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灣區內地 9 市市內交通概況(更新至 2019 年末)
2019 年 11 月 29 日

市內主要公共交通運行
廣州
交通形式
地鐵
(6:0023:00)

主要線路
運營路線包括 1 號線-9 號線、13 號
線、14 號線、14 號線（知識城）、
21 號線、三北線、廣佛線及 APM 線
（截至 2019 年 11 月）。

巴士
(6:0022:00, 有
夜班)
的士*

市區巴士（含夜線）、廣州快速公
交(BRT)等路線；其中花都區、番禺
區、南沙區三個區有自己的公交系
統。
的士車身有紅、黃、藍、金、綠五
色，分屬不同的的士公司，但價格
相同。

水上巴士
(6:0024:00,不同
航線運行時
間不同)

價格
2 元起，採用分段收費，使用“羊
城通”儲值咭搭乘地鐵有 9.5 折優
惠。乘客在一個月內使用一張卡，
乘坐公交和地鐵達到第 16 次起，
乘車按 6 折優惠。
市區線多為空調車 2 元，非空調車
1 元，偏遠地區價格會提高。

市區內起步價 12 元/3 公里，按表
收費，3 公里後加收 2.6 元/公里
的費用，15 至 25 公里按照續租價
加收 20%，25 公里以上按續租價加
收 50%；夜間服務費(23:00-次日
5:00)按照續租價加收 30%。
廣州水上巴士航線共有 14 條航線、 票價為 1 元至 2 元，刷羊城通可享
35 座碼頭，客運船舶 51 艘，總里程 受優惠。
58.8 公里。

深圳
交通形式
地鐵
(6:3023:00)
巴士
(6:3022:30, 有
夜班)

主要線路
運營路線包括 1 號線-5 號線、7 號
線、9 號線、11 號線（截至 2019 年
11 月）。
幹線公交（藍綠色）：走主幹道，
以數字、M 字開頭
支線公交（黃色）：走支路，以 B
字開頭

*註：在內地，的士稱為 “出租車 / 計程車” 。

價格
2 元起，採用分段收費。乘客進閘
後，停留時限為 210 分鐘。 超時
出站，要補交最高單程票價車費。
全程不足 28 公里的按單一票制收
費，空調車 2 元，非空調車 1 元；
超過 28 公里的實行分段票制，空

交通形式

主要線路
快線公交（綠色）：走高速公路、
城市快速道路，停靠站點少，以 E
字、K 字開頭
夜間公交：N 字開頭

價格
調車 2 元起，上限 10 元，非空調
車 1 元，上限 7 元。

的士

車身顏色有紅、綠和藍三種，其中
綠色車輛只能在關外寶安、龍崗兩
區行駛，藍色車輛為電能源車。

市區內起步價 10 元/2 公里，按表
收費，2 公里後加收 2.6 元/公里
的費用，等候收費 0.8 元/分鐘。
紅色車輛加收 3 元燃油附加費，夜
間（23 時-6 時）超過 25 公里部分
按里程價加收 30%。

註：港澳居民只要年滿 60 歲，憑港澳台居民居住證即可免費乘坐深圳市內巴士和地鐵
（限普通車廂）。(在人員要求下，港澳居民須出示港澳台居民居住證，以證明他有權免
費享用以上服務。)

佛山
交通形式
地鐵
(6:0023:15)
巴士
(6:3022:30, 有
夜班)
的士

主要線路
運營線路為廣佛線（即佛山地鐵 1
號線）
廣佛線部分站台可換乘廣州地鐵
佛山大公交規劃分為 4 個板塊：禪
桂片區；順德容桂、大良片區；三
水西南片區；高明荷城片區。
這 4 個片區內部公交自成體系，區
與區之間以佛山城巴溝通。

價格
2 元起，採用分段收費。
可使用“羊城通”。

的士電召台為主：電話 82023456；
APP 自助召車為輔：佛山行

起步價為 10 元/2.5 公里，2.5 公
里後每公里 2.8 元。12 公里至 25
公里按里程價的 20%加收，25 公里
以上按里程價的 50%加收。返空費
實行分段差異化收費。

主要線路
運營線路包括 2 號線 。
(註：截至 2019 年 11 月，1 號線尚
在建設中。)
市內公交車服務有城巴、旅遊專線
巴士、跨鎮公交等。

價格
2 元起，採用分段收費。

全市公交線路均為無人售票，均上
車投幣，統一為投幣 2 元，刷卡
1.4 元，60 分鐘內換乘 0.7 元。

東莞
交通形式
地鐵
(6:3022:30)
巴士

2 元起，上、下車各刷一次卡計
費，“東莞通”可享 9 折優惠。

交通形式
的士

主要線路
藍色或黃色車身

價格
8 元/2 公里， 續程運價超過起步
里程（2 公里）後，調整為 2.75
元/公里。燃油附加費已取消。候
時費 0.5 元/分鐘，超過 15 公里續
程運價提高 15%，夜間 23 時至次
日 5 時的起步價和續程運價可加收
20%。

主要線路
市內多為無人售票車，不論遠近，
均為一票制。

價格
空調車 2 元，非空調車 1 元，IC
卡乘空調車有優惠。

新富康和新捷達車型

起步價 8 元/2 公里，超出 2 公里
加收 2.6 元/公里。候時費 0.5 元/
分鐘，超過 12 公里續程運價提高
30%，夜間 23 時至次日 5 時 30 分
的續程運價可加收 20%。

主要線路
市內公交車服務有城巴、旅遊專線
等。

價格
無人售票 2 元，有人售票 3 站內收
1 元，超過 3 站每站加收 0.5 元。
BRT 單一票制 2 元/人次，使用
“中山通”有優惠。

惠州
交通形式
巴士
(6:0022:00)
的士

中山
交通形式
巴士

快速公交（BRT）由利和廣場至火炬
公交樞紐站共 13 站
的士

索塔納的士和捷達的士

起步價 8 元/2 公里，超出 2 公里
加收 2.72 元/公里，免收燃油附加
費。區域性運營出租車起步價 7 元
/2 公里。候車費每小時 22.5 元，
超過 12 公里運價為日間 3.52 元/
公里、夜間 4.04 元/公里，夜間
23 時至次日 5 時加收 15%。

江門
交通形式
巴士

主要線路
巴士為主要出行方式，市內有城
巴、旅遊專線等。

的士

價格
票價 1-2 元不等
起步價 7 元/2 公里，免收燃油附
加費，超出 2 公里加收 2.7 元/公
里，超出 12 公里加收 30%回空
費，23 時至凌晨 6 時乘車加收 20%
夜間服務費。

珠海
交通形式
巴士
的士

主要線路
巴士網絡比較發達，基本上能到達
市內各個地方。

價格
統一價格 2 元, 於無人售票機購
買。

一類車（超豪華型）

起步價 12 元/2.5 公里，超出 2.5
公里加收 3 元/公里；夜間(23:006:00)加收 30%運費。
起步價 10 元/2.5 公里，超出 2.5
公里加收 2.6 元/公里；夜間
(23:00-6:00)加收 30%運費。

二類車（豪華型）

肇慶
交通形式
巴士
的士

主要線路
主要巴士路線為 1 路、2 路、5A
路、6 路、25A 路

價格
基本票價 2 元/人, 於無人售票機
購買。
起步價 6.5 元/2 公里，超出 2 公
里加收 2.4 元/公里

乘搭公共交通小貼士
手機 APP
部分城市公交、地鐵已開通手機乘車碼，可通過下載當地的公共交通 APP（如“深圳通
+”、“東莞通”等）或小程序（如“微信-錢包-城市服務-羊城通”等），乘車時只需用
手機靠近掃碼器掃描二維碼即可乘車。

召喚車輛軟件
近年來，召喚車輛軟件在內地的使用非常普遍，最常用的 APP 包括滴滴出行和神州專車。
部分召喚車輛服務在日常交通高峰期以及雨天叫車會有加價的情況。建議晚間、前往偏遠
地區、獨自出行的女性使用專車或的士，安全性更高。

共享單車*
共享單車種類很多，建議使用最為普遍的幾種，部分車型通過支付寶的信用積分可以免按
金 (內地稱“押金”)使用。部分新出現的共享單車可能會出現不能退款的情況，造成使
用者的經濟損失。
內地城市部分道路並沒有單車專用道，因此在使用共享單車的時候應注意交通安全。在路
況複雜的情況下下車推行，不要衝紅燈，走單車道，拐彎時注意觀察周圍，避讓行人，不
要與車輛爭路。
*註：在內地，單車稱為 “自行車”。

自駕遊規條
交通習慣
 右側通行（車輛、非車輛(例如單車)、行人）
 紅燈亮起時，右轉彎的車輛在不妨礙被放行的車輛、行人通行的情況下可以通行；
但紅燈的箭頭亮起時，右轉彎的車輛不得通行。
此外，大灣區內地 9 市中有部分城市實行“限外”的特殊政策，其中：
廣州




“開四停四”：非廣州市籍中小客車 (即掛上非廣州市車牌的車輛) 駛入管控區域
連續行駛時間最長不得超過 4 天，再次駛入須間隔 4 天以上。該限行規定為 24 小
時全天候實施。
2018 年 7 月 1 日起 5 年有效。

深圳



除前往深圳各口岸及機場的外地客車外，深圳全市的其他道路，工作日早晚高峰期
間(7:00-9:00,17:30-19:30)禁止非深圳市核發車輛號牌載客汽車通行。
2019 年 8 月 1 日至 2020 年 8 月 8 日有效。

註：欲了解更多當地規定，請參考各市的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網站。
港人在內地駕駛車輛，應隨身攜帶車輛駕駛證。如港人持有的是香港或海外簽發的有效駕
駛執照，在符合國務院公安部門規定的駕駛條件並通過相關考核後可申請內地駕駛執照。
港人持有有效香港或海外簽發的駕駛執照，可向國務院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申請臨時駕
駛執照，該執照有效期不超過三個月。欲了解申請駕駛證和車輛駕駛許可的更詳細信息，
可參考各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網站。
港人如需在大灣區內地 9 市租車，通常需要與租車公司簽訂租賃合同並提供回鄉證和駕駛
證的複印件，並提供預計租賃時間。詳情請參閱各租車公司網站或 APP。

附錄
1. APP 和軟件下載
深圳通

東莞通

羊城通

深圳通 https://www.shenzhentong.com/
東莞通 http://www.dongguantong.com.cn/portal/
羊城通 https://www.wxnmh.com/user-81231.htm
滴滴出行

神州專車

神州租車

滴滴出行 https://www.didiglobal.com/
神州專車 https://www.10101111.com/
神州租車 https://www.zuche.com/

2. 廣東省及主要城市公安局/交通部門的網頁
廣東省交通運輸廳
http://td.gd.gov.cn/
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http://szjj.sz.gov.cn/#page1
廣州市公安局信息中心
http://cgs.gzjd.gov.cn/cgs/html/hall/index.html
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業務網上服務
http://fsjj.fsga.foshan.gov.cn/
東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網
http://jjzd.dg.gov.cn/

***本報告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委聘的顧問公司擬備，並根據適用於
本報告發布日的相關法律法規的通常解釋和應用而準備的。本局未有就報告內容的準確性
作出核實，亦不會就報告內容所引致的任何損失負上任何責任或法律責任。由於稅務法律
法規 不時變化，而該等變化可能具有追溯效力且可能適用於本報告，因此，無法保證該等

變化不 會對本報告產生不利的影響。 本局及顧問公司不會就本報告日期之後發生的法律
應用或解釋的最新發展對報告內容作出任何更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