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湾区内地 9市市内交通概况(更新至 2019年末) 
2019 年 11 月 29 日 

市内主要公共交通运行 

广州  

交通形式 主要线路 价格 

地铁 

(6:00-

23:00) 

运营路线包括 1号线-9号线、13号

线、14号线、14号线（知识城）、

21号线、三北线、广佛线及 APM

线（截至 2019年 11月）。 

2元起，采用分段收费，使用“羊

城通”储值咭搭乘地铁有 9.5折优

惠。乘客在一个月内使用一张卡，

乘坐公交和地铁达到第 16次起，

乘车按 6折优惠。 

巴士 

(6:00-

22:00, 有

夜班) 

市区巴士（含夜线）、广州快速公

交(BRT)等路线；其中花都区、番禺

区、南沙区三个区有自己的公交系

统。 

市区线多为空调车 2元，非空调车

1元，偏远地区价格会提高。 

的士* 的士车身有红、黄、蓝、金、绿五

色，分属不同的的士公司，但价格

相同。 

市区内起步价 12元/3公里，按表

收费，3公里后加收 2.6元/公里

的费用，15至 25公里按照续租价

加收 20%，25公里以上按续租价

加收 50%；夜间服务费(23:00-次

日 5:00)按照续租价加收 30%。 

水上巴士 

(6:00-

24:00, 不同

航线运行时

间不同) 

广州水上巴士航线共有 14条航线、

35座码头，客运船舶 51艘，总里

程 58.8公里。 

票价为 1元至 2元，刷羊城通可享

受优惠。 

 

深圳 

交通形式 主要线路 价格 

地铁 

(6:30-

23:00) 

运营路线包括 1号线-5号线、7号

线、9号线、11号线（截至 2019年

11月）。 

2元起，采用分段收费。乘客进闸

后，停留时限为 210分钟。 超时

出站，要补交最高单程票价车费。 

巴士 

(6:30-

22:30, 有

夜班) 

干线公交（蓝绿色）：走主干道，

以数字、M字开头 

全程不足 28公里的按单一票制收

费，空调车 2元，非空调车 1元；

超过 28公里的实行分段票制，空支线公交（黄色）：走支路，以 B

字开头 

*注：在內地，的士稱為 “出租車 / 計程車” 。 
 



交通形式 主要线路 价格 

快线公交（绿色）：走高速公路、

城市快速道路，停靠站点少，以 E

字、K字开头 

调车 2元起，上限 10元，非空调

车 1元，上限 7元。 

夜间公交：N字开头 

的士 车身颜色有红、绿和蓝三种，其中

绿色车辆只能在关外宝安、龙岗两

区行驶，蓝色车辆为电能源车。 

市区内起步价 10元/2公里，按表

收费，2公里后加收 2.6元/公里

的费用，等候收费 0.8元/分钟。 

红色车辆加收 3元燃油附加费，

夜间（23时-6时）超过 25公里

部分按里程价加收 30%。 

 

注：港澳居民只要年满 60岁，凭港澳台居民居住证即可免费乘坐深圳市内巴士和地铁

（限普通车厢）。(在人员要求下，港澳居民须出示港澳台居民居住证，以证明他有权免

费享用以上服务。)  

 

佛山 

交通形式 主要线路 价格 

地铁 

(6:00-

23:15) 

运营线路为广佛线（即佛山地铁 1

号线） 

广佛线部分站台可换乘广州地铁 

2元起，采用分段收费。 

可使用“羊城通”。 

巴士 

(6:30-

22:30, 有

夜班) 

佛山大公交规划分为 4个板块：禅

桂片区；顺德容桂、大良片区；三

水西南片区；高明荷城片区。 

这 4个片区内部公交自成体系，区

与区之间以佛山城巴沟通。 

全市公交线路均为无人售票，均上

车投币，统一为投币 2元，刷卡

1.4元，60分钟内换乘 0.7元。 

的士 的士电召台为主：电话 820-

23456； 

APP自助召车为辅：佛山行 

起步价为 10元/2.5公里，2.5公

里后每公里 2.8元。12公里至 25

公里按里程价的 20%加收，25公

里以上按里程价的 50%加收。返

空费实行分段差异化收费。 

 
东莞 

交通形式 主要线路 价格 

地铁 

(6:30-

22:30) 

运营线路包括 2号线 。 

(注：截至 2019年 11月，1号线尚

在建设中。) 

2元起，采用分段收费。 

巴士 市内公交车服务有城巴、旅游专线

巴士、跨镇公交等。 

2元起，上、下车各刷一次卡计

费，“东莞通”可享 9折优惠。 



交通形式 主要线路 价格 

的士 蓝色或黄色车身 8元/2公里， 续程运价超过起步

里程（2公里）后，调整为 2.75

元/公里。燃油附加费已取消。候

时费 0.5元/分钟，超过 15公里续

程运价提高 15%，夜间 23时至次

日 5时的起步价和续程运价可加收

20%。 

 

惠州 

交通形式 主要线路 价格 

巴士 

(6:00-

22:00) 

市内多为无人售票车，不论远近，

均为一票制。 

空调车 2元，非空调车 1元，IC

卡乘空调车有优惠。 

的士 新富康和新捷达车型 起步价 8元/2公里，超出 2公里

加收 2.6元/公里。候时费 0.5元/

分钟，超过 12公里续程运价提高

30%，夜间 23时至次日 5时 30

分的续程运价可加收 20%。 

 

中山 

交通形式 主要线路 价格 

巴士 市内公交车服务有城巴、旅游专线

等。 

 

快速公交（BRT）由利和广场至火

炬公交枢纽站共 13站 

 

无人售票 2元，有人售票 3站内

收 1元，超过 3站每站加收 0.5

元。 

BRT单一票制 2元/人次，使用“中

山通”有优惠。 

的士 索塔纳的士和捷达的士 起步价 8元/2公里，超出 2公里

加收 2.72元/公里，免收燃油附加

费。区域性运营出租车起步价 7元

/2公里。候车费每小时 22.5元，

超过 12公里运价为日间 3.52元/

公里、夜间 4.04元/公里，夜间

23时至次日 5时加收 15%。 

 

 

 

 



江门 

交通形式 主要线路 价格 

巴士 巴士为主要出行方式，市内有城

巴、旅游专线等。 

票价 1-2元不等 

的士  起步价 7元/2公里，免收燃油附

加费，超出 2公里加收 2.7元/公

里，超出 12公里加收 30%回空

费，23时至凌晨 6时乘车加收

20%夜间服务费。 

 

珠海 

交通形式 主要线路 价格 

巴士 巴士网络比较发达，基本上能到达

市内各个地方。 

统一价格 2元, 于无人售票机购

买。 

的士 一类车（超豪华型） 起步价 12元/2.5公里，超出 2.5

公里加收 3元/公里；夜间

(23:00-6:00)加收 30%运费。 

二类车（豪华型） 起步价 10元/2.5公里，超出 2.5

公里加收 2.6元/公里；夜间

(23:00-6:00)加收 30%运费。 

 

肇庆 

交通形式 主要线路 价格 

巴士 主要巴士路线为 1路、2路、5A

路、6路、25A路 

基本票价 2元/人, 于无人售票机

购买。 

的士  起步价 6.5元/2公里，超出 2公

里加收 2.4元/公里 

 

  



乘搭公共交通小贴士 
手机 APP 

部分城市公交、地铁已开通手机乘车码，可通过下载当地的公共交通 APP（如“深圳通+”、

“东莞通”等）或小程序（如“微信-钱包-城市服务-羊城通”等），乘车时只需用手机靠近扫

码器扫描二维码即可乘车。 

 

召唤车辆软件 

近年来，召唤车辆软件在内地的使用非常普遍，最常用的APP包括滴滴出行和神州专车。

部分召唤车辆服务在日常交通高峰期以及雨天叫车会有加价的情况。建议晚间、前往偏远

地区、独自出行的女性使用专车或的士，安全性更高。 

 

共享单车* 

共享单车种类很多，建议使用最为普遍的几种，部分车型通过支付宝的信用积分可以免按

金 (内地称“押金”)使用。部分新出现的共享单车可能会出现不能退款的情况，造成使用者

的经济损失。 

内地城市部分道路并没有单车专用道，因此在使用共享单车的时候应注意交通安全。在路

况复杂的情况下下车推行，不要冲红灯，走单车道，拐弯时注意观察周围，避让行人，不

要与车辆争路。 

*注：在内地，单车称为 “自行车”。 

 

自驾游规条 

交通习惯 

 右侧通行（车辆、非车辆(例如单车)、行人） 

 红灯亮起时，右转弯的车辆在不妨碍被放行的车辆、行人通行的情况下可以通行；

但红灯的箭头亮起时，右转弯的车辆不得通行。 

 

此外，大湾区内地 9市中有部分城市实行“限外”的特殊政策，其中： 

广州  

 “开四停四”：非广州市籍中小客车 (即挂上非广州市车牌的车辆) 驶入管控区域连

续行驶时间最长不得超过 4天，再次驶入须间隔 4天以上。该限行规定为 24小时

全天候实施。 

 2018年 7月 1日起 5年有效。 

 

 

 



深圳 

 除前往深圳各口岸及机场的外地客车外，深圳全市的其他道路，工作日早晚高峰期

间(7:00-9:00,17:30-19:30)禁止非深圳市核发车辆号牌载客汽车通行。 

 2019年 8月 1日至 2020年 8月 8日有效。 

 

注：欲了解更多当地规定，请参考各市的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网站。 

港人在内地驾驶车辆，应随身携带车辆驾驶证。如港人持有的是香港或海外签发的有效驾

驶执照，在符合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的驾驶条件并通过相关考核后可申请内地驾驶执照。

港人持有有效香港或海外签发的驾驶执照，可向国务院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临时驾

驶执照，该执照有效期不超过三个月。欲了解申请驾驶证和车辆驾驶许可的更详细信息，

可参考各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网站。 

港人如需在大湾区内地 9 市租车，通常需要与租车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并提供回乡证和驾驶

证的复印件，并提供预计租赁时间。详情请参阅各租车公司网站或 APP。 

 

  



附录 
 

1. APP 和软件下载 

深圳通 东莞通 羊城通 

 
  

深圳通 https://www.shenzhentong.com/ 

东莞通 http://www.dongguantong.com.cn/portal/ 

羊城通 https://www.wxnmh.com/user-81231.htm 

 

滴滴出行 神州专车 神州租车 

 

 

 
滴滴出行 https://www.didiglobal.com/ 

神州专车 https://www.10101111.com/ 

神州租车 https://www.zuche.com/ 

 

2. 广东省及主要城市公安局/交通部门的网页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http://td.gd.gov.cn/ 

 

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http://szjj.sz.gov.cn/#page1 

 

广州市公安局信息中心 

http://cgs.gzjd.gov.cn/cgs/html/hall/index.html 

 

佛山市公安局交警业务网上服务 

http://fsjj.fsga.foshan.gov.cn/ 

 

东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网 

http://jjzd.dg.gov.cn/ 

 

***本报告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委聘的顾问公司拟备，并根据适用于

本报告发布日的相关法律法规的通常解释和应用而准备的。本局未有就报告内容的准确性

作出核实，亦不会就报告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上任何责任或法律责任。由于税务法律

法规不时变化，而该等变化可能具有追溯效力且可能适用于本报告，因此，无法保证该等



变化不会对本报告产生不利的影响。本局及顾问公司不会就本报告日期之后发生的法律应

用或解释的 最新发展对报告内容作出任何更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