广场、澳

城花园、湾厦地铁站、育才四小、工业七路口、四海公园南、

蛇口体育中心、蛇口税务办税大厅、蛇口海关缉私分局、工业

六路路口、兰溪谷、海上世界地铁站、蛇口网谷、招商发展中

心、蛇口税务办税大厅、蛇口体育中心、四海公园南、工业七

路口、育才四小、湾厦地铁站、澳城花园、海怡湾、运动广场

、婚庆公园、日出剧场、望海东滨路口、深圳湾口岸公交首末

站

、科苑南路、东滨路、东滨沙河西立交桥、望海路、中心路、科苑

南路、后海滨路、工业七路、沿山路、工业五路、沿山路、工业三

路、兴华路、太子路、工业三路、南海大道、工业七路、后海滨路
、科苑南路、中心路、望海路、东滨沙河西立交桥、东滨路、口岸

联络道、西一路、

215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499 福田口岸公交总站 梅林一村总站

福田口岸公交总站、福田水围村、福田水围天桥、益田花园西

、第三中学初中部、益田村南、石厦南、市文化创意园、福保

街道办、新洲花园、华强职校、商报社、景鹏大厦、下梅林市

场、梅林一村总站

梅林一村总站、下梅林市场①、景鹏大厦、商报社、华强职校、

新洲花园、福保街道办、市文化创意园、石厦南、益田村南、第

三中学初中部、益田花园西②、益田花园、福田水围天桥、福田

水围村、福田口岸公交总站

裕亨路、国花路、金田路、福强路、益田路、福荣路、益田五路、

福荣路、新洲路、梅华路、梅丽路、梅林路、梅山街

梅山街、梅林路、梅丽路、梅华路、新洲路、新洲新南街、新洲路、新洲路

、福荣路、益田路、福强路、福强路、国花路、裕亨路、

216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500 简上村公交总站 安托山场站

简上村公交总站、简上村公交站、上芬小学新校区、金地上塘

道、水尾、东边②、民康路口、横岭二区、横岭、民乐地铁站

②、梅龙天桥、长城开发、莲花一村、莲花中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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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

雅苑、皇岗公园、益田村、妇幼保健院、新洲村、沙尾、上沙

村②、天安数码城、招商银行大厦③、高级中学南校区、农林

地铁站、市眼科医院、经济犯罪侦查局、鸿新花园①、安托山

场站、

安托山场站、侨城东路口、园博园北门、鸿新花园、经济犯罪侦

查局、市眼科医院、农林地铁站、高级中学南校区、深圳风湿病

医院、东海花园、香蜜红荔立交、天安数码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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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华三路口、大中华国际广场、市民中心东、武警

支队、莲花中学、中级法院、福田党校、民乐地铁站②、惠鑫公

寓①、横岭、横岭二区、民康路口、东边、水尾、金地上塘道、

上芬小学新校区、简上村公交站、简上村公交总站、

简上路、民塘路、上塘路、布龙路、民治大道、民治路、梅观高速

公路、梅观立交桥、梅观高速公路、皇岗路、北环皇岗立交桥、皇

岗路、笋岗西路、莲花立交桥、彩田路、福中路、金田路、深南金

田立交桥、金田路、福华三路、益田路、滨河益田立交、益田路、

福强路、香蜜湖路、香蜜湖立交桥、深南大道、香蜜湖立交桥、深

南大道、农林路、侨香路

侨香路、农林路、香林路、农园路、红荔西路、香蜜湖路辅道、香蜜湖路、

福强路、益田路、滨河益田立交、益田路、福华三路、滨河金田立交桥、金

田路、深南金田立交桥、金田路、福中路、彩田路、莲花立交桥、彩田路、

北环彩田立交桥、彩田路、彩梅立交、彩田路、梅观高速公路、梅观立交桥

、梅观高速公路、民乐立交、梅龙路、民乐路、民治大道、布龙路、上塘路

、简上路

217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506

深圳湾口岸公交首

末站
中山园场站

深圳湾口岸公交首末站、后海滨路口、北师大附中、南门一坊

、南海东滨路口①、南油地铁站①、南山书城地铁站①、海德

二道路口、荔苑小区、常兴新村、桃园南新路口、南贸市场、

南头街道办、星海名城、新安古城、南山公安分局、中山公园

东门、南山农批市场、中山园场站

中山园场站、南山农批市场、中山公园东门、南山公安分局、新

安古城、星海名城、南头街道办、南山欢乐颂、桃园南新路口、

常兴新村、荔苑小区、南航公司、南山派出所、中油大厦、南园

综合大楼、南海小学、南油地铁站①、南门一坊、北师大附中、

后海滨路口、深圳湾口岸公交首末站

科苑南路、东滨路、南海大道、滨海南海立交桥、南海大道、海德

二道、南山大道、学府路、常兴路、桃园路、南新路、南头街、前

海路、深南大道、南山大道、前进路、南山大道、华泰路

华泰路、南山大道、深南大道、前海路、南头街、南新路、桃园路、常兴路

、学府路、南山大道、登良路、南光路、创业路、南海大道、东滨路、口岸

联络道、西一路

218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507

深圳湾口岸公交首

末站
大铲湾公交总站

深圳湾口岸公交首末站、后海滨路口、北师大附中、南门一坊

、荔秀文化街、南油西地铁站、城市山林东、荔林地铁站、南
山党校、南山村西、陈郁故居、鼎太风华、南山残联、大新村

、大新小学、星海名城、中南花园、中商花园、丽晶国际、宝

安行政中心、西岸花园、深业新岸线、径贝居委会、坪洲地铁

站、永丰路口、圣淘沙、富通城二期、富通城三期、大铲湾公

交总站

大铲湾公交总站、富通城三期、富通城二期、圣淘沙、永丰路口

、坪洲地铁站、径贝居委会、福中福、深业新岸线、西岸花园、
宝安行政中心、丽晶国际、西城上筑、甲岸路口、中商花园、宝

安实验学校①、星海名城、大新小学、大新村、南山残联、鼎太

风华、南山村西、南山党校、荔林地铁站、城市山林东、南油西

地铁站、荔秀文化街、南门一坊、北师大附中、后海滨路口、深

圳湾口岸公交首末站

科苑南路、东滨路、前海路、深南大道、宝安大道、创业一路、宝

源南路、新安六路、新湖路、西乡大道

西乡大道、新湖路、新安六路、宝源南路、创业一路、宝安大道、前海路、

东滨路、口岸联络道、西一路

219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508

上李朗科技园（巴

士四公司）
火车站

上李朗科技园（巴士四公司）、左右家私、李朗国际珠宝园、

第三人民医院、联创科技园、布吉交警中队、尚峰花园、布澜

路口、大芬地铁站②、东方半岛、大芬油画村、南威中心花园

北、南岭村、樟树布社区、水库、水库新村①、竹园宾馆②、

留医部②、东门中①、东门②、金城大厦②、金光华广场、火

车站

火车站、人民南地铁站、金光华广场、金城大厦②、东门②、东

门中①、留医部①、竹园宾馆、水库新村、水库、樟树布社区、

南岭村、百门前工业区、大芬油画村、大芬地铁站②、布澜路口

、尚峰花园、布吉交警中队、联创科技园、第三人民医院、李朗

国际珠宝园、左右家私、上李朗科技园（巴士四公司）

平吉大道、布澜路、龙岗大道、大芬立交、龙岗大道、吉政路、广

场路、政清路、东西干道、布沙路、大芬立交、布沙路、丹平快速

路、求水岭隧道、丹平快速路、猫公坝隧道、丹平快速路、九尾岭

隧道、丹平快速路、沙湾路、爱国路、东门北路、东门中路、东门

南路、嘉宾路、人民南路

建设路、人民南路、嘉宾路、东门南路、东门中路、东门北路、爱国路、沙

湾路、丹平快速路、九尾岭隧道、丹平快速路、猫公坝隧道、丹平快速路、

求水岭隧道、丹平快速路、布沙路、大芬立交、龙岗大道、布澜路、平吉大

道

220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518 南头火车西站 TCL国际E城总站

南头火车西站、阳光棕榈园、大新村、大新小学、星海名城、

深南北环立交①、宝安交通运输局①、灵芝地铁站、公园路西
一巷、诺铂广场、文汇学校、前进天虹商场、上合新村、上合

小学、上合市场、瓦窑花园、东方明工业城、新安综合执法队

、中粮创芯公园北、兴东地铁站、雪花啤酒厂、TCL国际E城总

站

TCL国际E城总站、汇聚创新园、雪花啤酒厂、兴东地铁站、中粮

创芯公园北、新安综合执法队、新安综合执法队、新安综合执法
队、东方明工业城、瓦窑花园、上合市场、上合小学、上合新村

、前进天虹商场、文汇学校、诺铂广场、公园路西一巷、灵芝地

铁站、宝安交通运输局②、深南北环立交②、星海名城、大新小

学、大新村、阳光棕榈园、南头火车西站

西站前路、学府路、前海路、深南大道、广深公路、创业立交、创

业二路、前进一路、新安四路、公园路、上川路、大宝路、创业二

路、留仙三路、留仙大道、同乐路、留仙二路、

、留仙二路、同乐路、留仙三路、宝石路、创业二路、大宝路、上川路、公

园路、新安四路、前进一路、创业二路、创业立交、广深公路、深南大道、

前海路、学府路、月亮湾大道、西站前路



序号 业户名称 线路编号 起点站 终点站 上行途径站点 下行途径站点 上行途径道路 下行途径道路

221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519 皇庭广场总站

海上世界公交接驳

站

皇庭广场总站、会展中心、卓越时代广场、购物公园地铁站、

新洲花园、福保街道办、新洲村、沙尾、上沙村②、红树林、

深圳湾公园地铁站②、南山区行政服务大厅、华润深圳湾、卓

越后海中心、漾日湾畔、海岸城、学府中学、北师大附小、后
海新村、海月花园、半岛花园、湾厦村、永乐新村、东角头、

蛇口新街、南山妇幼保健院、蛇口戏院、招商大厦、水湾地铁

站、海上世界公交接驳站

海上世界公交接驳站、水湾地铁站、招商大厦、蛇口戏院、南山

妇幼保健院、蛇口新街、东角头、永乐新村、湾厦村、半岛花园

、海月花园、后海新村、北师大附小、中洲控股中心大厦、学府

中学、海岸城、滨海之窗、深圳湾体育中心、深圳湾公园地铁站

、红树林、下沙①、上沙村、沙尾、新洲村、福保街道办、新洲

花园、购物公园地铁站、卓越时代广场、皇庭广场总站

福华路、福田中心五路、福华三路、福田中心四路、中心四路、福

华路、福新立交桥、新洲路、福强路、车公庙立交、滨河大道、滨

海大道、滨海沙河西立交、沙河西路、海德三道、文心五路、海德
一道、后海大道、蛇口新街、公园南路、招商路、水湾路、太子路

、工业三路

太子路、水湾路、招商路、公园南路、蛇口新街、后海大道、海德一道、文

心五路、滨海大道、滨河大道、福强路、新洲路、福新立交桥、福华路

222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520 大梅沙闻檀道场站

福田交通枢纽公交

场站

大梅沙闻檀道场站、海滨浴场①、盐田外语学校、东海岸运动

公园、东海岸三期、东部华侨城西门、海港大厦、周大福大厦

、盐田港西地铁站①、盐田公安分局、盐田汽车站、盐田区政

府、沙头角邮局、三家店、沙头角地铁站、桐馨园、罗湖公安

分局、莲塘①、罗湖体育馆①、黄贝岭、上步中学②、赤尾地

铁站、岗边村①、福滨新村②、联合广场、会展中心南、新洲

村牌坊①、福田体育公园、下沙②、深圳人才园①、福田交通

枢纽公交场站

福田交通枢纽公交场站、海滨生态体育公园东、下沙①、福田体

育公园、新洲村牌坊①、会展中心南、联合广场②、福滨新村②

、岗边村①、赤尾地铁站、上步中学②、黄贝岭、罗湖体育馆①

、莲塘、长岭、桐馨园、沙头角地铁站、沙头角行政服务大厅、

三家店、沙头角邮局、盐田区政府、盐田汽车站、盐田公安分局

、盐田港西地铁站①、周大福大厦、海港大厦、东部华侨城西门

、东海岸三期、东海岸运动公园、盐田外语学校、大梅沙闻檀道

场站

闻檀道、环碧路、环梅路、环碧路、艺海路、S30惠深沿海高速、深

盐路、S30惠深沿海高速、深盐路、沙盐路、沙深路、深盐路、罗沙

路、罗沙路辅路、罗沙路、沿河北路辅路、沿河北路、沿河北路辅

路、怡景路、沿河北路辅路、沿河北路、沿河北路辅路、沿河南路

辅路、沿河南路、江背路、春风路、船步路、滨河大道、上步南路

、滨河大道、滨河大道辅路、滨河大道、滨河大道辅道、泰然一路

、滨河大道辅道、滨河大道、滨河大道辅道、滨河大道、红树林路

、白石路、红树林路、深南大道、金顺路

金顺路、白石路、广深竹子林立交、滨河大道辅道、滨河大道、滨河大道辅

路、滨河大道、船步路、春风路、春风路高架桥、南湖路、沿河南路辅路、

沿河南路、沿河南路辅路、沿河北路辅路、罗沙路辅路、罗沙路、罗芳路、

罗沙路、罗沙路辅路、罗沙路、沙深路、沙盐路、深盐路、S30惠深沿海高速

、深盐路、S30惠深沿海高速、S30惠深沿海高速出口、艺海路、S30惠深沿海

高速出口、环碧路、环梅路、闻檀道

223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521

坂田互联e时代总

站
万科五园公交总站

坂田互联e时代总站、高力特、美家福百货、雪岗南吉华路口、

上雪市场、下雪商业城、雪象新村、岗头地铁站、象角塘西、

华为单身公寓北、华电、华为软件中心、坂兴路口、五和路口

北、五和路口、五和地铁站、四季花城①、光雅园路口、龙岸

花园、华南物流、华南实验学校、荣域碧水龙庭、皓月花园、

樟坑三区、樟坑村口、玉龙民塘路口、龙华玉龙新村、白石龙

幼儿园、白石龙村、白石龙地铁站、书香门第、滢水山庄②、

万家灯火、五和雅南路口、星光之约、南坑地铁站、家和花园

、雅园路口、坂田手造文化街、万科五园公交总站

万科五园公交总站、坂田手造文化街、雅园路口、光雅园地铁站

、南坑地铁站、星光之约、五和雅南路口、万家灯火、滢水山庄

②、澳门新村、白石龙地铁站、白石龙村、白石龙幼儿园、龙华

玉龙新村、玉龙民塘路口、樟坑村口、樟坑三区、皓月花园、荣

域碧水龙庭、华南物流、龙岸花园、光雅园地铁站、光雅园路口

、四季花城②、五和地铁站、五和路口、五和路口北、坂兴路口

、华为软件中心、华电、华为单身公寓北、象角塘西、城市山海

云汇、雪象新村、下雪商业城、上雪市场、雪岗南吉华路口、美

家福百货、高力特、坂田互联e时代总站

马安堂中兴路、环城南路、环城东路、环城路、环城北路、坂雪岗

大道、稼先路、五和大道、雅园路、华南路、民康路、玉龙路、民

塘路、金龙路、梅坂大道、五和大道、雅园路、虎山路、环城南路

环城南路、虎山路、雅园路、五和大道、梅坂大道、金龙路、民塘路、玉龙

路、民康路、华南路、雅园路、五和大道、稼先路、坂雪岗大道、环城北路

、环城路、环城南路、环城东路、中兴路(西)、环城南路、永香路、环城南

路、马安堂中兴路

224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N25 清水河 皇岗口岸

清水河、深圳边检总站医院②、红岗西村、红岭泥岗立交、市

检察院②、建设集团临时站、少儿图书馆、妇儿医院、圣廷苑

酒店、华新村临时站、海外装饰大厦②、上海宾馆西①、田面

、皇岗口岸

皇岗口岸、田面、上海宾馆西①、海外装饰大厦②、华新村临时

站、圣廷苑酒店、妇儿医院、少儿图书馆、建设集团临时站、市

检察院②、红岭泥岗立交、红岗西村、深圳边检总站医院①

红岗路、红岭北路、红岭中路、红荔路、无名路、红荔路、无名路

、红荔路、华富路、无名路、华富路、深南大道、深南皇岗立交、

皇岗路、滨河皇岗立交、滨河大道、福田南路、百合三路、同庆路

、百合路、无名路

无名路、百合路、同庆路、百合三路、皇岗路、深南皇岗立交、深南大道、

无名路、福明路、华富路、无名路、红荔路、红岭中路、红岭北路、红岗路

、无名路、红岗路、无名路、红岗路

225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N27

深圳湾口岸公交首

末站

深圳湾口岸公交首

末站

深圳湾口岸公交首末站、后海滨路口、海月地铁站②、半岛花

园北、文竹园、四海小区、蛇口沃尔玛②、南海东滨路口①、

南油地铁站①、南山书城地铁站②、桂庙新村、市六医院、桃

园南新路口、南山欢乐颂、南新深南天桥①、深南北环立交①

、宝安交通运输局、裕安路口、上川路口、西乡路口、宝安中

心医院、西乡立交①、大益广场、西乡盐田大门、圣淘沙、富
通城二期、大铲湾公交总站

科苑南路、东滨路、后海滨路、工业八路、南海大道、桃园路、南

新路、深南大道、前海路、深南大道、广深公路、广深公路辅路、

广深公路、广深公路辅路、广深公路、西乡大道

226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N3 草埔吓屋村总站 福田高铁站

草埔吓屋村总站、绿景山庄、华港新村、理想新城、戒毒所、

布心山庄、金稻田路口、翠园中学东晓校区、东湖路、景亿山

庄、彩世界家园、水库、水库新村①、竹园宾馆②、留医部②

、东门中①、东门②、人民桥、市公安局①、新闻大厦、兴华

宾馆东、上海宾馆、田面、海关综合大楼、市民广场东、广电

大厦②、福田高铁站

福田高铁站、市民广场东、海关综合大楼、田面、上海宾馆、兴

华宾馆东、新闻大厦、地王大厦、人民桥、东门②、东门中①、

留医部①、竹园宾馆、水库新村、水库、九尾岭隧道口、彩世界

家园、景亿山庄、东湖路、翠园中学东晓校区、金稻田路口、布

心山庄、戒毒所、理想新城、华港新村、绿景山庄、草埔吓屋村

总站

金稻田路、东湖路、太白路、东湖路、沙湾路、爱国路辅路、爱国

路、爱国路辅路、东门北路、东门中路、深南东路、宝安南路、解

放路、深南东路、深南中路、深南大道、深南彩田立交桥、深南金

田立交桥、深南大道、深南新洲立交桥、新洲路、深南新洲立交桥

、深南大道、福华一路、益田路、深南益田立交

深南益田立交、深南大道、深南金田立交桥、深南彩田立交桥、深南大道、

深南中路、深南东路、东门南路、东门中路、东门北路、怡景路、爱国路、

爱国路、爱国路辅路、爱国路、沙湾路、东湖路、太白路、东湖路、金稻田

路、金稻田路、南环路、金稻田路、

227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N4 火车站 福田高铁站

火车站、人民南地铁站、建设路、市公安局②、市委、兴华宾

馆东、上海宾馆、田面、岗厦北地铁站①、海关综合大楼、广

电大厦②、特区报社①、香蜜湖①、深南香蜜立交②、招商银

行大厦②、竹子林①、深圳人才园、园博园②、锦绣中华②、

何香凝美术馆②、世界之窗①、白石洲①、大冲②、科技园②

、深大北门②、南新深南天桥②、南山欢乐颂、桃园南新路口
、市六医院、市六医院东、南航公司、南山派出所、中油大厦

、南园村东、蛇口沃尔玛、玫瑰园、花果山、招商大厦、水湾

地铁站、海上世界地铁站、新时代广场、蛇口港地铁站、蛇口

港交警中队、天后宫、南山公司、赤湾港、南海油脂、南海粮

食、海运大厦

福田高铁站、广电大厦②、特区报社①、香蜜湖①、深南香蜜立

交②、招商银行大厦②、竹子林①、深圳人才园、园博园②、锦

绣中华②、何香凝美术馆②、世界之窗①、白石洲①、大冲②、

科技园②、深大北门②、南新深南天桥②、南山欢乐颂、桃园南

新路口、市六医院、市六医院东、南航公司、南山派出所、中油

大厦、南园村东、荔林地铁站、南山党校、太子山庄①、南山实

验荔林小学、青青世界、深大附中、南山花园、前海兴海路口、

月亮湾花园东、荔山工业园总站

建设路、人民南路、春风路、建设路、解放路、深南东路、深南中

路、深南大道、深南金田立交桥、深南大道、深南新洲立交、深南

大道、香蜜湖立交桥、深南大道、福田立交、深南大道、沙河立交

、深南大道、深南南海立交桥、深南大道、南新路、桃园路、南山
大道、东滨路、南海大道、工业八路、公园北路、招商路、水湾路

、太子路、工业一路、南海大道、港湾大道、松湖路、赤湾六路、

赤湾七路、赤湾二路、右炮台路

深南益田立交、深南大道、南新路、桃园路、南山大道、东滨路、前海路、

妈湾二路、兴海大道、沿山路

228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N8 桃源村总站 滨海之窗南

桃源村总站、桃源村、龙井地铁站、新屋村、珠光地铁站①、

珠光村①、桃源文体中心、珠光北路、众冠花园、西丽法庭①

、西丽社区②、茶光、松坪山、英伦名苑、大冲②、科技园②

、深大北门②、深圳大学、桂庙新村、南山书城地铁站②、佳

嘉豪苑、创业路东、海岸城、滨海之窗南

滨海之窗南、海岸城、创业路东、佳嘉豪苑、南山书城地铁站①

、桂庙新村、深圳大学、深大北门②、科技园②、大冲②、英伦

名苑、松坪山、茶光①、西丽社区②、桃源文体中心、珠光村①

、珠光地铁站①、新屋村、龙井地铁站、桃源村、桃源村总站

无名路、龙珠六路、龙珠大道、龙珠二路、珠光路、珠光北路、留

仙大道、沙河西路、沙河西路（南）、深南沙河立交、深南大道、

深南南海立交、南海大道、创业路、文心五路、海德三道

海德三道、后海大道、滨海大道辅路、文心五路、创业路、南海大道、桃园

路、南海大道、深南南海立交、深南大道、沙河西路、珠光路、龙珠二路、

龙珠大道、龙珠六路、无名路

229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N9 民乐地铁站② 福田保税区总站

民乐地铁站②、翰岭院、档案中心、万科大厦、福田二医院、

上梅林市场、梅林三村东、梅林三村、梅林二村、下梅林市场

②、景鹏大厦、莲花山西②、莲花山公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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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岗中学、

福民地铁站、福强路口、福田水围村、益田花园西、绒花路口

西①、福源花园二期、保税区四号门、福田保税区总站（新）

福田保税区总站、三号隧道口、红树绿洲、福源花园、绒花路口
东①、益田花园西①、益田花园、福田水围村、福强路口、福民

地铁站、皇岗中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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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山公园①、莲花山西②、商报社、

景鹏大厦、下梅林市场、梅林一村、梅林二村、梅林三村、梅林

三村东、上梅林村、上梅林市场、福田二医院、万科大厦、第二

高级技工学校、福田党校、民乐地铁站②

、梅观路、皇岗北路、梅林八号路、凯丰路、梅林路、中康路、福

田梅华路、梅村路、梅林路、梅丽路、福田梅华路、新洲路、红荔

路、益田路、福田福中路、金田路、福强路、益田路、绒花路、平

冠路、福田桂花路

福田桂花路、紫荆道、绒花路、益田路、福强路、金田路、福田福中路、益

田路、红荔路、新洲路、福田梅华路、梅丽路、梅林路、梅村路、福田梅华

路、中康路、梅林路、彩田路、梅观路

230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滨海休闲观光假

日专线

福田交通枢纽公交

场站

福田交通枢纽公交

场站

福田交通枢纽公交场站、滨海东、红树林、滨海中②、深湾二

路口、流花山公园、日出剧场、婚庆公园、运动广场、蛇口广

场、运动广场、婚庆公园、日出剧场、望海东滨路口、流花山

公园、火炬塔广场、滨海沙河东立交、滨海深湾立交、滨海中

、红树林、福田交通枢纽公交场站

三号路、白石路、滨海大道、滨海沙河西立交、沙河西路、后海二

桥、沙河西路、后海大桥、沙河西路、东滨沙河西立交桥、望海路

、八号路、蛇口新街、金世纪路、望海路、沙河西路、后海大桥、

沙河西路、后海二桥、沙河西路、滨海大道、滨海深湾立交桥、滨

海大道、滨海侨城东立交、滨海大道、白石路、三号路



序号 业户名称 线路编号 起点站 终点站 上行途径站点 下行途径站点 上行途径道路 下行途径道路

231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高快巴士70号 水围村公交首末站

福田交通枢纽公交

场站

水围村公交首末站、嘉义源科技园、大浪新围新村、新围社区

公园、大船坑、水围新村、大浪街道办、万盛百货、英泰工业

区、墩背社区、新城市花园、狮头岭村委、弓村、山咀头、龙

华地铁站、龙胜地铁站、龙军花园、香蜜红荔立交、天安数码

城、下沙①、福田交通枢纽公交场站

福田交通枢纽公交场站、竹子林①、下沙②、天安数码城、香蜜

红荔立交、部九窝、龙胜地铁站、龙华地铁站、弓村、狮头岭村

委、新城市花园、墩背社区、英泰工业区、万盛百货、大浪街道

办、水围新村、大船坑、新围社区公园、大浪新围新村、嘉义源

科技园、水围村公交首末站

华丰路、华荣路、华宁路、大浪北路、大浪南路、东环一路、和平

路、福龙路、长岭陂大桥、福龙路、白石岭隧道、福龙路、福龙立

交、横龙山隧道、福龙路、北环香蜜立交、福龙路、香蜜湖路、香

蜜湖路辅道、香蜜湖路、滨河大道辅道、滨河大道、白石路、三号

路

三号路、白石路、红树林路、深南大道、福田立交、深南大道、滨河大道辅

道、福强路、香蜜湖路、香蜜湖立交桥、香蜜湖路、香蜜湖路辅道、香蜜湖

路、福龙路、北环香蜜立交、福龙路、横龙山隧道、福龙立交、白石岭隧道

、福龙路、长岭陂大桥、福龙路、和平路、东环一路、大浪南路、大浪北路

、华宁路、华荣路、华丰路

232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高峰专线119号 民治民塘路总站 群星广场始发站①

民治民塘路总站、高级中学北校区、南贤广场、东泉新村、彩

悦大厦、塘朗地铁站、塘朗车辆段北、塘朗山隧道路口、侨城

一号广场、华侨城医院、警校、园博园②、竹子林①、深航大

厦①、招商银行大厦①、深南香蜜立交②、特区报社①、投资

大厦②、岗厦北地铁站①、上海宾馆西②、群星广场始发站①

、

群星广场始发站①、华强路口、上海宾馆西②、岗厦北地铁站①

、广电大厦②、特区报社①、深南香蜜立交②、深航大厦①、竹

子林①、园博园②、警校、华侨城医院、侨城一号广场、塘朗山

隧道路口、塘朗车辆段北、塘朗地铁站、龙华绿廊公园、民治民

塘路总站、

民塘路、民宝路、梅龙路、留仙大道、丽水路、留仙大道、南坪快

速路、塘朗山隧道、南坪快速路、北环龙珠立交、深云路、侨香路

、侨城东路、深南大道、深南大道辅道、深南大道、深南新洲立交

、深南大道、深南金田立交桥、深南大道、深南彩田立交桥、深南

大道、深南中路、福明路、华富路、红荔路

红荔路、燕南路、振兴路、华富路、深南大道、深南中路、深南皇岗立交桥

、深南大道、深南彩田立交桥、深南大道、深南金田立交桥、深南大道、深

南新洲立交、深南大道、香蜜湖立交桥、深南大道、福田立交、深南大道、

侨城东路、侨香路、深云路、南坪快速路、北环龙珠立交、南坪快速路、塘

朗山隧道、南坪快速路、塘朗山隧道、留仙大道、学苑大道、留仙大道、民

塘路

233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高峰专线120号 深圳北站东广场

深圳湾口岸公交首

末站

深圳北站东广场、塘朗地铁站、塘朗车辆段北、塘朗山隧道路

口、北环铜鼓天桥、清华信息港、科苑立交南、科苑北、深南

科苑立交北②、中兴通讯②、高新公寓、科技南路、科苑南路

口、深圳湾口岸公交首末站

深圳湾口岸公交首末站、科苑南路口、科技南路、高新公寓、中

兴通讯②、深南科苑立交北②、科苑北、清华信息港、北环铜鼓

天桥、塘朗山隧道路口、塘朗车辆段北、塘朗地铁站、深圳北站

交通枢纽公交场站

民塘路、留仙大道、塘悟路、留仙大道、塘悟路、、塘悟路、留仙

大道、丽水路、留仙大道、Ｓ３０１南坪快速入口、Ｓ３０１南坪

快速路入口、Ｓ３０１南坪快速路、北环龙珠立交、北环大道、北

环大道辅路、科苑北路、、科苑北路、科苑南路、高新南四道、科

技南路、高新南十道、科苑南路、海德三道、沙河西路、东滨沙河

西立交桥、东滨路、、东滨路、口岸联络道、西一路、

、科苑南路、东滨路、东滨沙河西立交桥、沙河西路、滨海沙河西立交、滨

海大道辅路、、滨海大道辅路、滨海科苑立交、科苑南路、高新南十道、科

技南路、高新南四道、科苑南路、、科苑北路、北环大道辅路、北环大道入

口、北环大道、北环大道出口、北环大道、北环大道入口、北环大道、北环
大道出口、北环大道、北环龙珠立交、Ｓ３０１南坪快速路、Ｓ３０１南坪

快速路出口、Ｓ３０１南坪快速出口、、塘悟路、留仙大道、塘悟路、长岭

一号路、留仙大道、

234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高峰专线128号 深大丽湖校区 深大丽湖校区

深大丽湖校区、深大总医院、深大总医院南、学苑丽水路口、

春园路口、北大园区、清华园区、西丽湖地铁站、丽山路北、

桃源文体中心、珠光村②、宝珠花园、光前村、白石洲西、大

冲②、科技园②、深大北门②、高科技中心、深港产学研基地

、白石科苑路口、软件产业基地、桂庙站、桂庙新村、深圳大

学、深大北门②、科技园③、大冲②、光前村、宝珠花园、珠

光村②、桃源文体中心、丽山路北、西丽湖地铁站、清华园区
、北大园区、春园路口、学苑丽水路口、深大总医院南、深大

丽湖校区

幽兰路、学苑大道、丽水路、丽山路、学苑大道、珠光北路、珠光

路、龙珠一路、龙井路(北)、龙井路、沙河东路、深南大道、深南

南海立交、南海大道、深南南海立交、深南大道、深南科苑立交、

科苑北路、科苑南路、白石路、岗园路、高新南九道、高新南十道

、学府路、南海大道、桃园路、南海大道、深南南海立交、深南大

道、沙河东路、龙井路、龙井路(北)、龙珠一路、珠光路、珠光北

路、学苑大道、丽山路、丽水路、学苑大道、笃学路、科研环路、

幽兰路

235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高峰专线138号 强荣东总站

深圳湾口岸公交首

末站

强荣东总站、恒丰工业城、鹤洲桥底、宝安桃源居西、航城大

道、新固第二工业区、广豪峰工业区、华丰工业区北、全一电

子、安乐工业区、华创达科技园南、固戍井湾新村、固戍海滨

新村、固戍污水厂、西乡体育中心西①、碧海湾地铁站①、泰

华阳光海、圣淘沙、西乡盐田大门、大益广场、宝安文具批发

市场、丽景城、富盈门、前进天虹商场、诺铂广场①、公园路

西一巷、宝安税务局、灵芝园新村、新安公园、宝安退役军人

事务局、南山供电局、前进同安路口、中山公园东门、玉泉南

山路口、麒麟花园、深圳软件园、深南科苑立交北②、高科技

中心、深港产学研基地、百度国际大厦、软件产业基地、学府

中学、保利剧院、后海滨登良路口、登良地铁站、后海滨路口

、深圳湾口岸公交首末站

深圳湾口岸公交首末站、后海滨路口、登良地铁站、后海滨登良

路口、保利剧院、学府中学、软件产业基地、百度国际大厦、科

苑地铁站、深港产学研基地、高科技中心、深南科苑立交北②、

深圳软件园、玉泉艺园路口、玉泉南山路口、中山公园东门、前

进同安路口、南山供电局、宝安退役军人事务局、新安公园、灵

芝园新村、宝安税务局、公园路西一巷、诺铂广场、前进天虹商

场、富盈门、丽景城、宝安文具批发市场、大益广场、西乡盐田

大门、圣淘沙、泰华阳光海、碧海湾地铁站、西乡体育中心西①

、固戍污水厂、固戍海滨新村、固戍井湾新村、华创达科技园南

、安乐工业区、全一电子、华丰工业区北、西乡奋达科技、华胜

实验学校、下角山天桥、机场南路口、鹤洲立交、鹤洲桥底、恒

丰工业城、强荣东总站

飞达路、洲石路、广深公路辅路、广深公路、广深公路辅路、航城

大道、宝源路、西乡大道、龙腾华夏路、西乡大道、前进二路、前

进一路、前进路、南山大道、玉泉路、高新中二道、科苑北路、科
苑南路、高新南十道、后海大道、海德一道、后海滨路、东滨路、

口岸联络道、西一路

西一路、科苑南路、东滨路、后海滨路、海德一道、后海大道、高新南十道

、科苑南路、科苑北路、高新中二道、玉泉路、南山大道、前进路、前进一

路、上川二路、前进一路、上川二路、前进一路、前进二路、西乡大道、宝
源路、航城大道、宝安大道、机场南路辅路、广深公路辅路、洲石路、飞达

路

236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115

大浪时尚小镇西公

交场站

福田交通枢纽公交

场站

大浪时尚小镇西公交场站、龙华法院、华荣综合市场、华荣工

业区、华荣路人行天桥、大浪商业中心南、龙华妇幼保健院、

阳台山东地铁站、大浪行政服务中心、赤岭头村、龙胜地铁站

、简上社区公园、简上村、龙塘新村西、北站消防站、南贤广

场、东泉新村、樟坑、潜龙花园、石龙路口、惠鑫公寓②、新

彩隧道口、中级法院、莲花中学、福景大厦、海关综合大楼、

广电大厦②、特区报社②、香蜜湖②、深南香蜜立交①、深航

大厦②、福田交通枢纽公交场站

福田交通枢纽公交场站、深航大厦②、深南香蜜立交①、香蜜湖

②、特区报社②、投资大厦②、海关综合大楼、福景大厦、莲花

中学、中级法院、新彩隧道口、惠鑫公寓①、石龙路口、潜龙花

园、樟坑、南贤广场、北站消防站、龙塘新村西、简上村、简上

社区公园、曼海宁花园北、龙胜地铁站、国泰家私城、赤岭头村

、大浪行政服务中心、阳台山东地铁站①、龙华妇幼保健院、大

浪商业中心南、华荣路人行天桥、华荣工业区、华荣综合市场、

龙华法院、大浪时尚小镇西公交场站

浪花路、浪腾路、浪静路、浪荣路、华荣路、同胜工业园路、华荣

路、华旺路、布龙路辅路、布龙路、和平路、新区大道、民宝路、

腾龙路、民宝路、民繁南路、民宝路、龙华大道、留仙大道、龙华

大道、玉龙路、龙华大道、白石龙路、龙华大道、金龙路、新区大

道、彩田路、新彩隧道、彩田路、红荔路、彩田路、深南大道、景

田南五街、深南大道、白石路

金顺路、白石路、红树林路、深南大道、泰然一路、深南大道、海田路、深

南大道、皇岗路、福华路、彩田路、红荔路、彩田路、新彩隧道、彩田路、

新区大道、金龙路、龙华大道、民宝路、新区大道、龙华人民路、新区大道

、简上路、新区大道、和平路、布龙路、布龙路辅路、布龙路、龙华路、布

龙路、龙观大道、布龙路、布龙路辅路、华旺路、华荣路、同胜工业园路、

华荣路、华宁路、浪荣路、浪静路、浪宁路、浪静路、浪腾路、浪花路

237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高峰专线18号 布吉慢城

福田交通枢纽公交

场站

布吉慢城、尚峰花园、布龙立交、龙珠花园①、荣超花园①、

红岗花园、上海宾馆西②、广电大厦②、特区报社②、香蜜湖

②、深南香蜜立交①、招商银行大厦③、福田交通枢纽公交场

站、

福田交通枢纽公交场站、招商银行大厦②、深南香蜜立交①、香

蜜湖②、特区报社②、投资大厦②、上海宾馆西②、红岗花园、

荣超花园①、龙珠花园、东方半岛、半岛苑、景芬路口、布吉慢

城、

科技园路、星火路、尚峰路、星火路、布澜路、东西干道、中兴路

、吉政路、龙岗大道、布吉高架桥、龙岗大道、布吉路、文锦北路

、布心路、泥岗东路、泥岗西路、北环上步立交桥、泥岗西路、黄

木岗立交桥、华富路、深南大道、深南中路、深南大道、深南彩田

立交桥、深南大道、深南金田立交桥、深南大道、深南新洲立交、

深南大道、香蜜湖立交桥、深南大道、白石路、三号路

三号路、白石路、红树林路、深南大道、福田立交、深南大道、深南大道辅

道、深南大道、香蜜湖立交桥、深南大道、深南新洲立交、深南大道、深南

金田立交桥、深南大道、深南彩田立交桥、深南大道、深南皇岗立交桥、深

南中路、福明路、华富路、黄木岗立交桥、泥岗西路、泥岗东路、布心路、

洪湖立交桥、文锦北路、布吉路、龙岗大道、大芬立交、布沙路、布龙路、

景芬路、科技园路

238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高峰专线22号 万科五园公交总站

创新科技中心公交

首末站

万科五园公交总站、光雅园地铁站、南坑地铁站、星光之约②

、滢水山庄②、民乐地铁站③、广中医深圳医院、清华信息港

、科苑立交南、科苑北、深南科苑立交北②、深港产学研基地

、创新科技中心公交首末站

创新科技中心公交首末站、深港产学研基地、高科技中心、深南

科苑立交北②、科苑北、清华信息港、深圳石油大厦、广中医深

圳医院、滢水山庄②、星光之约②、南坑地铁站、坂田手造文化

街、万科五园公交总站

环城南路、虎山路、雅园路、五和大道、梅坂大道、龙华大道、梅

观路、彩田路、北环大道、北环大道辅路、北环大道、北环大道辅

路、科苑北路、高新中二道、科苑北路、科苑南路

高新南环路、高新南十道、科苑南路、科苑北路、北环大道辅路、北环大道

、北环大道入口、北环大道、北环大道出口、北环大道、北环大道入口、北

环大道、北环香蜜立交、北环大道辅路、北环大道入口、北环大道、北环大

道出口、北环大道辅路、北环大道入口、北环大道出口、北环大道辅路、北

环大道入口、北环大道、北环彩田立交桥、彩田路、梅观路入口、梅观路、
梅观立交、梅观路、民乐立交、梅坂大道、五和大道、雅园路、虎山路、环

城南路

239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高峰专线26号 宝安机场场站 桃源村

宝安机场场站、固戍井湾新村、固戍海滨新村、固戍污水厂、

碧海湾地铁站、泰华阳光海、宝源新村、华源科技创新园、海

滨新村、深业新岸线、西岸花园、宝安行政中心北、尚都花园

、翻身地铁站①、宝安交通运输局③、深南北环立交①、南头

①、研祥科技大厦①、朗山路西、海普瑞、科技北三路、科陆
大厦、松坪学校小学部、茶光①、珠光地铁站②、新屋村、桃

源村

桃源村、新屋村、珠光地铁站②、茶光、松坪学校小学部、科陆

大厦、科技北三路、海普瑞、科技北二路南、麒麟花园、玉泉艺

园路口、南山公安分局、南头①、深南北环立交①、宝安万佳、

翻身地铁站①、尚都花园、宝安行政中心北、深业新岸线、海滨

新村、华源科技创新园、宝源新村、泰华阳光海、碧海湾地铁站

、固戍污水厂、固戍海滨新村、固戍井湾新村、宝安机场场站

机场南路辅路、宝源路、航城大道、宝源路、健裕路、宝源路、A道

路、宝源路、悦和路、宝源路、西乡大道、宝源路、海城路、宝源

路、宝源南路、裕安一路、新湖路、裕安一路、宝安大道、创业一

路、广深公路、广深公路辅路、广深公路、前海路、深南大道辅路

、深南大道、南山大道、深南大道、深南大道辅路、南海大道、南

海大道辅路、南海大道、南海大道辅路、朗山路、科技北三路、宝

深路、创盛路、宝深路、沙河西路、龙珠大道、龙井路、龙珠大道

、龙珠三路、龙珠大道

龙珠六路、龙珠大道、沙河西路、宝深路、科技北三路、朗山路、科技北二

路、北环大道辅路、北环大道、南海大道、南海大道辅路、玉泉路、南山大

道、南山大道辅路、南山大道、深南大道、前海路、广深公路、广深公路辅

路、广深公路、创业一路、宝安大道、裕安一路、宝源南路、宝源路、铜鼓
堡路、宝源路、航空路、宝源路、机场南路辅路、机场南路、机场南路辅路

240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高峰专线49号 冠铭花园总站 上海宾馆西②

冠铭花园总站、龙辉花园①、新屋村、桃源村地铁站、竹子林

②、深航大厦①、深南香蜜立交②、投资大厦②、海关综合大

楼、上海宾馆西②、

上海宾馆西②、海关综合大楼、广电大厦②、深南香蜜立交②、

深航大厦①、竹子林②、桃源村地铁站、新屋村、龙辉花园①、

冠铭花园总站、

茶光路、龙珠大道、南坪快速路、北环龙珠立交、深云路、侨香路

、侨城东路、深南大道、福田立交、深南大道、深南大道辅道、深

南大道、深南新洲立交、深南大道、深南金田立交桥、深南大道、

深南中路

深南大道、深南中路、深南皇岗立交桥、深南大道、深南彩田立交桥、深南

大道、深南金田立交桥、深南大道、深南新洲立交、深南大道、香蜜湖立交

桥、深南大道、福田立交、深南大道、侨城东路、侨香路、深云路、南坪快

速路、北环龙珠立交、南坪快速路、龙珠大道、茶光路、石鼓路、茶光路



序号 业户名称 线路编号 起点站 终点站 上行途径站点 下行途径站点 上行途径道路 下行途径道路

241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高峰专线62号 南头总站 福田高铁站

南头总站、南山汽车站、南山公安分局、中山公园东门、南山
农批市场、同乐学校、同乐村、TCL国际E城、第二高级中学、

茶光路中、茶光石鼓路口、文光村、龙辉花园②、新屋村、鼎

胜山邻、桃源村、桃源村东、侨城一号广场、华侨城医院、警

校、深圳人才园②、竹子林①、深航大厦①、招商银行大厦①

、深南香蜜立交②、香蜜湖①、特区报社①、投资大厦②、福

田高铁站、

福田高铁站、广电大厦②、特区报社①、香蜜湖①、深南香蜜立

交②、深航大厦①、竹子林①、深圳人才园、警校、华侨城医院

、侨香深云路口、侨城一号广场、桃源村东、桃源村、鼎胜山邻

、新屋村、龙辉花园②、文光村、茶光石鼓路口、茶光路中、第

二高级中学、TCL国际E城、同乐村、同乐学校、南山农批市场、

中山公园东门、南山公安分局、新安古城、南头总站、

深南大道、南山大道、北环南山立交、南山大道、中山园路、茶光

路、龙珠大道、南坪快速路、北环龙珠立交、深云路、侨香路、侨

城东路、深南大道、深南大道辅道、深南大道、深南新洲立交、深

南大道、深南大道辅路

福华一路、益田路、深南大道、深南新洲立交、深南大道、香蜜湖立交桥、

深南大道、福田立交、深南大道、侨城东路、侨香路、深云路、南坪快速路

、北环龙珠立交、南坪快速路、龙珠大道、龙珠六路、龙珠大道、茶光路、

中山园路、南山大道、北环南山立交、南山大道、深南大道

242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高峰专线69号 桃源村总站 桃源村总站

桃源村总站、桃源村、龙井地铁站、新屋村、珠光地铁站①、

珠光村①、宝珠花园、茶光、松坪山、英伦名苑、大冲②、科
技园②、深大北门②

龙珠六路、龙珠大道、龙珠二路、珠光路、龙珠一路、龙井路

（北）、龙珠大道、茶光路、沙河西路、沙河西路（南）、深南沙
河立交、深南大道

243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高峰专线72号

西乡大铲湾公交场

站
南头总站

西乡大铲湾公交场站、金港商务大厦、沿江大铲湾口、富通城

二期、圣淘沙、西乡盐田大门、西乡盐田、同仁妇科医院、西

乡步行街①、河东、群贤花园、宝安体育馆东、金成名苑、西

城上筑、甲岸路口、中商花园、宝安实验学校①、方鼎华庭、

北环科苑天桥、科苑立交南、科苑北、深南科苑立交北②、深
大地铁站、中兴通讯②

南头总站、中兴通讯②、高科技中心、深南科苑立交北②、科苑

北、海能达大厦、北环科苑天桥、方鼎华庭、中南花园、中商花

园、甲岸路口、西城上筑、金成名苑、宝安体育馆东、群贤花园

、河东、西乡步行街、西乡盐田大门、圣淘沙、富通城二期、金

港商务大厦、西乡大铲湾公交场站

、辅十路、、新安六路、金港大道、金湾大道、西乡大道、宝安大

道、、宝安大道、、宝安大道、月亮湾大道、北环大道入口、北环

大道、北环大道出口、北环大道辅路、北环南海立交、北环大道辅

路、科苑北路、科苑南路、兰龙路、高新南二道、科技南一路、高

新南四道

、深南大道、宝安大道、深南大道、深南科技立交桥、科技南路、高新南四

道、科苑南路、科苑北路、北环大道辅路、北环大道入口、北环大道、北环

大道出口、北环大道辅路、北环大道入口、北环大道、北环大道出口、月亮

湾大道、宝安大道、西乡大道、、西乡大道、金湾大道、、金港大道、新安

六路、、新安六路、、辅七路、辅十路、

244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高峰专线73号 景芬路口 景芬路口

景芬路口、布吉慢城、来座山、尚峰花园、大龙山物流园、石

芽岭公园、布龙立交、木棉湾地铁站①、荣超花园③、螺岭、

罗湖区委、湖贝地铁站、金城大厦②、阳光酒店、罗湖小学、

人民南地铁站、火车站

景芬路、科技园路、星火路、尚峰路、布澜路、东西干道、政清路

、龙岗大道、布吉高架桥、龙岗大道、布吉路、文锦北路、洪湖立

交桥、文锦北路、雅园立交、文锦中路、深南东路、东门南路、嘉

宾路、人民南路

245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高峰专线92号 新田总站 科苑南公交总站

新田总站、新田路口、吉坑村口、樟坑径下围村口、樟坑径下

围工业园、观澜高新园、大和工业区、中航格澜郡、龙华汽车

站、美丽365花园、大润发、山咀头、龙华地铁站、上塘派出所

、国泰家私城、上芬地铁站、隔圳新村、世纪春城、民兴路口

、东泉新村、樟坑、龙悦居、高发科技园、大沙河公园、北环

铜鼓天桥、清华信息港、科苑立交南、科苑北、高科技中心、

深港产学研基地、科苑地铁站、科苑南公交总站

科苑南公交总站、科苑地铁站、深港产学研基地、高科技中心、

深南科苑立交北②、科苑北、清华信息港、北环铜鼓天桥、大沙

河公园、龙悦居、潜龙花园、樟坑、铁路桥、东泉新村、民兴路

口、世纪春城、隔圳新村、上芬地铁站、上塘派出所、龙华地铁

站、山咀头、大润发、美丽365花园、龙华汽车站、中航格澜郡、

大和工业区、观澜高新园、樟坑径下围工业园、樟坑径下围村口

、吉坑村口、新田路口、新田总站

环观南路、观天路、观澜大道、龙观大道、东环二路、龙华和平路

、和平路、布龙路、布龙路辅路、布龙路、梅龙大道、梅龙路、民

丰路、玉龙路、玉龙立交、Ｓ３０１南坪快速、福龙立交、福龙路

、北环香蜜立交、北环大道、北环大道出口、北环大道、北环大道

辅路、科苑北路、科苑南路、高新南十一道

高新南十一道、高新南环路、高新南十一道、科苑南路、科苑北路、北环大

道辅路、北环大道、北环大道入口、北环大道、北环香蜜立交、福龙路、福

龙立交、Ｓ３０１南坪快速、玉龙立交、玉龙路、民丰路、梅龙路、梅龙大

道、布龙路、布龙路辅路、布龙路、和平路、龙华和平路、东环二路、龙观

大道、观澜大道、观天路、环观南路

246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554 清丽路总站 科苑南公交总站

清丽路总站、报业传媒产业园、龙华书刊大厦、清湖小学、清

湖北地铁站①、国鸿大厦、清龙有轨电车站、景龙建设东路天

桥、文化广场东、和丰大厦、共和斜岭、龙华第二实验学校、

风和日丽、民治二小、松仔园、民顺小学、水榭春天、高级中

学北校区、龙华绿廊公园、长岭陂地铁站、南山智园北、南方

科技大学①、塘朗地铁站、塘朗车辆段北、崇文花园、塘朗山

隧道路口、红花岭、创客小镇、众冠花园、西丽法庭①、西丽

社区①、茶光②、大冲①、高科技中心、深港产学研基地、科

苑地铁站、科苑南公交总站

科苑南公交总站、科苑地铁站、深港产学研基地、高科技中心、

科技园①、大冲①、茶光②、西丽社区①、西丽法庭①、众冠花

园、创客小镇、红花岭、塘朗山隧道路口、塘朗车辆段北、南方

科技大学、南山智园北、长岭陂地铁站、龙华绿廊公园、高级中

学北校区、水榭春天、民顺小学、松仔园、锦绣江南、民治二小

、风和日丽、龙华第二实验学校、共和斜岭、和丰大厦、景龙建

设东路天桥、清龙有轨电车站、国鸿大厦、清湖北地铁站①、清

湖小学、龙华书刊大厦、报业传媒产业园、清丽路总站

清丽路、清祥路、清吉路、石清大道、龙华和平路、清湖路、龙华

大道、龙华广场一路、龙华大道、布龙路、龙华人民路、民塘路、

民宝路、民塘路、留仙大道、学苑大道、塘开路、留仙大道、学苑

大道(西)、留仙大道、沙河西路、西丽南支路、沙河西路、沙河西

路辅路、沙河西路(南)、深南大道辅路、深南大道、铜鼓路、深南

大道、深南大道辅路、科苑南路、高新南四道、科苑南路、高新南

十一道

高新南十一道、科苑南路、高新南四道、科苑南路、深南大道辅路、深南大

道、深南大道辅路、沙河西路、沙河西路辅路、沙河西路、宝深路、沙河西

路、西丽南支路、沙河西路、留仙大道、塘开路、学苑大道、留仙大道、民

塘路、民兴街、民塘路、龙华人民路、布龙路、龙华大道、景龙建设路、龙

华大道、清湖路、龙华和平路、石清大道、清吉路、清宁路、清吉路、清祥

路、清丽路

247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高峰专线97号 平湖任屋村总站 深业上城总站

平湖任屋村总站、任屋村、华润配送中心、华南城、富民路口

、平湖中心小学、平湖派出所、平湖广场西、平湖广场、平湖

社保站、平湖体育中心、平湖凤凰新村、御峰园、喜年仓库、

丹平人行天桥、丹平社区、沙岭小区、沙湾汽车站、沙湾天桥
、沙湾路北、九尾岭隧道口、布心花园、市慢病防治中心、君

逸华府②、洪湖公园②、田贝③、儿童公园①、笋岗桥、桂园

中学、罗湖税务局①、建设集团、少儿图书馆、圣廷苑酒店、

华新村、园心苑②、深业上城总站

深业上城总站、园心苑②、华新村、圣廷苑酒店、少儿图书馆、

建设集团、罗湖税务局①、桂园中学、笋岗桥、儿童公园①、田

贝②、洪湖公园②、翠竹北、君逸华府、市慢病防治中心、九尾

岭隧道口、沙湾路北、沙湾天桥、沙湾汽车站、沙岭小区、丹平
社区、丹平人行天桥、雁田收费站、喜年仓库、御峰园、平湖凤

凰新村、平湖商会、平湖社保站、平湖广场、平湖广场西、平湖

派出所、平湖中心小学、富伟厂、富民路口、华南城、华润配送

中心、任屋村、平湖任屋村总站

朝富路、平吉大道、富安大道、平湖大道、平湖大街、平湖大道、

平龙路、凤凰大道、东深公路、丹平公路、丹平公路辅路、Ｓ２０

３丹平快速路入口、Ｓ２０３丹平快速路、Ｓ２０３丹平快速路出
口、丹平路、丹沙路、沙湾路、爱国路辅路、布心路辅路、泥岗东

路、洪湖立交桥、文锦北路、文锦中路、雅园立交、笋岗东路、红

岭中路、红荔路、皇岗路、笋岗西路、莲科路

莲科路、皇岗路、红荔路、红岭中路、笋岗东路、雅园立交、文锦中路、文

锦北路、洪湖立交桥、布心路辅路、爱国路辅路、爱国路辅路、爱国路、沙

湾路、丹沙路、丹平路、Ｓ２０３丹平快速路入口、Ｓ２０３丹平快速路、

Ｓ２０３丹平快速路出口、丹平公路、东深公路、凤凰大道、平龙路、平湖

大道、平湖大街、平湖大道、富安大道、平吉大道、佳业路、朝富路

248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高快巴士4号 樟坑三区 群星广场始发站① 樟坑三区、横岭二区、民治天虹、横岭、群星广场始发站①

群星广场始发站①、华富路口、惠鑫公寓②、横岭、横岭二区、

樟坑三区

民康路、民治大道、民治路、梅观高速公路、梅观立交桥、梅观高

速公路、皇岗路、北环皇岗立交桥、皇岗路、红荔路

红荔路、燕南路、振兴路、华富路、红荔路、皇岗路、北环皇岗立交桥、皇

岗路、梅观高速公路、梅观立交桥、梅观高速公路、民乐立交、梅龙路、民

乐路、民治大道、民康路、民福南路、民康路

249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527 宝安机场场站

海上世界公交接驳

站

宝安机场场站、机场新航站楼、华胜实验学校、西乡奋达科技

、华丰工业区、固戍地铁站、联升购物广场、固戍红湾、华万

工业园、银田创意园、西乡客运站、西乡盐田、同仁妇科医院

、西乡步行街①、河东、群贤花园、宝安体育馆东、金成名苑

、西城上筑、甲岸路口、中商花园、宝安实验学校②、南头①

、荔香公园、深圳大学、桂庙新村、南山书城地铁站②、南油

地铁站①、蛇口沃尔玛、蛇口人民医院、招商发展中心、蛇口

网谷、海上世界公交接驳站

海上世界公交接驳站、蛇口网谷、招商发展中心、蛇口人民医院

、蛇口沃尔玛②、南海东滨路口②、南油地铁站②、南山书城地

铁站②、桂庙新村、深圳大学、荔香公园、南头①、中南花园、

中商花园、甲岸路口、西城上筑、金成名苑、宝安体育馆东、群

贤花园、河东、西乡步行街、同仁妇科医院、西乡盐田、西乡客

运站、银田创意园、华万工业园、固戍红湾、联升购物广场、固

戍地铁站、华丰工业区、西乡安居家园、西乡奋达科技、机场新

航站楼、宝安机场场站

机场南路、领航四路、空港六道、空港八道、领航高架桥、机场南

路、宝安大道、深南大道、深南南海立交桥、南海大道、滨海南海

立交、南海大道、工业三路

太子路、工业三路、南海大道、滨海南海立交、南海大道、深南南海立交桥

、深南大道、宝安大道、机场南路、领航高架桥、领航四路、机场南路

250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526 强荣东总站 仙湖植物园总站

强荣东总站、恒丰工业城、航城深业U中心、鹤洲桥底、宝安桃

源居西、桃源居人行天桥、劲力集团、固戍村、铁仔山公园、

宝安农批市场、西乡立交②、宝安中心医院、西乡路口、上川

路口①、裕安路口①、宝安交通运输局③、深南北环立交③、

方鼎华庭、北环科苑天桥、清华信息港、北环龙井天桥、北环

香梅北天桥、深圳石油大厦、广中医深圳医院、彩田村北、笔

架山水厂、银湖汽车站①、泥岗村①、宝安北路口②、红岗花

园、洪湖公园②、田贝①、留医部②、怡景地铁站①、罗湖体

育馆①、莲塘口岸①、莲塘消防中队、仙湖植物园总站

仙湖植物园总站、莲塘消防中队、莲塘口岸①、罗湖体育馆①、

怡景地铁站①、留医部②、田贝①、洪湖公园②、红岗花园、宝

安北路口、泥岗村①、银湖汽车站①、笔架山水厂、华茂苑、广

中医深圳医院、北环香梅北天桥、北环龙井天桥、清华信息港、

海能达大厦、北环科苑天桥、方鼎华庭、前海东岸花园、深南北

环立交③、宝安交通运输局、裕安路口①、上川路口①、西乡路

口、宝安中心医院、西乡立交②、宝安农批市场、铁仔山公园、

固戍村、劲力集团、桃源居人行天桥、宝安桃源居西、鹤洲桥底

、航城深业U中心、恒丰工业城、强荣东总站

飞达路、洲石路、广深公路辅路、广深公路、广深公路辅路、广深

公路、广深公路辅路、广深公路、广深公路辅路、广深公路、深南

北环立交、北环大道、北环大道出口、北环大道辅路、北环南海立

交、北环大道辅路、北环大道入口、北环大道、北环大道出口、北

环大道、北环大道入口、北环大道、北环大道出口、北环大道辅路

、北环大道入口、北环大道出口、北环大道辅路、北环大道、北环

大道入口、北环大道、北环大道出口、北环大道辅路、北环大道入

口、北环大道、泥岗西路、泥岗西路出口、泥岗西路辅路、泥岗东

路、洪湖立交桥、文锦北路、文锦中路、雅园立交、东门北路、怡

景路、罗沙路、罗沙路辅路、罗沙仙湖立交、鹏兴路、莲十路、仙

湖路

仙湖路、莲十路、鹏兴路、罗沙仙湖立交、罗沙路、怡景路、东门北路、雅

园立交、文锦中路、文锦北路、洪湖立交桥、泥岗东路、泥岗东路入口、泥

岗东路、泥岗东路出口、泥岗东路、泥岗西路辅路、北环大道辅路、北环大

道入口、北环大道、北环大道出口、北环大道辅路、北环大道入口、北环大

道、北环大道出口、北环大道、北环大道入口、北环大道、北环大道出口、

北环大道辅路、北环大道入口、北环大道、北环大道出口、北环大道、北环

大道入口、北环大道、北环大道出口、北环大道辅路、北环大道入口、北环

大道、北环南海立交、北环大道辅路、深南北环立交、广深公路、广深公路

辅路、广深公路、广深公路辅路、广深公路、广深公路辅路、广深公路、广

深公路辅路、广深公路、洲石路、飞达路

251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528 宝安机场场站

深圳湾口岸公交首

末站

宝安机场场站、机场码头、华胜实验学校、华丰工业区、固戍

地铁站、联升购物广场、固戍红湾、银田创意园、大益广场、

宝安文具批发市场、宝安客运中心南、直升机场、北环科苑天

桥、科苑立交南、科苑北、深南科苑立交北、高科技中心、白

石科苑路口、粤海门村、深大南地铁站、中洲控股中心大厦、

北师大附小、后海新村、北师大附中、后海滨路口、深圳湾口

岸公交首末站

深圳湾口岸公交首末站、后海滨路口、北师大附中、后海新村、

北师大附小、中洲控股中心大厦、深大南地铁站、粤海门村、高

科技中心、深南科苑立交北、科苑北、海能达大厦、北环科苑天

桥、直升机场、宝安客运中心南、宝安文具批发市场、大益广场

、西乡客运站、银田创意园、固戍红湾、联升购物广场、固戍地

铁站、华丰工业区、机场码头、宝安机场场站

机场南路辅路、机场南路入口、机场南路、机场南路出口、机场南

路辅路、宝安大道、西乡大道、龙腾华夏路、西乡大道、Ｇ４京港

澳高速入口、Ｇ４京港澳高速、同乐立交、南海大道、北环南海立

交、北环大道辅路、科苑北路、科苑南路、白石路、后海大道、东

滨路、口岸联络道、西一路

科苑南路、东滨路、后海大道、白石路、科苑南路、科苑北路、北环大道辅

路、南海大道、同乐立交、Ｇ４京港澳高速、Ｇ４京港澳高速出口、西乡大

道、宝安大道、机场南路辅路、机场南路入口、机场南路、机场南路出口、

机场南路辅路



序号 业户名称 线路编号 起点站 终点站 上行途径站点 下行途径站点 上行途径道路 下行途径道路

252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梧桐山假日专线

2号
深圳东站东广场 梧桐山公交场站

深圳东站东广场、龙珠花园、木棉湾地铁站①、大芬油画村、

南威中心花园北、南岭村、樟树布社区、沙湾路北、望桐路西
、梧桐山公交场站、

梧桐山公交场站、望桐路西、沙湾路北、樟树布社区、南岭村、

南威中心花园北、大芬油画村、木棉湾地铁站①、龙珠花园③、
深圳东站东广场、

铁东路、龙岗大道、布沙路、沙湾路、望桐路、望梧新路 望梧新路、望桐路、沙湾路、布沙路、大芬立交、龙岗大道、铁东路

253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B945 赤湾学校总站 赤湾学校总站

赤湾学校总站、港湾生活小区、赤湾村、南山公司、天后宫、

赤湾地铁站、龙瑞佳园天桥、龙瑞佳园、万豪月半山、荔山工

业园、万豪月半山、赤湾工业区、赤湾学校总站

赤湾学校总站、赤湾工业区、月亮湾山庄、龙瑞佳园、龙瑞佳园

天桥、赤湾地铁站、天后宫、南山公司、赤湾村、港湾生活小区

、赤湾学校总站

少帝路、赤湾九路、赤湾四路、赤湾七路、赤湾六路、华英路、港

航路、华英路、赤湾六路、兴海大道、少帝路

少帝路、兴海大道、赤湾六路、华英路、港航路、华英路、赤湾六路、赤湾

七路、赤湾四路、赤湾九路、少帝路

254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高峰专线150号

中海锦城花园公交

总站
阳光科创公交总站

中海锦城花园公交总站、上塘地铁站、简上社区公园、简上中

路、上芬小学、民塘上塘路口、民塘人民路口、民顺小学、水

榭春天、南源新村、高级中学北校区、龙华绿廊公园、长岭陂

地铁站、留仙学苑路口、南山智园、塘朗地铁站、塘朗车辆段

北、塘朗山隧道路口、桃源村东、桃源村地铁站、龙井路口、

欧洲城东、香山西街路口、白石洲西、大冲①、高科技中心、

深港产学研基地、百度国际大厦、软件产业基地、滨海白石立

交、荔园大厦、向南东村、向南村、鼎太风华、南山村西、南

山党校、南山村、阳光科创公交总站

阳光科创公交总站、南山村北、南园村东、荔林地铁站、南山党

校、南山村西、鼎太风华、向南村、向南东村、荔园大厦、滨海

白石立交、滨海之窗南、软件产业基地、百度国际大厦、科苑地

铁站、深港产学研基地、高科技中心、科技园①、大冲①、香山

西街路口、欧洲城东、龙井路口、桃源村地铁站、桃源村东、塘

朗山隧道路口、塘朗车辆段北、塘朗地铁站、南山智园、留仙学

苑路口、长岭陂地铁站、龙华绿廊公园、高级中学北校区、南源

新村、水榭春天、民顺小学、民塘人民路口、民塘上塘路口、上

芬小学、上芬小学新校区、简上中路、简上社区公园、中海锦城

花园公交总站

腾龙路、景龙建设路、新区大道、简上路、民塘路、留仙大道、塘

悟路、留仙大道、塘悟路、留仙大道、丽水路、留仙大道、Ｓ３０

１南坪快速入口、Ｓ３０１南坪快速路入口、Ｓ３０１南坪快速路

、北环龙珠立交、龙珠大道、龙珠四路、山堡路（西）、沙河东路

、深南大道、深南南海立交、南海大道、深南南海立交、深南大道

、深南科苑立交、科苑北路、科苑南路、高新南十道、后海大道、

滨海大道入口、滨海大道、滨海南海立交桥、滨海大道辅路、滨海

大道、桂庙路、前海路、东滨路、南新路

南新路、登良路、南山大道、东滨路、前海路、桂庙路、滨海大道、滨海大

道辅路、文心五路、海德三道、后海大道、高新南十道、科苑南路、科苑北

路、深南科苑立交、深南大道、沙河东路、山堡路(西)、龙珠四路、龙珠大

道、龙珠八路、龙珠大道、北环龙珠立交、Ｓ３０１南坪快速路、北环龙珠

立交、北环大道、北环龙珠立交、Ｓ３０１南坪快速路、Ｓ３０１南坪快速

路出口、Ｓ３０１南坪快速出口、塘悟路、留仙大道、塘悟路、长岭一号路

、留仙大道、民塘路、简上路、新区大道、景龙建设路、腾龙路

255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190 六约新村总站 福田高铁站

六约新村总站、中海大山地幼儿园、正大时代华庭、悦心园、

横岗中学、康乐花园、锦绣花园、康乐路口、塘坑地铁站、牛
始埔居民小组、六约地铁站、深坑居民小组、丹竹头地铁站③

、大芬地铁站①、荣超花园②、草埔地铁站⑥、洪湖公园②、

洪湖二街东、东门③、门诊部①、市公安局①、市委、兴华宾

馆西、上海宾馆、田面、岗厦北地铁站①、海关综合大楼、广

电大厦②、民田路中、福田高铁站

福田高铁站、海关综合大楼、岗厦北地铁站①、田面、上海宾馆

、兴华宾馆西、市委、地王大厦、门诊部②、东门③、田贝①、

洪湖公园②、草埔地铁站④、荣超花园②、大芬地铁站①、丹竹

头地铁站①、深坑居民小组、六约地铁站、牛始埔居民小组、塘

坑地铁站、康乐路口、锦绣花园、康乐花园、横岗中学、悦心园

、正大时代华庭、中海大山地幼儿园、六约新村总站

红棉路、深峰路、埔园路、埔厦路、红棉路、恒心路、横一路、康

乐路、龙岗大道辅路、龙岗大道、龙岗大道辅路、文锦北路、文锦

中路、雅园立交、东门中路、深南东路、宝安南路、解放路、深南

东路、深南中路、深南大道、深南彩田立交桥、深南金田立交桥、

深南大道、深南新洲立交桥、新洲路、深南新洲立交桥、深南大道

、民田路、福华一路、益田路、深南益田立交

益田路、深南益田立交、深南大道、深南金田立交桥、深南彩田立交桥、深
南大道、深南中路、深南东路、东门南路、东门中路、雅园立交、文锦中路

、文锦北路、龙岗大道、湛宝路、龙岗大道、龙岗大道辅路、康乐路、横一

路、恒心路、腾昌一路、恒心路、红棉路、埔厦路、埔园路、深峰路、红棉

路、环城西路

256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高快巴士22号

西乡大铲湾公交场

站
华润城公交总站

西乡大铲湾公交场站、金港商务大厦、海湾中学东、西乡地铁
站、永丰路口、坪洲地铁站、径贝居委会、方鼎华庭、研祥科

技大厦①、深大北门②、科技园①、大冲①、华润城公交总站

、

华润城公交总站、大冲①、科技园①、深大北门②、研祥科技大

厦①、方鼎华庭、径贝居委会、坪洲地铁站、永丰路口、西乡地

铁站、海湾中学东、金港商务大厦、西乡大铲湾公交场站、

辅十路、辅七路、辅三路、金港大道、金湾大道、西乡大道、宝源

路、银田路、新湖路、新安六路、宝安大道、宝安大道立交桥、宝

安大道、北环大道、深圳南北环立交、北环大道、北环南山立交、

北环大道、南海大道、深南南海立交桥、深南大道、沙河立交、深

南大道、铜鼓路

铜鼓路、北环大道、沙河西路、沙河立交、深南大道、南海大道、北环南海
立交桥、北环大道、北环南山立交、北环大道、深圳南北环立交、北环大道

、宝安大道、宝安大道立交桥、宝安大道、新安六路、新湖路、银田路、兴

业路、西乡大道、金湾大道、金港大道、辅三路、辅七路、辅十路

257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高快巴士25号 光明圳美总站

福田交通枢纽公交

场站

光明圳美总站、中山七院、光晟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碧眼

社康、光明中心站、光明大街地铁站、东周小学、光明交通局

、光明大道换乘站、景田沃尔玛、龙塘、香蜜二村、深南香蜜

立交②、招商银行大厦①、福田交通枢纽公交场站

福田交通枢纽公交场站、竹子林②、招商银行大厦①、深南香蜜

立交②、香蜜二村、龙塘、景田沃尔玛、光明大道换乘站、光明

交通局、东周小学、光明大街地铁站、光明中心站、光明街道办

、第二职业技术学校、光晟厂、中山七院、光明圳美总站

光姜路、光侨路、圳美大道、圳美一路、圳园路、光侨路、光明大

街、清和路、光明大街、光明大道、华夏路、光明大道、观光路、

S31龙大高速、福龙路、北环香蜜立交、香蜜湖路、香蜜湖路辅路、

侨香路、香梅路、深南大道、深南大道辅路、深南大道、红树林路

、白石路、金顺路

金顺路、深南大道、深南大道辅路、深南大道、泰然一路、深南大道、香梅

路、景田南七街、香梅路、新闻路、香梅路、侨香路、香蜜湖路辅路、香蜜

湖路、北环大道、福龙路、石观路、S31龙大高速、观光路、光明大道、华裕

路、光明大道、华夏路、光明大道、光明大街、光翠路、光侨路、圳园路、

圳美大道、光侨路、光姜路

258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高快巴士18号 龙胜地铁站 龙胜地铁站

龙胜地铁站、简上中路、简上村、白石龙南、关山月美术馆①

、市民中心东、市民广场东、广电大厦①、特区报社②、深南

香蜜立交①、招商银行大厦①

和平路、简上路、新区大道、龙华隧道、新区大道、新彩隧道、彩

田路、彩梅立交、北环彩田立交桥、彩田路、莲花立交桥、彩田路

、红荔路、金田路、深南金田立交桥、深南大道辅路、深南大道、

深南新洲立交、深南大道、香蜜湖立交桥、深南大道

259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高快巴士19号 白石龙总站 白石龙总站

白石龙总站、白石龙村、白石龙地铁站、书香门第、长城开发

、关山月美术馆①、少年宫、市民中心西、卓越时代广场、岗

厦地铁站、福华新村、福田南总站、

民塘路、宁远路、民塘路、金龙路、民乐立交、梅观高速公路、检

查站调度点、梅观高速公路、梅观立交桥、梅观高速公路、皇岗路

、北环皇岗立交桥、皇岗路、笋岗西路、莲花立交桥、彩田路、红

荔路、益田路、福华路、福华立交、福华路、福田路

260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525 长凤路总站 坂田象角塘总站

长凤路总站、长兴工业园、长圳公园、长圳村委、长圳市场、

长圳路口、田寮①、田寮路口、甲子塘路口、东长路口、华星

光电、凤凰城地铁站南、凤凰城地铁站①、光明大道换乘站、

光明交通局、东周小学、光明大街地铁站、光明中心站、光明

供电所、碧眼社康、碧眼村口、光明群众体育中心、牛山路口

、南凤派出所、聚贤路口、光明城站、育新学校、联大工业园

、展辰涂料、白花、白花洞路口、宝源科技、福城富士康、金

湖湾园区、龙澜学校、桔岭新村、福城街道办、大富工业区路

口、永勤厂、库坑路口、银星科技园、长安桥、观澜交管所、

中心新村、太兴新村、锦绣科学园、樟坑径下围、樟坑径市场

、樟坑径上围、市边检站基地、侨安科技园、宝能科技园北、

清新路西、深圳烟草工业公司、彩煌公司、梅观雪岗桥底、金

荣达工业园、岗头市场、岗头发展大厦、坂田交警中队、象角

塘、坂田象角塘总站

坂田象角塘总站、象角塘、坂田交警中队、岗头发展大厦、岗头
市场、金荣达工业园、梅观雪岗桥底、彩煌公司、深圳烟草工业

公司、清新路西、宝能科技园北、侨安科技园、市边检站基地、

樟坑径上围、樟坑径市场、樟坑径下围、锦绣科学园、太兴新村

、中心新村、观澜交管所、长安桥、观澜爱心家园、库坑围仔新

村、大富工业区路口、福城街道办、桔岭新村、龙澜学校、金湖

湾园区、福城富士康、大水坑一村、宝源科技、白花洞路口、白

花、展辰涂料、联大工业园、育新学校、光明城站、聚贤路口、
南凤派出所、牛山路口、光明群众体育中心、碧眼村口、碧眼社

康、光明供电所、光明中心站、光明大街地铁站、东周小学、光

明交通局、光明大道换乘站、凤凰城地铁站①、凤凰城地铁站南

、华星光电、东长路口、甲子塘路口、田寮路口、田寮、长圳路

口、长圳市场、长圳村委、长圳公园、长兴工业园、长凤路总站

长凤路、银塘路、长圳路、松白路、光明大道、光明大街、光侨路

、侨凯路、茶林路、观光路、长安桥、观光路、观光大道、观光路

、观光大道、五和大道、清新路、清宁路、雪岗北路、环城路、雪

岗北路、环城路、坂雪岗大道、坂李大道、宝吉路、宝象路、环城
北路

环城北路、宝象路、宝吉路、坂李大道、坂雪岗大道、环城路、雪岗北路、

清宁路、清新路、五和大道、观光大道、观光路、观澜平安路、桂香路、观

光路、茶林路、侨凯路、茶林路、侨凯路、光侨路、光明大街、光明大道、

松白路、长圳路、长亮路、银塘路、长凤路

261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高快巴士29号 凤凰村总站 银湖汽车站总站

凤凰村总站、福永汽车站①、宝安交警大队①、翠湖花园①、

黄田、钟屋、宝安桃源居西、固戍村、铁仔山公园、宝安农批

市场、宝安客运中心南、直升机场、北环香梅北天桥、深圳石

油大厦、广中医深圳医院、彩田村北、笔架山水厂、银湖汽车

站总站

银湖汽车站总站、市救助站、笔架山水厂、华茂苑、广中医深圳
医院、北环香梅北天桥、直升机场、宝安客运中心南、宝安农批

市场、铁仔山公园、固戍村、宝安桃源居西、钟屋、黄田、翠湖

花园①、宝安交警大队①、福永汽车站、凤凰村总站

凤凰山大道、凤凰立交、广深公路、凤凰立交、广深公路、福永立

交桥、广深公路、机场立交、广深公路、西乡立交、西乡大道、宝

安立交、广深高速公路、南海大道、北环南海立交桥、北环大道、

北环沙河东立交、北环大道、北环香蜜立交、北环大道、北环彩田

立交桥、北环大道、北环皇岗立交桥、北环大道

北环大道、北环皇岗立交桥、北环大道、北环彩田立交桥、北环大道、北环
新洲立交桥、北环大道、北环沙河东立交、北环大道、南海大道、南头立交

、广深高速公路、西乡大道、广深公路、机场立交、广深公路、福永立交桥

、广深公路、凤凰路、凤凰山大道

262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E3 光明圳美总站

月亮湾填海区公交

总站

光明圳美总站、中山七院换乘站①、圳美路口、圳美市场、楼

村小学、新湖派出所、光明红木小镇、雍景城西、光明图书馆

西、国科大医院西院区②、将石、将围、公明塘尾、塘尾羽毛

球馆、宏发高新产业园、直升机场、研祥科技大厦①、深圳大

学、市六医院东、南航公司、南山派出所、中油大厦、荔林地

铁站、太子山庄①、青青世界、南山花园、前海兴海路口、信

利康大厦、月亮湾填海区公交总站

月亮湾填海区公交总站、信利康大厦、前海兴海路口、南山花园

、青青世界、太子山庄、荔林地铁站、中油大厦、南山派出所、

南航公司、市六医院东、深圳大学、研祥科技大厦①、直升机场

、宏发高新产业园、塘尾羽毛球馆、公明塘尾、将围、将石、国

科大医院西院区①、光明图书馆西、雍景城西、光明红木小镇、

新湖派出所、楼村小学、圳美市场、圳美路口、中山七院换乘站

①、光明圳美总站

果园中心路、凤新路、公常路、民生大道、红花北路、红花中路、
松白路、公明南环大道、松白路、光明大道、南光高速公路、塘头

立交、南光高速公路、塘坳隧道、南光高速公路、南坪快速、同乐

路、南头立交、南海大道、北环南海立交桥、南海大道、深南南海

立交桥、南海大道、桃园路、南山大道、东滨路、前海路、兴海大

道、兴海路、航海路

航海路、兴海路、兴海大道、前海路、东滨路、南山大道、桃园路、南海大

道、深南南海立交桥、南海大道、北环南海立交桥、南海大道、南头立交、

同乐路、南坪快速、南光高速公路、塘坳隧道、南光高速公路、塘头立交、

南光高速公路、光明大道、松白路、红花中路、红花北路、民生大道、公常

路、凤新路、果园中心路



序号 业户名称 线路编号 起点站 终点站 上行途径站点 下行途径站点 上行途径道路 下行途径道路

263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高快巴士31号 长凤路总站 民田路公交总站

长凤路总站、圳塘、融汇路口、泰嘉乐、田寮、玉律、石岩汽

车站①、万联商场、石岩街道办、官田村①、宝燃油站、长城

工业区②、水田社区①、东海花园、深航大厦②、招商银行大

厦②、深南香蜜立交①、投资大厦①、大中华国际广场、会展

中心地铁站、卓越时代广场、购物公园地铁站、民田路公交总

站

民田路公交总站、购物公园地铁站、卓越时代广场、会展中心地

铁站、大中华国际广场、广电大厦①、深南香蜜立交①、招商银

行大厦①、水田社区①、长城工业区②、宝燃油站、官田村①、

石岩街道办、万联商场、石岩汽车站①、玉律、田寮①、证通电

子、圳塘、长凤路总站

长凤路、东长路、同仁路、融汇路、同观路、松白路、宝石西路、

宝石东路、石观路、福龙路、福龙路入口、福龙路、北环香蜜立交

、香蜜湖路、红荔西路、农园路、深南大道、广深竹子林立交、深

南大道、深南金田立交桥、金田路、福华路、民田路

民田路、福华路、金田路、福中三路、海田路、深南大道、深南金田立交桥

、深南大道、农园路、泽田路、侨香路、香蜜湖路、北环香蜜立交、福龙路

、福龙路出口、平蛇公路、福龙路、石观路、宝石东路、吉祥路、宝石东路

、吉祥路、宝石东路、园岭村路、官田路、宝石东路、宝石西路、松白路、

同观路、融汇路、同仁路、先能路、同仁路、先能路、同仁路、东长路、长

凤路

264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B962 龙悦居公交总站

福田保税区总站

（新）

桃花公交总站、华宝一号（招呼站）、市花香樟路口（招呼站）
、深福保（招呼站）、仁锐（招呼站）、昱科环球（招呼站）、

长富金茂大厦、槟榔道（招呼站）、桃花海虹路口（招呼站）、

赛意法（招呼站）、联想（招呼站）、桃花公交总站

桃花路、金葵道、市花路、红棉道、市花路、槟榔道、桃花路

265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157 大铲湾公交总站 蛇口邮轮中心总站

大铲湾公交总站、前海国际汽车物流园、海语西湾、宝安小学

、深业新岸线、西岸花园、宝安行政中心北、宝安中心站、宏

发领域、新安地铁站、南医大深圳医院、前海湾地铁站北、万

象前海、卓越壹号、前海时代、紫荆园、企业公馆、前海管理

局西、创新商务中心、前海湾花园南、招商港务、招港大厦、

蛇口邮轮中心总站

蛇口邮轮中心总站、招港大厦、招商港务、前海湾花园、泰康国

际医院、前海运动公园、前海管理局西、企业公馆、前海合作区

、紫荆园、前海时代、卓越壹号、万象前海、前海湾地铁站北、

南医大深圳医院、新安地铁站、宏发领域、宝安中心站、宝安行

政中心北、西岸花园、深业新岸线、宝安小学、海语西湾、前海

国际汽车物流园、大铲湾公交总站

西乡大道、金湾大道、金港大道、辅三路、新安六路、兴业路、新

安六路、宝源南路、裕安一路、新湖路、梦海大道、桂湾一路、听

海大道、桂湾四路、梦海大道、前海大道、怡海大道、前湾二路、

梦海大道、妈湾二路、兴海大道、港湾大道、邮轮大道、海运路

商海路、太子湾大道、邮轮大道、港湾大道、兴海大道、妈湾二路、六号路

、妈湾一路、梦海大道、前湾二路、怡海大道、前海大道、梦海大道、桂湾

四路、听海大道、桂湾一路、梦海大道、新湖路、裕安一路、宝源南路、新

安六路、辅三路金港大道、金湾大道、西乡大道

266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191 宝安客运中心 大梅沙公交总站

宝安客运中心、西乡立交①、宝安中心医院、西乡路口、上川

路口、裕安路口、宝安交通运输局①、深南北环立交①、南头

①、科技园①、大冲①、白石洲②、世界之窗②、锦绣中华②

、竹子林②、深航大厦②、深南香蜜立交①、特区报社②、投

资大厦①、田面、上海宾馆、赛格广场、兴华宾馆东、新闻大

厦、地王大厦、人民桥、门诊部①、湖贝地铁站、京鹏大厦、

黄贝岭地铁站②、黄贝岭、罗湖体育馆①、聚宝路口、莲塘、

长岭、沙头角地铁站、沙头角消防中队、叶屋村、盐田区政府

、盐田汽车站、盐田公安分局、盐田港西地铁站①、周大福大

厦、海港大厦、梅沙医院、东部华侨城、大梅沙公交总站

大梅沙公交总站、海滨浴场①、梅沙街道办③、大梅沙、东部华

侨城、梅沙医院、海港大厦、盐田港西地铁站①、盐田公安分局

、盐田汽车站、盐田区政府、叶屋村、沙头角消防中队、沙头角

地铁站、长岭沟、罗湖公安分局、莲塘①、聚宝路口、罗湖体育

馆①、黄贝岭、黄贝岭地铁站①、京鹏大厦、湖贝地铁站、门诊
部①、人民桥、新闻大厦、兴华宾馆东、赛格广场、上海宾馆、

田面、广电大厦①、特区报社②、深南香蜜立交①、深航大厦②

、竹子林②、锦绣中华①、世界之窗①、白石洲②、大冲①、科

技园①、南头①、深南北环立交①、宝安交通运输局、裕安路口

、上川路口、西乡路口、宝安中心医院、西乡立交①、宝安客运

中心

西乡大道、广深公路、广深公路辅路、广深公路、广深公路辅路、

广深公路、深南大道、前海路、深南大道、深南中路、深南东路、

深南沿河立交桥、深南东路、深南沿河立交桥、沿河北路辅路、罗

沙路辅路、罗沙路、罗沙路辅路、罗沙路、深盐路、北山立交桥、

Ｓ３０惠深沿海高速、Ｓ３０惠深沿海高速出口、艺海路、环梅路

、盐梅路、云水路、盐梅路、环梅路、艺海路、环碧路

环碧路、艺海路、环梅路、盐梅路、环梅路、盐梅路、云水路、盐梅路、环

梅路、艺海路、Ｓ３０惠深沿海高速出口、Ｓ３０惠深沿海高速入口、Ｓ３

０惠深沿海高速、北山立交桥、深盐路、罗沙路、罗沙路辅路、罗沙路、罗

芳立交桥、沿河北路、沿河北路出口、沿河北路辅路、深南沿河立交桥、深

南东路、深南中路、深南大道、前海路、深南大道、广深公路、广深公路辅

路、广深公路、广深公路辅路、西乡大道、前进二路

267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193 罗田象山大道总站 清水河总站

罗田象山大道总站、富美居、正大安工业城、建溢集团、通洲

工业园、李松蓢公园、上村居委会、北环风景北路口、宏发上

域、雍景城东、红花山地铁站、南庄村口、公明交警中队、国

科大医院西院区①、将石、将围、公明塘尾、光明大道路口、
田寮、玉律、石岩湖路口、北大方正、石岩径贝村、石岩汽车

站、万联商场、石岩街道办、官田村、宝燃油站、长城工业区

①、水田社区、阳台山、谭罗村、大浪石观工业区、龙华交管

所、赤岭头村、国泰家私城、隔圳新村、锦绣江南、牛栏前学

校、水尾、东边②、民康路口、横岭二区、民治天虹、横岭、

惠鑫公寓②、民乐地铁站①、长城开发、华富路①、赛格广场

、大剧院、建设集团临时站、红岭泥岗立交、深圳边检总站医
院①、清水河总站

清水河总站、深圳边检总站医院①、红岭泥岗立交、建设集团临

时站、大剧院、赛格广场、华富路始发站②、长城开发、民乐地

铁站①、惠鑫公寓②、横岭、横岭二区、民康路口、东边、水尾

、牛栏前学校、锦绣江南、隔圳新村、国泰家私城、赤岭头村、

龙华交管所、大浪石观工业区、谭罗村、阳台山、上横朗、水田

社区、长城工业区①、宝燃油站、官田村、石岩街道办、万联商

场、石岩汽车站、石岩径贝村、北大方正、石岩湖路口、玉律、

田寮①、光明大道路口、公明塘尾、将围、将石、国科大医院西

院区①、公明交警中队、南庄村口、雍景城东、宏发上域、北环

风景北路口、上村居委会、李松蓢公园、通洲工业园、建溢集团

、正大安工业城、富美居、罗田象山大道总站

木塘五路、象山大道、罗田龙山六路、象山大道、河堤路、富利路

、公明北环大道、公明北环大道（西）、公明北环大道、风景路、
红花北路、民生大道、兴发路、别墅路、公明东环大道、松白路、

宝石西路、宝石东路、石观路、福龙路、布龙路、布龙路辅路、布

龙路、布龙路辅路、布龙路、石龙大道、布龙路、布龙路辅路、布

龙路、民治大道、民乐路、白石龙路、梅龙路、梅观路、皇岗路、

红荔路、华富路、深南大道、深南中路、深南东路、红岭中路、红

岭北路、红岗路

红岗路、红岭北路、红岭中路、深南中路、深南大道、华富路、红荔路、皇

岗路、梅观路、民乐立交、梅坂大道、梅龙路、民乐路、民治大道、布龙路

、布龙路辅路、布龙路、布龙路辅路、布龙路、石龙大道、布龙路、布龙路

辅路、布龙路、平蛇公路、福龙路、石观路、宝石东路、宝石西路、松白路

、公明东环大道、公明南环大道、别墅路、兴发路、民生大道、风景路、公

明北环大道、公明北环大道（西）、公明北环大道、富利路、河堤路、象山

大道、木塘五路

268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B601 蛇口邮轮中心 蛇口邮轮中心 蛇口邮轮中心、蛇口港地铁站、蛇口邮轮中心、

海运路、乐海路、港湾大道、南海大道、港湾大道、邮轮大道、海

运路

269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高峰专线165号 石岩综合场站

科技生态园公交总

站

石岩综合场站、石岩汽车站①、河滨花园、罗租社区、一电科

技①、创维天桥、应人石路口、南岗工业区、白芒村、直升机

场、研祥科技大厦②、深大北门①、科技园①、高新园地铁站

、高新公寓、科技生态园公交总站、

科技生态园公交总站、高新公寓、大冲①、科技园①、深大北门

①、研祥科技大厦②、直升机场、白芒村①、南岗工业区、应人

石路口、创维天桥、一电科技①、罗租社区、河滨花园、石岩汽

车站①、石岩综合场站、

建兴路、宝石南路、松白路、石岩大桥、松白路、宝石西路、宝石

南路、松白路、沙河西路、同乐路、南头立交、南海大道、北环南

海立交桥、南海大道、深南南海立交桥、深南大道、科技南十路、

高新南四道、科技南路、白石路

白石路、科技南路、高新南四道、科技南十路、深南大道、南海大道、北环

南海立交桥、南海大道、南头立交、同乐路、沙河西路、松白路、宝石南路

、宝石西路、松白路、石岩大桥、松白路、宝石南路、建兴路

270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高峰专线166号 石岩羊台苑 安托山场站

石岩羊台苑、石岩文化中心、石岩公学西、石岩南康百货、万

联商场、河滨花园、罗租社区、一电科技、创维天桥、应人石

路口、南岗工业区、白芒村、九祥岭②、西丽法庭①、龙辉花

园②、桃源村、桃源村东、侨城一号广场、华侨城医院、侨城

东路口、鸿新花园①、安托山场站、

安托山场站、侨城东路口①、华侨城医院、侨城一号广场、桃源

村东、桃源村、龙辉花园②、西丽法庭①、九祥岭②、白芒村、

南岗工业区、应人石路口、创维天桥、一电科技①、罗租社区、

河滨花园、万联商场、石岩南康百货、石岩文化中心、石岩羊台

苑、

羊台山路、育才路、石岩龙腾路、吉祥路、石岩大道、宝石东路、

宝石南路、松白路、沙河西路、龙珠大道、南坪快速路、北环龙珠

立交、深云路、侨香路、侨香三道、安托山六路、侨香路

侨香路、深云路、南坪快速路、北环龙珠立交、南坪快速路、龙珠大道、沙

河西路、松白路、宝石南路、宝石东路、石岩大道、吉祥路、石岩龙腾路、

育才路、羊台山路

271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B982 盐田综合车场 盐田区政府北

盐田综合车场、深圳外国语学校、深圳外国语学校西、半山半

海花园小区、中青路西、盐田区南山、盐田区云海学校、半山

溪谷、深圳外国语学校西、海港大厦、周大福大厦、盐田区党

校、50小区、蓝色海月居、倚山花园、海山街道办、盐田区政

府北

盐田区政府北、盐田区政府东、盐田区医院、海山街道办、倚山

花园、蓝色海月居、50小区、盐田区党校、周大福大厦、海港大

厦、深圳外国语学校西、半山溪谷、盐田区云海学校、盐田区南

山、中青路西、半山半海花园小区、深圳外国语学校西、深圳外

国语学校、盐田综合车场

青蓬路、盐田路、梧桐山大道、中青一路、中青路、中青一路、梧

桐山大道、深盐路、梧桐路、香径西街、香径东街

香径东街、海山路、深盐路、香径南街、香径西街、梧桐路、海景二路、深

盐路、梧桐山道立交、梧桐山大道、中青一路、中青路、中青一路、梧桐山

大道、盐田路、青蓬路

272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联通区间线 世界之窗总站 联通沙河站 世界之窗总站、世界之窗①、白石洲②、联通沙河站 联通沙河站、白石洲③、世界之窗①、世界之窗总站

侨城西街、深南大道、沙河东路、滨海大道、滨海沙河西立交、沙

河西路
白石路、沙河东路、深南大道、侨城西街

273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E12

大浪时尚小镇西公

交场站
阳光科创公交总站

大浪时尚小镇西公交场站、浪花路中、梵思诺大厦、华荣综合

市场、大浪商业中心南、阳台山东地铁站、龙胜地铁站、天安

数码城、下沙②、深圳湾公园地铁站②、深圳湾体育中心、后

海地铁站、佳嘉豪苑、荔秀文化街、阳光科创公交总站

阳光科创公交总站、荔秀文化街、佳嘉豪苑、海岸城、深圳湾体

育中心、深圳湾公园地铁站、下沙②、天安数码城、龙胜地铁站

、阳台山东地铁站①、大浪商业中心南、华荣综合市场、梵思诺

大厦、浪花路中、大浪时尚小镇西公交场站

浪花路、浪荣路、华宁路、华荣路、同胜工业园路、华荣路、华旺

路、布龙路辅路、布龙路、龙华路、布龙路、和平路、福龙路辅路

、福龙路、北环香蜜立交、香蜜湖路、泰然六路、香蜜湖路、滨河

大道辅道、滨河大道、滨海大道、滨海大道辅路、滨海大道、海德

三道、后海滨路、创业路、南海大道、东滨路、南新路

南华路、南新路、东滨路、南海大道、创业路、海德三道、滨海大道辅路、

滨海大道、滨河大道辅道、福强路、香蜜湖路、福龙路、福龙路辅路、和平

路、布龙路、布龙路辅路、华旺路、华荣路、浪荣路、浪花路

274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B812 福田南总站 福田南总站

福田南总站、公汽大楼、福安街、福星路口、福星沃尔玛、福

星路中、福星大厦、上海宾馆东、中医院、福星大厦、福星路

中、福星沃尔玛、福星路口、福田南总站

福田路、福华路、福虹路、深南中路、华强南路、福华路、福田路



序号 业户名称 线路编号 起点站 终点站 上行途径站点 下行途径站点 上行途径道路 下行途径道路

275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B990 前海湾地铁站总站 前海湾地铁站总站

前海湾地铁站总站、龙海家园、卓越壹号、前海时代、紫荆园

、企业公馆、前海管理局西、前海运动公园、前湾地铁站、前

海石公园、前湾滨海公园、法治大厦、前海嘉里、前湾地铁站
、前海运动公园、前海管理局西、企业公馆、前海合作区、紫

荆园、前海时代、卓越壹号、龙海家园、前海湾地铁站总站

桂湾二路、梦海大道、桂湾三路、十一号路、桂湾四路、梦海大道

、前海大道、怡海大道、前湾二路、听海大道、前海大道、金岸中

街、前湾二路、临海大道、前海大道、听海大道、前湾二路、怡海
大道、前海大道、梦海大道、桂湾四路、十一号路、桂湾三路、梦

海大道、桂湾二路

276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B991

月亮湾填海区公交

总站

月亮湾填海区公交

总站

月亮湾填海区公交总站、铁路公园地铁站、信利康大厦、海运

中心、海运中心、铁路公园地铁站、月亮湾填海区公交总站

航海路、妈湾二路、怡海大道、自贸大街、妈湾二路、怡海大道、

自贸大街、妈湾二路、航海路

277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B927 盐田东公交总站 盐田东公交总站

盐田东公交总站、庚子首义学校、东海丽景花园、盐田医院盐

田院区、乐群小学、永安北山路口、积美工业区、石头围村口

、盐田双拥公园、洪安围、北山路口、烟墩山公园、盐田国际

大厦、盐综保服务中心、二十二米大道中、盐综保盐田片区、

西山吓、盐田海鲜街路口③、北山路口、盐田派出所、盐田东

公交总站

东海四街、洪安路、东海道、永安路、北山道、盐港大道、进港三

路、进港二路、深盐路、北山道、洪安三街、东海道、洪安路、东

海四街

278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B742 文体公园 文体公园 文体公园、深云车辆段、深云地铁站、深云车辆段、文体公园 深云车辆段遂道、、深云车辆段遂道

279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A1

机场地面交通中心

西平台
华联大厦

机场地面交通中心西平台、深航大厦②、投资大厦②、华联大

厦
华联大厦、广电大厦②、深航大厦②、机场新航站楼

空港九道、领航高架桥、领航四路、机场南路辅路、领航高架桥、

机场南路、G4京港澳高速、深南大道、泰然一路、深南大道、深南

中路、福虹路、深南中路、华强南路、深南中路

深南中路、华发北路、深南中路、深南大道、G4京港澳高速、中山园路、G4

京港澳高速、G2518深岑高速、G4京港澳高速、G2518深岑高速、机场南路、

领航高架桥、机场南路辅路、领航三路、领航高架桥

280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A4

机场地面交通中心

西平台
龙岗城市候机楼

机场地面交通中心西平台、信息学院、爱联地铁站、龙岗城市

候机楼
龙岗城市候机楼、信息学院①、机场新航站楼

、领航高架桥、机场南路、机场南路出口、Ｇ１５沈海高速、龙翔

大道、如意路、龙岗大道、、龙岗大道、

、龙岗大道、龙岗大道辅路、龙飞大道、龙翔大道、Ｇ１５沈海高速、Ｇ１

５沈海高速出口、机场南路、领航高架桥

281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A5

机场地面交通中心
西平台

燕子湖国际会展中
心

机场地面交通中心西平台、荷坳地铁站、坪山城市候机楼、燕
子湖国际会展中心

燕子湖国际会展中心、坪山城市候机楼、机场新航站楼

空港九道、领航高架桥、领航四路、机场南路辅路、领航高架桥、

机场南路、G2518深岑高速、G15沈海高速、龙岗大道、S301南坪快
速辅路、S301南坪快速、坪盐通道、锦龙大道、坪山大道、比亚迪

路、江岭路、比亚迪路、龙坪路、东纵路、瑞景路

瑞景路、牛麻岭路、东纵路、龙坪路、比亚迪路、坪山大道、锦龙大道、坪

盐通道、S301南坪快速、S28水官高速、龙翔大道、国际大学园路、龙翔大道
、S28水官高速、G15沈海高速、G2518深岑高速、机场南路、领航高架桥、机

场南路辅路、领航三路、领航高架桥

282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NA1

机场地面交通中心

西平台
华联大厦

机场地面交通中心西平台、桂庙新村、竹子林①、深航大厦②

、投资大厦②、华联大厦
华联大厦、广电大厦②、深航大厦②、机场新航站楼

空港九道、领航高架桥、领航四路、机场南路辅路、领航高架桥、

机场南路、G4京港澳高速、南海大道、南海大道辅路、南海大道、

南海大道辅路、桃园路、南海大道辅路、南海大道、滨海大道、滨

海大道辅路、滨海大道、侨城东路、深南大道、红树林路、深南大

道、泰然一路、深南大道、深南中路、福虹路、深南中路、华强南

路、深南中路

深南中路、深南大道、广深竹子林立交、Ｇ４京港澳高速、同乐立交、Ｇ４

京港澳高速、Ｇ４京港澳高速、Ｇ４京港澳高速出口、Ｇ１５沈海高速出口

、机场南路、领航高架桥

283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A2

机场地面交通中心

西平台
深圳北汽车客运站

机场地面交通中心西平台、龙胜地铁站、世纪春城、深圳北汽

车客运站
深圳北汽车客运站、世纪春城、龙胜地铁站、机场新航站楼

领航高架桥、机场南路、机场南路出口、Ｇ１５沈海高速、Ｇ１５

沈海高速出口、Ｓ３１龙大高速、Ｓ３１龙大高速出口、福龙路、

福龙路入口、福龙路、福龙路出口、和平路、布龙路、梅龙大道、

留仙大道、致远中路、留仙大道

致远中路、留仙大道、民塘路、民宝路、梅龙大道、布龙路、和平路、福龙

路辅路、福龙路入口、福龙路、福龙路出口、平蛇公路、福龙路、Ｓ３１龙

大高速入口、Ｓ３１龙大高速、Ｓ３１龙大高速出口、Ｇ１５沈海高速、Ｇ

１５沈海高速出口、机场南路、领航高架桥

284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590 深圳机场场站 机场码头 深圳机场场站、机场地面交通中心西平台、机场码头 机场码头、机场新航站楼、深圳机场场站

领航四路、空港八道、领航高架桥、空港九道、领航四路、机场南

路辅路
机场南路辅路、领航三路、领航高架桥、空港九道、领航四路

285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591 企岗山花园场站 企岗山花园场站

企岗山花园场站、凌霄花园、国内货运村、南航基地、深航基

地、保税物流中心、邮政物流中心、顺丰物流基地、货站进港

、货站出港、ITC、GTC、能源中心、顺丰物流基地、邮政物流

中心、保税物流中心、深航基地、南航基地、国内货运村、凌

霄花园、企岗山花园场站

航站一路、机场六道、宝安大道、机场道、航站四路、空港一道、

领航二路、领航三路、领航一路、空港八道、领航四路、领航高架

桥、机场南路、机场南路出口、机场南路辅路、航站四路、机场六

道、航站一路

286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M592 平安居场站 平安居场站

平安居场站、信息大楼、AB楼、兴围、后瑞地铁站②、机场保

税物流中心、邮政物流中心、顺丰物流基地、货站进港、货站

出港、ITC、GTC、能源中心、顺丰物流基地、邮政物流中心、

机场保税物流中心、后瑞地铁站、后瑞村、兴围、信息大楼、

平安居场站

机场七道、航站四路、机场道、航站一路、金荔路、宝安大道、机

场支一道、航站四路、空港一道、领航二路、领航三路、领航一路

、空港八道、领航四路、领航高架桥、机场南路、机场南路出口、

机场南路辅路、航站四路、机场支一道、宝安大道、金兴路、金荔

路、宝安大道、机场道、航站一路、金荔路、机场五道、航站四路

、机场七道

287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B992 港湾学校 港湾学校

港湾学校、前海时代、卓越壹号、龙海家园、龙海家园北区、

港湾小学、港湾学校

滨海大道、梦海大道、桂湾四路、十一号路、创新九街、怡海大道

、滨海大道

288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B993 前海湾地铁站总站 前海湾地铁站总站

前海湾地铁站总站、前海交易广场、桂湾地铁站、桂湾公园北

、演艺公园、前海湾地铁站北、前海湾地铁站总站

桂湾二路、听海大道、滨海大道、临海大道、桂湾一路、听海大道

、桂湾二路

289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B883 沙井公交场站 塘尾地铁站

沙井公交场站、蚝一西部工业园、兴英科技园、和一好万年、

和一社康中心、和一鸿江工业园、美祥顺、欧达可、敬邦公司

、YKK厂后门、YKK拉链厂、塘尾十三区、凤塘和沙路口、塘尾

十四区、塘尾社区、塘尾万里学校、宝安华强城、塘尾地铁站

塘尾地铁站、塘尾北、万丰（西侧）、塘尾地铁站（西侧）、宝

安华强城、塘尾万里学校、塘尾社区、塘尾十四区、凤塘和沙路

口、塘尾十三区、YKK拉链厂、YKK厂后门、敬邦公司、欧达可、

美祥顺、和一鸿江工业园、和一社康中心、和一好万年、兴英科

技园、蚝一西部工业园、沙井公交场站

蚝丰二路、南环路、锦程路、沙福路、和沙路、凤塘大道、宝安大

道

宝安大道、南环路、宝安大道、凤塘大道、和沙路、沙福路、锦程路、南环

路、蚝丰二路



序号 业户名称 线路编号 起点站 终点站 上行途径站点 下行途径站点 上行途径道路 下行途径道路

290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B930 上步码头总站 上步码头总站

上步码头总站、华强南、赛格广场、兴华宾馆西、新城市广场

、上步小学、埔尾路、红岭岁宝、上步小学、新城市广场、爱

华市场、上步中学①、滨河华强天桥、上步码头总站

华强南路、南园路、华强南路、深南中路、上步南路、南园路、红

岭南路、滨河大道、南园路、滨河大道、华强南路、南园路、福华

路、华强南路、滨河大道、华强南路

291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高峰专线191号 怡景地铁站② 黄贝岭

怡景地铁站②、黄贝岭地铁站④、新秀小学、国威路东、莲塘

②、延芳路口、安芳小学

黄贝岭、黄贝岭地铁站①、华丽环岛、荷花市场、怡景地铁站①

、莲塘、国威路东

怡景路、爱国路、文锦中路、深南东路辅路、深南东路、新秀路、

罗芳路、罗沙路、罗沙路辅路、、港莲路、畔山路、国威路、仙桐

路、国威路、畔山路、罗沙路辅路、罗沙路、延芳路

沿河北路、深南东路、文锦南路、爱国路、黄贝路、怡景路、罗沙路、港莲

路、畔山路、国威路

292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B757 横岗车辆段 横岗车辆段 横岗车辆段、六约地铁站（北侧）、横岗车辆段 深峰路、龙岗大道、梧桐路、龙岗大道、深峰路、

293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B660 天颂雅苑 天颂雅苑

天颂雅苑、康乐花园、锦绣花园、康乐路口、塘坑地铁站、塘

坑地铁站、康乐路口、锦绣花园、康乐花园、天颂雅苑
康乐路、龙岗大道辅路、龙岗大道、康乐路

294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B661 侨城北地铁站 侨城北地铁站 侨城北地铁站、天鹅堡、侨城坊东、侨城北地铁站 侨香路、侨发路、侨深路、深云路、侨香路

295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B666 梅林文体中心

天健天骄南苑公交

首末站

梅林文体中心、梅林一村小区（招呼站）、梅林一村西南门

（招呼站）、福田农批市场、梅景地铁站C口（招呼站）、高达

苑、下梅林一街、福田外语学校西、宏浩花园、龙塘、天健天

骄南苑公交首末站

天健天骄南苑公交首末站、龙塘、宏浩花园、福田外语学校西、

下梅林一街、福田农批市场西（招呼站）、福田农批市场北（招

呼站）、梅林一村小区（招呼站）、梅林文体中心

梅丽路、梅林路、下梅林一街、香梅路、商报路、景田西路
景田西路、商报路、香梅路、下梅林一街、下梅林二街、梅山街、梅林路、

梅丽路

296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B667 留仙洞地铁站 留仙洞地铁站

留仙洞地铁站、石鼓路口（招呼站）、石鼓花园、云城东里

（招呼站）、仙鼓路口（招呼站）、云城泊寓（招呼站）、鹏

城实验室、中兴人才公寓东、深职院留仙洞校区、留仙洞地铁

站

留仙大道、石鼓路、打石二路、仙鼓路、打石一路、创科路、留仙

大道

297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B668 深大地铁接驳站 汉京中心

深大地铁接驳站、汉京中心、腾讯大厦（招呼站）、研祥科技

（招呼站）、龙泰利科技（招呼站）、帝景园、凯丽花园、维

用科技、深大地铁接驳站

汉京中心、腾讯大厦（招呼站）、研祥科技（招呼站）、龙泰利
科技（招呼站）、帝景园、凯丽花园、海王集团、汉京中心

深南大道、科技中一路、科研路、高新中四道、科苑北路、深南大
道

科技中一路、科研路、高新中四道、科技中三路、深南大道、科技中一路

298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B669 卓越后海中心 卓越后海中心

卓越后海中心、后海地铁站J出口（招呼站）、滨海之窗①、软

件产业基地5栋（招呼站）、软件产业基地2栋（招呼站）、腾

讯滨海大厦、深圳湾创投大厦、盈峰中心（招呼站）、百度国

际大厦南（招呼站）、卓越后海中心

海德三道、滨海海滨立交桥、滨海大道、高新南九道、海天一路、

海天二路、海天一路、科苑南路、海德三道

299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B630 凤凰智谷公交场站 凤凰智谷公交场站

凤凰智谷公交场站、白鹿广场（招呼站）、通城路口（招呼

站）、共和工业路中、共乐智慧城、大益广场、西乡盐田大门

、西乡地铁站、华盛辉大厦、金港华庭、白鹿广场（招呼站）

、凤凰智谷公交场站

铁仔路、共和工业路、西乡大道、新湖路、金海路、通成路、共和

工业路、铁仔路

300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B631 兴东地铁站A口 兴东地铁站A口

兴东地铁站A口、庭威产业园（招呼站）、中粮商务公园、润恒

电子厂、飞扬科技园、甲岸科技园（招呼站）、高新奇工业区

、稻兴环球科创中心（招呼站）、中粮创芯公园（招呼站）、

兴东地铁站A口

留仙二路、隆昌路、留仙一路、创业二路、留仙二路

301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B928 龙悦居公交总站

福田保税区总站

（新）

天健天骄南苑公交首末站、科技中学、景新花园①、景鹏大厦

、下梅林市场、福田农批市场、广中医深圳医院、北环香梅北

天桥、莲塘尾二路、莲塘尾小区、莲塘尾一路、红岭中学高中

部、安托山九路、红岭中学高中部、莲塘尾一路、莲塘尾小区

、莲塘尾二路、北环香蜜立交、枫丹雅苑、特发小区、景田沃

尔玛、天健天骄南苑公交首末站

景田西路、莲花路、新洲路、梅华路、梅丽路、梅林路、北环大道
辅路、莲塘尾三路、莲塘尾二路、莲塘尾一路、正尾路、禾镰一路

、禾镰二路、安托山九路、正尾路、莲塘尾一路、莲塘尾二路、莲

塘尾三路、北环大道辅路、北环香蜜立交、香蜜湖路、侨香路、香

梅路、莲花路、景田西路、商报路

302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大鹏假日专线4

号
福田高铁站 新大集散中心

福田高铁站、上海宾馆、兴华宾馆东、深圳书城、门诊部①、

黄贝岭地铁站③、罗湖体育馆②、莲塘、葵涌中心、大鹏中心

①、布锦村、水头市场、新大集散中心

新大集散中心、大岭吓、水头市场、布锦村、大鹏中心①、葵涌

中心、莲塘①、罗湖体育馆②、黄贝岭地铁站①、门诊部①、兴

华宾馆东、上海宾馆、福田高铁站

深南大道、深南中路、华强南路、深南中路、深南东路、人民南路

、深南东路、南湖路、深南东路、东门南路、深南东路、文锦南路

、深南东路、新秀路、沿河北路辅路、罗沙路、罗沙路辅路、罗沙

路、S30惠深沿海高速、坪葵路、金葵西路、坪葵路、金葵西路、坪

葵路、坪西路、迭福路、迎宾北路、迎宾南路、葵南路、滨海二路

、葵南路、新大路

新大路、葵南路、水厂路、葵南路、迎宾南路、迎宾北路、迭福路、坪西路

、坪葵路、金葵西路、坪葵路、金葵西路、坪葵路、S30惠深沿海高速、罗沙

路、罗沙路辅路、罗沙路、沿河北路辅路、沿河北路、沿河北路辅路、怡景

路、沿河北路辅路、沿河北路、沿河北路辅路、深南东路、文锦南路、深南

东路、深南中路、上步路、深南中路、深南大道

303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大鹏假日专线6

号
盐田路地铁站 新大集散中心

盐田路地铁站、东海丽景花园、盐田派出所、北山路口、东纵

司令部旧址、虎地排、大鹏山庄、鹏城花园、古城小区、大鹏

二小、较场尾西、银滩路口、水头市场、南澳办事处、南澳水

产市场、南澳月亮湾、新大集散中心

新大集散中心、南澳中心①、南澳水产市场、南澳办事处、水头

市场、银滩路口、较场尾西、大鹏二小、大鹏所城、较场尾、古

城小区、鹏城花园、大鹏山庄、虎地排、东纵司令部旧址、盐港

中学、东海丽景花园、盐田路地铁站

盐田路、东海道、洪安二街、东海道、洪安路、洪安三街、北山道

、深盐路、S30惠深沿海高速、深葵路、葵新南路、坪西路、迭福路

、鹏飞路、银滩路、水厂路、葵南路、水头路、海滨北路、海滨南

路、南澳同富路、人民路、南澳同富路、同富路、新丰路、新大路

新大路、新丰路、同富路、南澳同富路、人民路、南澳同富路、海滨南路、

海滨北路、水头路、葵南路、水厂路、银滩路、鹏飞路、人民路、鹏飞路、

迭福路、坪西路、葵新南路、深葵路、S30惠深沿海高速、北山道、深盐路、

东海道、洪安四街、洪安三街、洪安路、东海道、洪安二街、东海道

304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大鹏假日接驳专

线2号
新大集散中心 新大集散中心

新大集散中心、大岭吓、新圩、七星湾路口、桔钓沙、浪骑、

海滨度假中心、浪骑、桔钓沙、七星湾路口、新圩、新大集散

中心

新大路、新东路、地质公园路、新大路、

305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大鹏假日接驳专

线4号
新大集散中心  新大集散中心 

新大集散中心 、新大社区、上下横岗、沙坑、鹤薮村、西涌三

四号浴场、西涌二号浴场、西涌三四号浴场、鹤薮村、沙坑、

上下横岗、新大集散中心

新大路、新丰路、南西公路、新丰路、新大路



序号 业户名称 线路编号 起点站 终点站 上行途径站点 下行途径站点 上行途径道路 下行途径道路

306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大鹏假日接驳专

线6号
新大集散中心 新大集散中心

新大集散中心、新大社区、地质公园路中、国家地质公园、地

质公园路中、新大社区、新大集散中心
新大路、地质公园路、地质公园路、新大路

307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大梅沙假日专线

1号
盐田路地铁站 大梅沙闻檀道场站

盐田路地铁站、东海丽景花园、庚子首义学校、盐田派出所、

北山路口、梅沙医院、万科中心、大梅沙闻檀道场站

大梅沙闻檀道场站、盐田外语学校、海滨浴场②、中兴通讯学院

、万科中心、梅沙医院、盐港中学、庚子首义学校、东海丽景花

园、盐田路地铁站

盐田路、东海道、洪安三街、北山道、深盐路、东海道、深盐路、

北山立交桥、Ｓ３０惠深沿海高速、Ｓ３０惠深沿海高速出口、艺

海路、环梅路、闻檀道

闻檀道、环碧路、环梅路、盐梅路、环梅路、艺海路、Ｓ３０惠深沿海高速

出口、Ｓ３０惠深沿海高速入口、Ｓ３０惠深沿海高速、北山立交桥、深盐

路、东海道、盐田北四街、东海四街、盐田路

308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小梅沙假日专线

1号
盐田港西地铁站①

小梅沙社区公交总

站

盐田港西地铁站①、周大福大厦、海港大厦、梅沙医院、东部

华侨城、梅沙街道办、小梅沙、小梅沙社区公交总站

小梅沙社区公交总站、小梅沙、梅沙街道办①、大梅沙、东部华

侨城、梅沙医院、盐田港西地铁站

深盐路、梧桐山道立交、Ｓ３０惠深沿海高速、Ｓ３０惠深沿海高

速出口、艺海路、环梅路、盐梅路、盐葵路

盐葵路、盐梅路、环梅路、艺海路、Ｓ３０惠深沿海高速出口、Ｓ３０惠深

沿海高速入口、Ｓ３０惠深沿海高速、梧桐山道立交、深盐路、临海路、协

和路、海景二路

309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B625 罗湖区中医院 罗湖区中医院

罗湖区中医院（北侧）、仙桐御景（西侧）、畔山路（西侧）

、莲南小学（东侧：招呼站）、莲塘（南侧）、畔山花园（虚

拟末站：南侧）、畔山路（东侧）、国威路东（南侧）、莲馨

家园（北侧）、罗湖区中医院（北侧）

仙桐路、国威路、畔山路、港莲路、三号支路、罗沙路、港莲路、

畔山路、国威路、仙桐路

310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B665 侨城东地铁接驳站 侨城东地铁接驳站

侨城东地铁接驳站、创意园E6栋（招呼站）、中旅仓库区（招

呼站）、深南电路大厦（招呼站）、警校路口（招呼站）、深

职院华侨城校区（招呼站）、侨城东地铁接驳站

深南大道、恩平街、锦绣北街、开平街、香山东街、侨城东路、深

南大道

311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B638 宝能城公交首末站 宝能城公交首末站 宝能城公交首末站、塘朗地铁站、宝能城公交首末站 塘朗东路、塘开路、留仙大道、塘岭路、学苑大道、塘朗东路

312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B704 淘金山小区 淘金山小区

淘金山小区、淘金山绿道南站、九尾岭隧道口、彩世界家园、

景亿山庄、东湖路、翠园中学东晓校区、金稻田路口、布心山

湖居、淘金山小区

翠荫路、沙湾路、太白路、东湖路、金稻田路、金洲路、翠荫路

313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莲花山假日接驳

专线1号
公交大厦总站 公交大厦总站

公交大厦总站、公交大厦停车场（招呼站）、公交大厦、莲花

山公园东门（招呼站）、莲花山公园东南门（招呼站）、关山

月美术馆停车场（招呼站）、中心书城北、莲花山公园①、莲

花山公园西区停车场（招呼站）、北大医院②、莲花北村②、

彩田村①、公交大厦停车场（招呼站）、公交大厦总站

彩云路、莲花支路、莲花路、彩田路、红荔路、新洲路、莲花路、

莲花支路、彩云路

314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B637 华丰工业区 华丰工业区

华丰工业区、一方天地（招呼站）、南昌新村市场（招呼站）

、南昌第二新村 、维尔康食品公司、泰华梧桐岛、全一电子厂

北、华丰工业区北、华丰工业区

宝安大道、固戍二路、南昌路、运昌路、航空路、顺昌路、航城大

道、宝安大道

315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B639 兴东地铁站 兴东地铁站

兴东地铁站、长丰工业园东（招呼站）、安通达工业区北、安

通达工业区、美生创谷科技创新园、中粮商务公园（招呼站）

兴东地铁站

创业二路、留仙三路、隆昌路、留仙二路、创业二路

316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B640 沙井地铁站 沙井地铁站

沙井地铁站、壆岗市场、壆岗幼儿园、沙井公园、盛芳园南区

（招呼站）、西荟城3期（招呼站）、西荟城广场、沙井万科翡

丽郡、迎宾环镇路口、西荟城北（招呼站）、觉园新村西（招

呼站）、沙井公园、壆岗幼儿园、沙井地铁站

宝安大道、壆岗大道、蚝乡路、永通路、新沙路、环镇路、迎宾路

、永通路、蚝乡路、壆岗大道、锦岗路、宝安大道

317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B641 碧海湾地铁站 碧海湾地铁站

碧海湾地铁站、西乡体育中心、润莲市场（招呼站）、银田新

村、西乡客运站、金港华庭、盐田街路口（招呼站）、华盛辉

大厦、西乡地铁站C出口（招呼站）、泰华阳光海、碧海湾地铁

站

宝源路、银田路、宝安大道、金海路、新湖路、悦和路、宝源路

318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B680 草埔地铁站⑤ 草埔地铁站⑤

草埔地铁站⑤、新屋下村（招呼站）、荣超花园④、百合山庄

、信义逸翠园、信义实验小学、信鸽路口（招呼站）、禾坑村

、华港新村、绿景山庄、草埔村口、草埔地铁站⑤

文锦北路、龙岗大道、荣华路、百鸽路、禾坑路、金稻田路、翠茵
路、文锦北路

319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B884 长凤路总站 长凤路总站

长凤路总站、海纳中心、科农光侨路口、凤凰城实验学校、新

纶科技产业园、光谷苑、华映显示科技、华星光电西门、东明

大道高速路口、凤凰城地铁站①、东明大道高速路口、华星光

电西门、光谷苑、新纶科技产业园、凤凰城实验学校、科农光

侨路口、华星光电G11产业园、长圳地铁站、长凤路总站

长凤路、东长路、光侨路、科农路、同业路、科农路、光明大道、

科裕路、东明大道、聚丰路、光明大道、凤归路、东明大道、科裕

路、光明大道、科农路、同业路、科农路、光侨路、东长路、长凤

路

320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B676 盐田路地铁站 盐田路地铁站

盐田路地铁站、盐田医院盐田院区、乐群小学、新港大厦、永

安北三街路口、嘉长源创意园、新港大厦、乐群小学、盐田医

院盐田院区、盐田路地铁站

盐田路、东海道、盐田北四街、东海道、永安北三街、东海道、永

安北一街、明珠五路、永安北三街、东海道、盐田北四街、东海道

、盐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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