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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中秋期间深圳市交通出行指引 
 

2019 年中秋假期即将来临，市民出行集中，预计城际、

市内交通将出现不同程度拥堵。为有效把握道路交通运行情

况，市交通运输局运行中心利用海量交通运行数据，对中秋

假期期间城际、市内交通出行拥堵状况进行预测，为市民提

供出行指引参考。 

指引概览： 

1. 高速公路出行方面：预计 9 月 12 日（假期前一天）

10:00 起，离深（高速）道路将呈现局部拥堵；预计 9 月 15

日（假期第三天）17:00-18:00 和 22:00-23:00 将出现返深小

高峰。建议市民出发前关注实时路况，合理安排出行时间。 

2.市内交通枢纽方面：预计 9 月 12 日（假期前一天）18:00

起枢纽周边客流量开始呈现较明显上涨趋势，并将于 19:30

前后达到最高峰。  

3.市内景区方面：预计 9 月 13 日（假期第一天）、9 月

14 日（假期第二天）13:00-20:00 为市内主要景区客流量高峰

时段，客流量约为平时客流量的 1.5 倍以上。 

4.市内商圈方面：预计假期期间市内重点商圈客流量高

峰时段将发生在 13:00-20:00，客流量与平时周末的客流量相

差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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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高速公路出行指引 

(一) 城际高速公路指引 

9 月 12 日（假期前一天）预计城际高速公路路段将呈现

局部拥堵，具体拥堵分布如下： 

 
图 1 城际高速公路拥堵路段预测及绕行建议 

（1）龙大高速公路（15:00-19:30，楼村收费站-松岗收

费站，北行方向），建议绕行广深高速公路； 

（2）莞深高速公路（19:30-20:30，石大路收费站-松山

湖大朗收费站，南行方向），建议绕行从莞深高速公路；

（17:30-18:30，黄江收费站-松山湖大朗收费站，北行方向），

建议绕行从莞深高速公路； 

（3）莞佛高速公路（16:30-19:30，虎门收费站-威远收

费站，西行方向），建议绕行广深高速转南沙大桥；

（16:00-19:00，坦尾互通-南沙收费站，东行方向），建议绕

行南沙大桥；（16:00-17:00，五点梅立交-龙大高速公路，北

行方向），建议绕行广深高速-莞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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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市内高速出行指引 

1.市内高快速路整体交通运行预测 

（1）交通运行日变情况 

今年中秋节假期，市民假期出行意愿强烈，深圳市高快

速路交通压力增大。其中在假期前一天受日常通勤和假期出

行客流的叠加影响，全市高快速路拥堵程度最为严重，拥堵

比例达到 41.8%，为重度拥堵，较平时周五上升了 16.8%。

假期三天中，中秋节当天为出行的高峰期，全市高快速路网

拥堵比例达到 28.6%，较平时周末上升了 9.6%，假期第二天

和第三天拥堵程度相对较低。假期后一天恢复正常通勤，预

计仍有部分假期返程客流，返程客流与通勤客流的共同影响

下拥堵程度相对日常稍有偏高，拥堵比例达到 24.0%，较平

时上升 1.9%。 

 

图 2 深圳市中秋节假期高快速路拥堵比例日变情况（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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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通运行时变情况 

 
图 3 深圳市中秋节假期高快速路拥堵比例时变情况（预测） 

根据拥堵比例日变及时变情况预测趋势图可以看出： 

出行高峰时间：假期前一天（9 月 12 日）16 时至 21 时，

以及中秋节当天（9 月 13 日）11 时至 14 时和 16 时至 20 时。 

返程高峰时间：假期第三天（9 月 15 日）17 时至 18 时

和 22 时至 23 时。 

2.市内高速公路易堵路段预测 

（1）武深高速公路（17:30-20:00，排榜立交-凤岗收费

站，北行方向），建议绕行丹平公路-东深公路； 

（2）盐排高速公路（13:30-15:30 排榜立交-惠深沿海高

速公路，南行方向），建议绕行惠盐中路-惠盐路-北山道； 

（3）南光高速公路（18:00-19:00，南坪快速路-白芒收

费站，南行方向），建议绕行广深沿江高速； 

（4）广深高速公路（17:00-18:00，福永收费站-宝安收

费站，南行方向），建议绕行广深沿江高速； 

（5）梅观高速公路（17:00-19:00，清湖立交-梅观路，

南行方向），建议绕行清平高速-南坪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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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水官高速（15:00-22:00，水盐立交-横坪收费站，

北行方向），建议绕行龙岗大道； 

（7）机荷高速公路（14:30-16:30，水官高速公路-排榜

立交，西行方向），建议绕行水官高速；（17:00-19:00，白

泥坑收费站-平湖收费站西行方向），建议绕行水官高速；

（15:30-18:00，清平高速公路-清湖立交，西行方向），建议

绕行布龙路；（15:30-20:30，清湖立交-清平高速公路，东行

方向），建议绕行布龙路；（17:00-21:30，清平高速公路-

平湖收费站，东行方向），建议绕行水官高速。 

 
图 4 深圳市内高速公路拥堵路段预测及绕行建议 

二、 市内枢纽出行指引 

预计 9 月 12 日（假期前一天），深圳火车站、宝安国

际机场及深圳北站等枢纽周边局部路段将呈现拥堵。 

(一) 深圳火车站片区 

1.客流情况预测 

今年中秋节假期，预计深圳火车站在 9 月 12 日（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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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天）18:00-22:00 出现客流高峰，小时客流突破 1.2 万，

约为平时周末同期的 1.7 倍；9 月 13 日（假期第一天）客流

高峰时段将发生在 8:00-12:00，小时客流突破 1.3 万，约为平

时周末同期的 1.9 倍。9 月 14 日（假期第二天）在 9:00-10:00

小时客流突破 0.7 万；9 月 15 日（假期第三天）在 14:00-15:00

小时客流突破 0.9 万；节后第一天枢纽客流趋于稳定，接近

平时周末客流情况。 

 

图 5 深圳市火车站中秋节假期客流量时变情况（预测） 

2.周边道路出行指引 

预计 9 月 12 日（假期前一天）15:30-21:30 为前往深圳

火车站的高峰期，拥堵路段主要分布在船步路、沿河南路、

嘉宾路、南湖路等，建议市民错峰前往。拥堵路段及时段具

体分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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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深圳火车站片区周边道路拥堵分布（预测） 

(二) 深圳宝安国际机场 

1.客流情况预测 

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在中秋节假期期间预计客流较平稳，

客流量略高于周末客流，在 9 月 12 日（假期前一天）的

16:00-19:00 以及 9 月 13 日（假期第一天）的 8:00-13:00 将

出现两个客流小高峰。小时客流量将达到 0.8 万人次。客流

量时间分布如下图所示： 

 
图 7 深圳宝安国际机场中秋节假期客流量时变情况（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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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边道路出行指引 

预计 9 月 12 日（假期前一天）16:00-20:30 为前往深圳

宝安国际机场的高峰期，预计拥堵路段主要分布在前进二

路、洲石路、固戌一路等，建议市民提前做好规划，错峰前

往。拥堵路段及时段具体分布如下： 

 
图 8 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周边道路拥堵分布（预测） 

(三) 深圳北站 

1.客流情况预测 

深圳北站预计在 9 月 12 日（假期前一天）19:00-20:00， 

9 月 13 日（假期第一天）13:00-14:00，9 月 15 日（假期第三

天）14:00-17:00 将出现客流高峰，小时客流量将突破 2.9 万

人次。客流量时间分布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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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深圳市北站中秋节假期客流量时变情况（预测） 

2.周边道路出行指引 

预计 9 月 12 日（假期前一天）18:30-20:00 为前往深圳

北站的高峰期，预计拥堵路段主要分布在玉龙路、新区大道

等，建议市民换乘公共交通出行。拥堵路段及时段具体分布

如下： 

 
图 10 深圳北站周边道路拥堵分布（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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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市内景区出行指引 

市内景区周边游玩仍是市民的主要出行意愿。预计莲花

山公园片区、世界之窗-欢乐海岸片区、东部华侨城-大梅沙

片区等景区周边局部路段将呈现拥堵。 

(一) 莲花山公园 

1.客流情况预测 

莲花山公园 9 月 13 日、14 日（假期第一天、第二天）

客流较多，客流高峰时段将发生在 9:00-13:00 和 14:00-19:00。

客流量时间分布如下图所示： 

  

图 11 莲花山公园中秋节假期客流量时变情况（预测） 

2.周边道路出行指引 

预计周边拥堵路段主要分布在雨田路、彩田路、红荔西

路等，拥堵路段及时段具体分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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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莲花山公园片区周边道路拥堵分布（预测） 

(二) 东部华侨城-大梅沙片区 

1.客流情况预测 

（1）东部华侨城客流情况预测 

东部华侨城预计在 9 月 13 日、14 日（假期第一天、第

二天）客流较多，客流高峰出现在 10:00-17:00。  

 

图 13 深圳东部华侨城中秋节假期客流量时变情况（预测） 

（2）大梅沙客流情况预测 

大梅沙预计在 9 月 13 日、14 日（假期第一天、第二天）

客流较多，客流高峰将发生在 13:00-20:00，小时客流量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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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周末客流量的 1.7 倍以上。 

  

图 14 大梅沙中秋节假期客流量时变情况（预测） 

2.周边道路出行指引 

预计东部华侨城-大梅沙片区周边拥堵路段主要分布在

环梅路、盐梅路、艺海路等，拥堵路段及时段具体分布如下： 

 

图 15 东部华侨城-大梅沙片区周边道路拥堵分布（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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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世界之窗-欢乐海岸片区 

1.客流情况预测 

（1）世界之窗客流情况 

预计 9 月 13 日（假期第一天）将出现三个客流峰值，

分别在 10:00-13:00、14:00-15:00 以及 17:00-19:00，其中

11:00-12:00 小时客流量约为周末客流的 1.5 倍以上；9 月 14

日（假期第二天）客流高峰将发生在 10:00-13:00；9 月 15

日（假期第三天）客流变化趋势和平时周末基本一致，客流

高峰将发生在 17:00-20:00。客流量时间分布如下图 19 所示： 

 

图 16 世界之窗中秋节假期客流量时变情况（预测） 

（2）欢乐海岸客流情况 

欢乐海岸 9 月 12 日、13 日（假期第一天、第二天）客

流较多，客流高峰时段将发生在 14:00-20:00，9 月 13 日（假

期第一天）客流量将突破 3.3 万人次，约为平时周末同期的

1.6 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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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欢乐海岸中秋节假期客流量时变情况（预测） 

2.周边道路出行指引 

预计世界之窗-欢乐海岸片区周边拥堵路段主要分布在

侨城东路、沙河东路等，拥堵路段及时段具体分布如下： 

 

图 17 世界之窗-欢乐海岸片区周边道路拥堵分布（预测） 

四、 市内商圈出行指引 

中秋假期期间，国贸-东门老街商圈、华强北商圈、购物

公园商圈等商圈周边人流相对集中，预计局部路段易发生拥

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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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国贸-东门老街商圈 

1.客流情况预测 

国贸和东门老街客流高峰将集中在 13:00-20:00，9 月 13

日（假期第一天）预计在 15:00-16:00 抵达 4.8 万人次。 

  

图 18 国贸和东门老街中秋节假期客流量时变情况（预测） 

2.周边道路出行指引 

预计周边拥堵路段主要分布在东门南路、晒步路、深南

东路等，拥堵路段及时段具体分布如下： 

 

图 19 东门-国贸商圈周边道路拥堵分布（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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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华强北商圈 

1.客流情况预测 

华强北商业街客流高峰时段将集中在 13:00-18:00，小时

客流量均低于周末客流量的平均值。 

  
图 20 华强北商业街中秋节假期客流量时变情况（预测） 

2.周边道路出行指引 

预计周边拥堵路段主要分布在华富路、振华路、上步中

路等，拥堵路段及时段具体分布如下： 

 
图 21 华强北商圈周边道路拥堵分布（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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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购物公园商圈 

1.客流情况预测 

购物公园假期三天客流量持续时间较长，且于

17:00-19:00 达到高峰，约 4.8 万人次，小时客流量和周末客

流量基本持平。 

  

图 22 购物公园中秋节假期客流量时变情况（预测） 

2.周边道路出行指引 

预计周边拥堵路段主要分布在福华路、益田路等，拥堵

路段及时段具体分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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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购物公园商圈周边道路拥堵分布（预测） 

五、 温馨出行提醒 

（一）高速公路不免费 

中秋节不在免通行费节假日之列，收费公路正常收费，

深圳市内道路不限行。 

（二）市内部分景区需预约前往 

中秋假期间市内部分景区如深圳东部景区、仙湖植物园

实行临时交通管制，自驾市民需预约成功后方可前往。 

（三）周边景区限制通行 

为缓解沿海旅游景区交通压力，提高沿海旅游景区道路

通行能力，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出行安全。中秋期间深圳周

边巽寮、平海、港口沿海旅游景区实行单双号进入限行，请

市民提前做好出行安排。 

（1）限行区域：巽寮、平海、港口辖区所有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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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限行道路： 

 县道 X210 线 8km-42km(巽寮赤砂高速出口至港口沙咀

尾)； 

 县道 X213 线 1km-35km(稔山大埔屯中海油站至港口海龟

湾)； 

 在限行区域内的其他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