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士集团大鹏新区假日专线线路信息表
线路编号

起讫点

途径道路

停靠站点

服务时间

票价

益田路、深南大道、深南中路、深南东路、新秀路 福田高铁站、上海宾馆、深圳书城、黄
8:00；8:30；9:00；
福田高铁站-新 、沿河路、罗沙路、东部沿海高速、惠深沿海高速 贝岭地铁站③、罗湖体育馆②、莲塘、
9:30；10:00；11:00；
大集散中心
、坪葵公路、三零九省道、三六零省道、鹏飞路、 大鹏二小、较场尾西、银滩路口、新大
12:00
中心大道、滨海二路、葵南路、新大路
集散中心
大鹏假日专
线4号

无名路、新大路、葵南路、滨海二路、中心大道、
新大集散中心、银滩路口、较场尾西、
鹏飞路、三六零省道、三零九省道、葵新南路、深
新大集散中心大鹏二小、莲塘①、罗湖体育馆②、黄
葵公路、惠深沿海高速、东部沿海高速、罗沙路、
福田高铁站
贝岭地铁站①、深圳书城、上海宾馆、
怡景路、沿河路、深南东路、深南中路、深南大道
福田高铁站
、金田路、福华一路、益田路

深南大道、前海路、宝安大道、深南大道、滨海大 深南北环立交①、南头①、深大北门①、大
深南北环立交① 道、滨河大道、船步路、沿河路、罗沙路、东部沿 冲①、白石洲②、世界之窗②、深圳人才园
-大鹏二小
海高速、惠深沿海高速、坪葵公路、三零九省道、 ①、下沙①、皇岗村北、联合广场、罗湖体
育馆②、莲塘、大鹏二小
大鹏假日专
三六零省道、鹏飞路、中心大道
线5号
大鹏二小、莲塘①、罗湖体育馆②、联合广
中心大道、鹏飞路、三六零省道、三零九省道、坪
大鹏二小-深南
场、皇岗村北、下沙①、深圳人才园、世界
葵公路、惠深沿海高速、东部沿海高速、罗沙路、
之窗②、白石洲②、大冲①、深大北门①、
北环立交①
怡景路、沿河路、船步路、滨河大道、深南大道 南头①、深南北环立交①
环观南路、观平路、观澜大道、大和路、雪岗南路
、五和大道、张衡路、珠三角环线高速、梅观路、
彩田路、北环大道、福田泥岗西路、泥岗西路、福
新田总站-大鹏
田泥岗西路、泥岗西路、泥岗东路、布心路、爱国
二小
路高架桥、沿河路、怡景路、罗沙路、东部沿海高
速、惠深沿海高速、坪葵公路、三零九省道、三六
大鹏假日专
零省道、鹏飞路、中心大道
线6号

10
14:00-21:00

8:00；8:30；9:00；
9:30；10:00；11:00；
12:00
10
14:00-21:00

新田总站、新田市场①、观澜汽车站②
、吉盛酒店、荷叶榕市场、观澜天虹商 8:00；8:30；9:00；
场、富士康北门、民乐地铁站②、银湖 9:30；10:00；11:00；
汽车站、宝安北路口①、翠竹北、罗湖
12:00
体育馆②、莲塘、大鹏二小

大鹏二小、莲塘、罗湖体育馆②、君逸
银滩路、鹏飞路、坪西路、东部沿海高速、罗沙路
华府①、宝安北路口、银湖汽车站、民
大鹏二小-新田 、沿河路、爱国路高架桥、布心路、泥岗东路、北
乐地铁站②、富士康北门、观澜天虹商
总站
环路、彩田路、梅观高速、雪岗北路、大和路、观
场、荷叶榕市场、吉盛酒店①、观澜汽
澜大道、观平路、环观南路
车站、新田市场①、新田总站

10

14:00-21:00

巴士集团大鹏新区假日专线线路信息表
线路编号

起讫点

途径道路

无名路、大浪北路、华宁路、华荣路、华旺路、大
石凹水库总站- 浪南路、龙观路、龙观东路、沈海高速、盐排高速
新大集散中心 、东部沿海高速、惠深沿海高速、坪葵公路、三零
九省道、三六零省道、鹏飞路、中心大道

停靠站点

服务时间

石石凹水库总站、石凹村路口、大浪新围新
村、桃园宾馆、泥头咀、万盛百货、英泰工
业区、墩背社区、三联村委、龙华汽车站、
大鹏二小、较场尾西、银滩路口、新大集散
中心

8:00；8:30；9:00；
9:30；10:00；11:00；
12:00

大鹏假日专
线7号

10
中心大道、鹏飞路、三六零省道、三零九省道、坪
新大集散中心- 葵公路、惠深沿海高速、东部沿海高速、盐排高速
石凹水库总站 、沈海高速、龙观东路、龙观路、大浪南路、华旺
路、华荣路、华宁路、大浪北路

无名路、吉华路、金鹏路、金龙路、吉华路、龙岗
大道、布吉路、文锦北路、东门北路、怡景路、罗
深圳东站西广场
沙路、东部沿海高速、惠深沿海高速、坪葵公路、
- 新大集散中心
三零九省道、三六零省道、鹏飞路、中心大道、滨
海二路、葵南路、新大路、新东路
大鹏假日专
线8号

新大集散中心、银滩路口、较场尾西、大鹏
二小、龙华汽车站、三联村委、墩背社区、
英泰工业区、万盛百货、泥头咀、桃园宾馆
、大浪新围新村、石凹村路口、石凹水库总
站

任屋同富路、平新北路、富安大道、平安大道、长
裕街、长裕路、下大街、昌平街、守珍街、平湖大
平湖任屋村总站
街、丹平公路、丹平快速、爱国路、怡景路、罗沙
-新大集散中心
路、东部沿海高速、惠深沿海高速、坪葵公路、三
零九省道、三六零省道、迎宾路、葵南路、新大路

14:00-21:00

深圳东站西广场、荣超花园①、草埔地
8:00；8:30；9:00；
铁站⑤、田贝②、竹园宾馆、怡景地铁
9:30；10:00；11:00；
站①、罗湖体育馆②、莲塘、大鹏二小
12:00
、较场尾西、银滩路口、新大集散中心
10

新大集散中心、银滩路口、较场尾西、
无名路、新大路、葵南路、滨海二路、中心大道、
大鹏二小、莲塘①、罗湖体育馆②、怡
新大集散中心 - 鹏飞路、三六零省道、三零九省道、坪葵公路、惠
景地铁站①、竹园宾馆①、田贝②、草
深圳东站西广场 深沿海高速、东部沿海高速、罗沙路、怡景路、东
埔地铁站②、荣超花园①、深圳东站西
门北路、文锦北路、布吉路、龙岗大道、吉华路
广场

大鹏假日专
线9号

票价

平湖任屋村总站、任屋村、华南城、平湖派
出所、平湖龙洲百货、鹅公岭社区、水库新
村①、怡景地铁站①、罗湖体育馆②、莲塘
、布新社区、新大集散中心

14:00-21:00

8:00；8:30；9:00；
9:30；10:00；11:00；
12:00
10

巴士集团大鹏新区假日专线线路信息表
线路编号
大鹏假日专
线9号

起讫点

途径道路

无名路、新大路、葵南路、迎宾路、三六零省道、
三零九省道、坪葵公路、惠深沿海高速、东部沿海
新大集散中心- 高速、罗沙路、怡景路、爱国路、丹平快速、丹平
平湖任屋村总站 公路、平湖大街、守珍街、昌平街、下大街、长裕
路、长裕街、平安大道、富安大道、平新北路、任
屋同富路

无名路、民塘路、民宝路、梅龙路、留仙大道、民
塘路、金龙路、梅观路、彩田路、北环大道、福田
泥岗西路、泥岗西路、福田泥岗西路、泥岗西路、
民治民塘路总站
泥岗东路、布心路、爱国路高架桥、沿河路、怡景
-新大集散中心
路、罗沙路、东部沿海高速、惠深沿海高速、坪葵
公路、三零九省道、三六零省道、鹏飞路、中心大
大鹏假日专
道、滨海二路、葵南路、新大路
线10号
无名路、新大路、葵南路、滨海二路、中心大道、
鹏飞路、三六零省道、三零九省道、坪葵公路、惠
新大集散中心- 深沿海高速、东部沿海高速、罗沙路、沿河路、爱
民治民塘路总站 国路高架桥、布心路、泥岗东路、泥岗西路、北环
大道、皇岗路、皇岗北路、梅观路、梅板大道、金
龙路、民塘路

停靠站点

服务时间

新大集散中心、新大市场、布新社区、莲塘
①、罗湖体育馆②、怡景地铁站①、水库新
村、鹅公岭社区、平湖龙洲百货、平湖派出
所、华南城、任屋村、平湖任屋村总站

14:00-21:00

民治民塘路总站、南贤广场、东泉新村、铁
路桥、深圳北站东广场、白石龙村、白石龙
地铁站、民乐地铁站②、银湖汽车站、泥岗
村①、翠竹北、罗湖体育馆②、莲塘、大鹏
二小、较场尾西、银滩路口、新大集散中心

8:00；8:30；9:00；
9:30；10:00；11:00；
12:00

票价
10

10
新大集散中心、银滩路口、较场尾西、大鹏
二小、莲塘①、罗湖体育馆②、水贝地铁站
、泥岗村①、银湖汽车站、民乐地铁站②、
白石龙地铁站、白石龙村、深圳北站东广场
、民治民塘路总站

14:00-21:00

建设路、嘉宾路、东门南路、春风路、文锦南路、 建设路总站、金光华广场、春风万佳①
8:00；8:30；9:00；
建设路总站-新 深南东路、新秀路、沿河路、罗沙路、东部沿海高 、黄贝岭地铁站③、罗湖体育馆②、莲
9:30；10:00；11:00；
大集散中心
速、惠深沿海高速、坪葵公路、三零九省道、三六 塘、大鹏加油站、大鹏第一工业区、布
12:00
零省道、迎宾路、葵南路、新大路、新东路
新社区、新大集散中心
大鹏假日专
线11号

10
无名路、新大路、葵南路、迎宾路、三六零省道、 新大集散中心、布新社区、大鹏第一工
新大集散中心- 三零九省道、坪葵公路、惠深沿海高速、东部沿海 业区、大鹏加油站、莲塘①、罗湖体育
建设路总站
高速、罗沙路、怡景路、沿河路、深南东路、文锦 馆②、黄贝岭地铁站②、春风万佳①、
南路、春风路、东门南路、嘉宾路、建设路
金光华广场、建设路总站

14:00-21:00

巴士集团大鹏新区假日专线线路信息表
线路编号

起讫点

途径道路

停靠站点

服务时间

龙岗福宁总站、龙岗区文化中心、龙城
杨田路、新生路、碧新路、盛龙路、龙城大道、龙
广场地铁站①、龙岗街道办、双龙地铁 8:00；8:30；9:00；
龙岗福宁总站- 岗大道、深汕公路、东纵路、坪葵公路、三零九省
站、龙东社区、同乐社区、坪山公园、 9:30；10:00；11:00；
新大集散中心 道、三六零省道、鹏飞路、中心大道、滨海二路、
三洋湖、大鹏二小、较场尾西、新大集
12:00
葵南路、新大路、新东路
大鹏假日专
散中心
线12号
新大集散中心、较场尾西、大鹏二小、
无名路、新大路、葵南路、滨海二路、中心大道、
三洋湖、坪山公园、同乐社区、龙东社
新大集散中心- 鹏飞路、三六零省道、三零九省道、坪葵公路、东
区、双龙地铁站、龙岗街道办、龙城广
14:00-21:00
龙岗福宁总站 纵路、深汕公路、龙岗大道、龙城大道、盛龙路、
场地铁站①，龙岗区文化中心，龙岗福
碧新路、新生路、杨田路
宁总站

大鹏假日专
线13号

沙河西路、龙珠大道、北环大道、福田泥岗西路、
泥岗西路、福田泥岗西路、泥岗西路、泥岗东路、
深职院、西丽法庭②、龙辉花园①、桃源村
深职院-大鹏二 布心路、爱国路高架桥、沿河路、怡景路、罗沙路
、北环香梅北天桥、银湖汽车站、泥岗村①
小
、东部沿海高速、惠深沿海高速、深葵公路、葵新 、罗湖体育馆②、莲塘、大鹏二小
南路、三零九省道、三六零省道、鹏飞路、中心大
道

票价

8

8:00；8:30；9:00；
9:30；10:00；11:00；
12:00
10

中心大道、鹏飞路、三六零省道、三零九省道、坪
葵公路、惠深沿海高速、东部沿海高速、罗沙路、 大鹏二小、莲塘①、罗湖体育馆②、泥岗村
大鹏二小-深职
沿河路、爱国路高架桥、布心路、泥岗东路、泥岗 ①、银湖汽车站、福田中医院、桃源村、龙
院
西路、福田泥岗西路、泥岗西路、北环大道、龙珠 辉花园①、西丽法庭②、深职院
大道、沙河西路

无名路、新大路、新东路
大鹏假日接 新大集散中心驳专线4
海滨度假中心

大鹏假日接 新大集散中心驳专线5 西涌三四号浴场

14:00-21:00

新大集散中心、新圩、七星湾路口、桔
钓沙、浪骑、海滨度假中心

新东路、新大路

海滨度假中心、浪骑、桔钓沙、七星湾
路口、新圩、新大集散中心

无名路、新大路、二四七乡道、南西公路

新大集散中心、新大村委、上下横岗、
沙坑、鹤薮村、西涌三四号浴场

南西公路、二四七乡道、新大路

西涌三四号浴场、鹤薮村、沙坑、上下
横岗、新大集散中心

9:00-20:00

1

9:00-20:00

2

巴士集团大鹏新区假日专线线路信息表
线路编号

起讫点

途径道路

停靠站点

无名路、新大路、葵南路、滨海二路、银滩路

新大集散中心、银滩路口、监管中心、
较场尾西、大鹏二小

大鹏假日接 新大集散中心驳专线6
大鹏二小
中心大道、滨海二路、葵南路、新大路

大鹏二小、较场尾西、监管中心、银滩
路口、新大集散中心

无名路、新大路

新大集散中心、新大村委、地质公园路
中、国家地质公园

新大路、无名路

国家地质公园、地质公园路中、新大村
委、新大集散中心

大鹏假日接 新大集散中心驳专线7
国家地质公园

服务时间

票价

9:00-20:00

1

9:00-20:00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