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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华侨城  是 国 内 首

个集休闲度假、观光旅游、户

外运动、科普教育、生态探险

等 主 题 于 一 体 的 大 型 综 合性

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 
 

 

大小梅沙 深圳著名的海

滨旅游景区，素有"东方夏威夷

"之美誉，又称梅沙踏浪。这里

的天高远明朗，这里的海洁净

蔚蓝，这里的沙滩柔软金黄。 
 

 

世界之窗  集界奇观、自

然风光、民俗风情、民间歌舞

于一园，再现了一个美妙的世

界，构成美妙绝伦、让人惊叹

的人造主题公园。 
 
 

时机 Timing 
 
春 深圳的公园很多，三月阳春之际，公园的魅力是显而易见

的，这也让鹏城显得更加的活力。 

夏  夏季的深圳是属于海滨的城市，大小梅沙开始堆积起游

人，南澳也开始飘散着海鲜的美味香气。 
秋 秋天漫步城市之中，五颜六色的盆栽搭配着清脆的乔木植

物，显示了这座城市的年轻、激情与活力。 

冬 深圳冬天时间很短，且温度不低，有“秋春相连”的说法。

这时降水较少，出行更加方便，可以尽情欣赏美景。 
 
 

贴士 Tips 
① 游深圳四季皆宜，尤以冬天和早春为最佳。8、9 月份去深

圳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在夏日沙滩上漫步，大海里游泳，别

有一番滋味。 

② 深圳治安总体良好，但特区内和特区外（关内关外）差别较

大，游客在关外出行需特别留意自身安全，并避免在夜间外出。 
 
 

便利 Conven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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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城八景 

 

 

大鹏所城 
位于深圳市东部龙岗区大鹏镇的大鹏所城，全称“大鹏守御千

户所城”，为抗击倭寇而设立，占地 11 万平方米，始建于明洪

武二十七年（1394 年）。是深圳目前唯一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鸦片战争时抗英名将广东水师提督赖恩爵的“振威将

军第”和福建水师提督刘启龙的“将军第”规模宏大，气势不

凡。1839 年 9 月，赖恩爵指挥抗英取得胜利的九龙海战，拉

开了鸦片战争的序幕。这里是访古凭吊、了解历史、领略明清

古风的好地方。 

 

莲山春早 
莲花古有圣名，以美而清纯著称。莲花山位于深圳市中心区北

端，因山形似莲花而得名。山顶广场建有邓小平塑像，可以俯

看中心区全貌。 

   

侨城锦绣 
位于深圳市区西部的华侨城景区，包括“锦绣中华”、“中国民

俗文化村”、“世界之窗”和“欢乐谷”等主题公园。 

   

深南溢彩 
横贯深圳市区中心地段的深南大道是深圳最繁华的道路。东起

沿河路口的三九大酒店，西至南头检查站，为双向 8 车道，两

车道间为宽阔的绿化带，全长 17.2 公里。深南大道沿线集中

了深圳建筑的精华，集中了深圳最重要的旅游景区和著名的企

业，是国内少有的具有高度现代化特征的景观街道，其中地王

大厦为深圳最高建筑。 

梧桐烟云 
梧桐山主峰高 944 米，为珠三角第一峰，上有“梧岭天池”。

现建有仙湖植物园、东湖公园、森林公园、体育公园等，是登

山观光的最佳点之一。站在好汉坡一带，迎着晨晖眺望香港、

大鹏湾、盐田港和沙头角，海阔天空，心旷神怡。山脚下的弘

法寺为深圳最大佛教寺院。 

 

梅沙踏浪 
大小梅沙海滩位于深圳市大鹏湾畔，大梅沙湾口宽约 2000

米，小梅沙湾口宽约 800 米，海沙黄白细腻，平坦柔软，犹

如一弯新月镶嵌在苍山碧海之间，人称“东方夏威夷”。 

   

一街两制 
中英街位于深圳市盐田区沙头角镇。1898 年刻立的“光绪二

十四年中英地界第×号”的界碑树于街中心，将原沙头角一分

为二，东侧为华界沙头角，西侧为英（港）界沙头角，故名“中

英街”。至今仍为“一国两制”分界线的标志。中英街以其“一

街两制”的独特政治历史闻名于世。 

   

羊台叠翠 
位于宝安区的羊台山，主峰海拔 587.3 米，雨量充沛，气候

宜人，是深圳河流的重要发源地，山上林木繁茂，野生动物出

没其间。羊台山下是客家人聚居地区，抗日战争期间，羊台山

游击队从日寇占领下的香港，拯救出以茅盾、邹韬奋、何香凝

等为首的数百名中外闻名的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并安

全转移、隐蔽到羊台山区，故羊台山有“英雄山”的美誉。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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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深圳 

飞机 
深圳宝安国际机场位于深圳西面的宝安区，为全国第四大国际

航空港。机场距市区 32 公里，车程约 30-45 分钟。现已开辟

国内航班 110 多条，国际航班 14 条。 

 

机场快线 
机场 1 线（原 330 大巴）华联大厦-宝安国际机场 
运营时间 华联大厦 6:00-21:00，机场 7:30-21:00  

运行时间 60 分钟  

发车间隔 10-15 分钟  

票价 全程 20 元 

 

机场 2 线 火车站-宝安国际机场 
运营时间 宝安机场 08:00-22:00，火车站 06:30-20:30  

运行时间 全程 1 小时  

发车间隔 15 分钟一班  

票价 一票制 20 元 

途经站点 宝安机场、深圳大学、下沙、联合广场、火车站 

   

机场 3 线 龙岗区水岸新都-宝安国际机场 
运营时间 龙岗 06:30-20:30，机场 08:00-22:00  

运行时间 90 分钟  

发车间隔 30 至 40 分钟  

票价 上车 2 元，全程 35 元 

 

机场 4 线 龙岗区平湖华南城-宝安国际机场 
运营时间 华南城 6:00-20:40，机场 8:00-22:00  

运行时间 52 分钟  

发车间隔 30 分钟  

票价 上车 10 元，全程 25 元 

 

机场 5 线 公明汽车站-宝安国际机场 
运营时间 公明 06:20-21:00，宝安 07:30-22:00  

运行时间 60 分钟  

发车间隔 20～25 分钟  

票价 上车 2 元，全程 6 元 

 

 

 

机场 6 线 盐田区东部华侨城-宝安国际机场 
运营时间 盐田 06:00-20:40，宝安 08:00-22:00  

发车间隔 15 分钟  

票价 上车 2 元，全程 25 元 

 

机场 7 线 樟树布社区总站-宝安国际机场 
运 营 时 间  樟 树 布 社 区 总 站 06:20-20:30 ， 宝 安 机 场

08:00-22:00  

运行时间 大概 80 分钟  

发车间隔 15-25 分钟  

票价 上车 2 元 ,全程 22 元 

   

机场 8 线 深圳湾口岸-宝安国际机场 
运营时间 深圳湾口岸 06:30-21:00，宝安机场 08:00-22:00  

发车间隔 高峰 10 分钟  

票价 上车 2 元 ,全程 15 元 

   

机场 9 线 皇岗口岸-宝安国际机场 
运营时间 皇岗 06:30-21:00，宝安 08:00-22:00  

运行时间 45 分钟  

发车间隔 30 分钟  

票价 上车 2 元，分段收费，全程 20 元 

 

机场 10 线 蛇口码头-宝安国际机场 
运营时间 06:30-20:00  

票价 上车 2 元，全程 8 元 

 

机场巴士 
宝安国际机场-布吉镇 
运营时间 全天  

票价 12 元 

途径站点 黄田村、固戍、宝安自来水厂、南头海关、科技园、

华侨城、车公庙、 市儿童医院、黄木岗、田心村、布吉批发

市场 

提示 晚 12：00-凌晨 6：00 以前乘车加收 1 元夜间费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 预订深圳特价机票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www.17u.com/flight/jipiaodaquan-shenzhen-1.html#refid=2582175


                                                                            深圳  

- 4 - 

版本号：2013 年版  
最后更新：12.12.29 

 

宝安国际机场-蛇口 

★ 深圳新锦湖大巴 

首班时间 蛇口 6：30，宝安机场 8：15 

末班时间 蛇口 18：30，宝安机场 20：15 

单程票价 20 元 

途径站点 南桥配客点、天桥配客点 

说明 每隔 1 小时发车一班，整个行程约 50 分钟。 
 
★ 355 豪华空调公交大巴 

首班时间 6：30  

末班时间 22：30 

说明 每隔 7 分钟一班，上车 2 元，分段收费。 

 

宝安国际机场-东莞 
★ 宝安国际机场-东莞城区 

首班时间 7：20 

末班时间 19：20 

途径站点 东莞汽车总站、广深高速公路、北栅、广深高速公

路、深圳宝安国际机场 2 号候机楼 

说明 每隔 1 小时一班，票价 35 元。 
 
★ 宝安国际机场-东莞樟木头 

宝安机场发车时间  10:00、10:15 11:00、11:15、13:30、

13:45、14:00、14:15、17:00、17:15、17:30、17:45 

樟木头发车时间 8:15、8:30、8:45、9:00、11:45、12:00、

12:15、12:30、15:15、15:30、15:45、16:00、18:45、19:00、

19:15、19:30 

途径站点 宝安机场、福永镇、新桥天桥、松岗车站、公明车

站、黄江、樟木头 

说明 全程运行时间为 105 分钟。 

 
宝安国际机场-宝安区（602 巴士） 
首班时间 7：00 

末班时间 宝安机场 20：00，宝城三区 19：00 

途径站点 兴围路口、翠湖花园、钟屋村、黄田、鹤洲路口、

中华商贸城、臣田、农批市场、新安市场、西乡客运站、劳动

小学、西乡码头、兰香园路口 

说明 每隔 25 分钟一班，运行时间 35 分钟。 

 
宝安国际机场-惠州 
首班时间 6:30 

末班时间 18:30 

途径站点 龙华、石岩、公明、松岗、福永、机场 

票价 35 元 

说明 全程 2 小时 30 分钟，分段收费。每隔 25 分钟一班。 

宝安国际机场-福田客运站 
首班时间 6:00 

末班时间 20:40 

途径站点 机场、黄田、鹤州、固戍、西成工业城、宝安农批

市场、西乡、翻身、南头联检、南头、荔香公园、深大路口、

科技园、大冲、白石洲、世界之窗、芳华苑、锦绣中华、沙河

口、竹子林、福田汽车站 

说明 每隔 6 分钟一班。 
 

深圳-香港直通巴士 
九龙市区/新界-宝安国际机场 
★ 太子 

上车地点 兰街 364 号 D 地下京港酒店侧 

发车时间  6:15、7:15、7:45、8:15、8:45、9:15、10:00、

11:30、12:30、13:30、14:30、15:30、17:30 

单程票价 成人 110 港元，儿童 90 港元 
 
★ 荃湾 

上车地点 地铁站西楼角街、潮江春楼下 

发车时间 6:35、8:30、9:05、10:20、11:50、12:50、13:50、

14:50、15:50、17:50 

单程票价 成人 110 港元，儿童 90 港元 
 
★ 沙田 

上车地点 大会堂绿色专线小巴站后面 

发车时间 7:35、8:05、9:35 

单程票价 成人 110 港元，儿童 90 港元 
 
★ 上水 

上车地点 彩园路彩玉楼行人天桥底 

发车时间 8:00、8:30、10:00 

单程票价 成人 110 港元，儿童 90 港元 

 

宝安国际机场-九龙市区/新界 
下车地点 荃湾、太子 

发车时间 10:30、11:15、12:00、13:00、14:00、15:00、

16:00、17:00、18:00、19:30 

单程票价 成人 110 港元，儿童 80 港元 

 

宝安国际机场－香港机场 
发车时间 宝安机场 10:30、11:15、13:00、14:00、15:00、

16:00、17:00；香港机场 9:45、10:30、11:30、12:15、12:45、

13:15、13:45、14:15、15:00、15:30、16:00、17:00、18:00、

19:00 

单程票价 香港机场成人 180 港元，儿童 100 港元；宝安机场

成人 180 港元/200 元，儿童 100 港元/110 元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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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 
深圳火车站 
深圳火车站位于深圳市罗湖区，是深圳连接内地与香港的重要

交通枢纽，也是香港通过罗湖口岸过关至香港的必经之地。 
 

途径交通 
轨道交通 地铁一号线罗湖站（下行终点站，C 出入口） 

火车站 1、7、12、17、25、38、82、83、97、101、102、

205、302、306、337、352、387、k302、K528、K533、

K538、K545、N2、N4、N5、N7、N14、N15、N18、N19、

N20、高峰 2 号、高峰 41 号、晚峰 2 号、机场 2 线 

火车站西广场 2、8、18、28、61、207、228、309、321、

330、386、K548、高峰 31 号专线 

火车站东广场 215、K533 区间 1、K533 区间 2、K533 区间

3、K568、N16 

 

深圳西站 
深圳西站是平南铁路的一个车站，位于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学

府西路前海路阳光棕榈园旁边，也叫深圳西火车站、南头火车

站或南头火车站西。 
 
途径交通 36、58、229、234 路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小乐会提供） 
 

深圳北站 
深圳北站位于深圳市龙华新区民治街道，主要开设广州南站-

深圳北、深圳北-武汉、深圳北-北京、深圳北-厦深客运专线

客车。 
 
途径交通  
地铁 地铁 4 号线、地铁 5 号线 

公交 B647 路、B666 路、B667 路、B730 路、B742 路、E11

路、E22 路、M299、M300、M341 路、M343 路、M344

路、M347 路、M352 路、M353 路、M354 路、M360 路、

深惠 3B 线、深莞 2 线 

 

汽车 
汽车站名称 汽车站地址 途径公交 

罗湖汽车站 
火车站东广场罗湖商业城

1－2 层 
 

银湖汽车客运站 
深圳市福田区北环大道银

湖大厦 

7 路、201 路、207 路、218 路、222 路、240 路、242 路、301

路、352 路、393 路、高峰专线 24 号等，银湖汽车站下车。 

福田汽车站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车

公庙福安大厦 1－2 楼 

28 路、210 路、212 路、213 路、228 路、303 路、317 路、

e4 路、k384 路等，福田交通枢纽站下车，步行至福田汽车站。 

盐田汽车站 
盐田区沙盐路 2070 号(沙

头角保税区对面) 

68 路、85 路、103b 路、205 路、308 路、358 路、387 路、

b625 路、b701 路、观光线、机场 6 线等，盐田汽车站下车。 

东湖汽车站 深圳市罗湖区太安路一号 1 路、320 路、376 路、n7 路等，东湖客运站下车。 

皇岗汽车站（口岸） 
深圳皇岗口岸 B2 通道，

即口岸广场第 3 通道 

9 路、23 路、26 路、109 路、235 路、325 路、338 路、357

路、362 路、高峰专线 30 号、机场 9 线等，皇岗口岸下车。 

皇岗汽车站（景福） 
福田区滨河路景佑楼，即

景福大厦西侧 

103 路、202 路、203 路、212 路、215 路、312 路、357 路、

338 路。 

机场汽车站 深圳机场 A、B 候机楼一楼门前通道，国际商务候机楼 2 楼 651 路、机场 6 线可到 
 

从 2012 年国庆开始，春

节、清明节、劳动节、国

庆节四个节假日期间，高

速公路免收通行费。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278542.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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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船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deli_pontoon_uco 提供）  

 

 

福永码头 
福永码头每天有往返香港上环信德中心港澳码头、香港九龙中

港城码头（航程一小时）和香港机场海天码头（航程 45 分钟，

每天 18 班）的高速客轮，还有开往澳门新港澳码头的快艇（每

天 7 班）。机场候机楼前设有到福永码头的免费巴士。 
 
途径交通 
机场候机楼一层 A 楼 3 号门、B 楼 6 号门，设有免费穿梭巴

士，接送旅客前往福永码头，车程 15 分钟。 

 

蛇口码头 
蛇口码头位于蛇口港澳大道与南海大道交接口，每天都有往来

于珠海、广州、澳门、香港、九龙的定期航班。 
 
途径交通 
地铁 地铁 2 号线直达蛇口客运码头站，1 号线可在世界之窗

站转乘 2 号线直达蛇口客运码头站。 

公交 113 大巴、K113 大巴、226 路、204 路、K204 路、331

路、31 路、332 路、329 路、105 路、K105 路、70 路、365

路等，蛇口客运码头站下车。 

 
 
 
通关口岸 
深圳是中国拥有口岸数量最多、出入境人

员最多、车流量最大的口岸城市。已建成

通往境外各类口岸 17 个，其中包括中国

最大的陆路客运口岸——罗湖口岸，中国

最大的陆路货运口岸——皇岗口岸，中国

第二大集装箱海港——深圳港，中国第四

大空港——宝安国际机场空运口岸。另有

文锦渡、沙头角等 4 个陆路口岸；蛇口、

妈湾、赤湾、东角头、梅沙、大亚湾核电

站专用码头等 7 个海港口岸。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从蛇口码头去澳门，是深圳去澳门最方
便最省时的方法，约 1 个多小时且船次比

较多。从深圳蛇口去澳门有 2 个码头，澳门

氹仔客运码头和澳门新港澳码头(港澳码头离

机场近)。 

香港自由行小贴士 
★ 目前，香港对大陆 49 座城市的居民开放了“个人自由行”，即户口为这

49 座城市的居民都可以以“个人游”的身份前往香港旅游。 
 

★ 对于户口是属于 49 座城市的居民，可直接到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办理

《来往港澳通行证》及个人赴港澳旅游签注即可。不是以上 49 座城市的

居民赴香港旅游，可挂靠旅行社前往香港旅游。 
 
★ 目前，非深户居民在深圳办理港澳通行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办理香港

迪斯尼定点团队旅游签注(L),三个月一次有效签注，每次在香港停留时间不

超过 3 天,并需交 1000 元押金（从香港返回后退还）；另一种是商务类签

注（S）。一般非深户居民需回到户籍所在地办理港澳通行证。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781442.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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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境口岸 口岸名称 地址 通关时间 

陆路口岸 福田口岸 位于福田保税区东侧 06：30-24：00 

公路口岸 深圳湾口岸 位于深圳蛇口东角头 24 小时通关 

陆路口岸 罗湖口岸 位于深圳火车站南侧 06：30-24：00 

陆路口岸 皇岗口岸 位于皇岗路南端 24 小时通关 

陆路口岸 文锦渡口岸 位于文锦南路 07：00-22：00 

陆路口岸 沙头角口岸 位于盐田区沙头角 07：00-20：00 

海港口岸 蛇口港客运码头 蛇口  

海港口岸 福永港客运码头 福永  

航空口岸 宝安机场 宝安  
 

 

 

 

 

 

 

 

 

 

 

 

 

 

 

罗湖口岸 
香港最主要而且最大的陆路口岸，由于可处理大量出入境旅客

的关系，也是最多人使用的口岸，因为出了深圳关口可直接步

行到香港关口，而且过关后更可直接接驳进入香港。设有特大

的访港旅客大堂，专为出入境旅客办理手续。在旅游旺季期间

十分繁忙，但一般等候过关时间较短。 

开放时间 6:30-24:00 

交通 2 路、8 路、18 路、28 路、61 路、207 路、228 路、

309 路、321 路、386 路、k548 路、高峰专线 31 号、机场 1

线至深圳火车站西广场，步行至罗湖口岸。 

 

皇岗口岸 
皇岗口岸位于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与香港新界落马洲口岸相

对，是深圳与香港之间的 5 个一线口岸之一。这是唯一 24 小

时无休的口岸，是深圳最繁忙的汽车陆路口岸，一般等候过关

时间比较长，而且在旅游旺季、假期以及周末过关人数会更多。 

交通 9 路、23 路、26 路、109 路、235 路、325 路、338

路、357 路、362 路、高峰专线 30、机场 9 线等可到皇岗口

岸。 

 

深圳湾口岸 
深圳湾关口特别之处在于它实行“一地两检”，即香港及中国

内地边防人员在同一所大楼内进行检查工作，双方人员分别在

不同但相近的地点替旅客办理检查工作，但不会只由任何一方

负责。 

开放时间 6:30-24:00 

交通 机场 8 线、90 路、245 路可到深圳湾口岸。 

福田口岸 
福田口岸位于福田区裕亨路（福田保税区东侧），是连接深圳

地铁 4 号线和港铁东铁线落马洲支线的口岸枢纽。接驳交通

主要就是深圳地铁 4 号线和港铁东铁线，两地旅客依靠地铁

轨道接驳仅 30 分钟即可互达市区。 

开放时间 6：30-22:30 

交通 地铁 4 号线，公交 203 路、52 路、241 路、91 路等可

到福田口岸。 

 

 

 

沙头角口岸 
出入境等候时间比较短，但因此接驳交通选择相对较少，就只

有沙头角路爱现接驳交通往返。 

开放时间 7:00-20:00 
 

 

>> 更多港澳通关信息可查看 

 一起游香港旅游攻略  

 

 一起游澳门旅游攻略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文锦渡及沙头角

货运过境较多，

建议不要从这两

个口岸出关。 

深圳地铁皇岗站位于福田口

岸，距皇岗口岸尚有 20 多分

钟行走路程。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8101_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8101_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8200_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8200_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8101_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8200_3.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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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深圳 

公交车 
深圳现有公交大巴线 201 条，其中深圳特区内有 126 条，宝

安区内有 30 条，往返宝安区和龙岗区间有 31 条。 
 
深圳公交大巴频繁穿梭，线路遍布全市。大巴运营时间普遍

为 6：30-22：30。普通票价 1-7 元，空调车票价 2-10 元。

大部分大巴无人售票，另有一部分需分段收费。 
 

深圳中小巴退出市区后，增加了夜间公共大巴。服务时间至

凌晨 2 点，线路名以 N 开头。 
 
深圳城际巴士路线为特区内至特区外，按路线长短收费。 
 
另外新增了 2 条东部假日专线，均为星期六、日开行。 

 

附： 特殊巴士路线 
夜游一  火车站→人民南路→嘉宾路→东门南路→春风路→

南湖路→深南东路→深南大道→华侨城景区 
 
夜游二  东湖宾馆→爱国路→东门路→文锦中路→深南路→

深南大道→华侨城景区 
 
观光一  白石洲→世界之窗→何香凝美术馆→锦绣中华→康

佳集团→竹子林→深航大厦→特区报社→投资大厦→岗厦→

田面→上海宾馆西→市委→地王大厦→门诊部 →广深宾馆→

京鹏大厦→冶金大厦→新秀立交→黄贝岭→罗湖体育馆→西

岭下→聚宝路口→莲塘→畔山花园→长岭→盐田防疫大楼→

盐田区政府→盐田汽车站→沙头角保税区→海港大厦→西山

吓→海滨浴场→大梅沙→东部华侨城（分段收费，上车 5 元，

全程 10 元） 
 

观光二（购物专线） 布吉检查站→布吉农贸市场→沃尔玛

商场→儿童公园（东门中）→茂业百货（东门）→地王大厦→

女人世界（华强北）→笔架山公园（华富北）→莲花北→下梅

林→梅林一村→福田农批市场 （上车 3 元） 
 

东部假日专线 1 （福田交通枢纽 - 东部华侨城）福田交通

枢纽-上海宾馆-兴华宾馆东-深圳书城-新秀立交-海滨浴场-

大梅沙-东部华侨城 
 
东部假日专线 2 （梅林检查站-东部华侨城）梅林检查站-

福田党校-银湖汽车站-泥岗村-红岗花园-东湖医院-罗湖体育

馆-海滨浴场-大梅沙-东部华侨城 

地铁 
票价 相邻两站之间为 1 个区间，4 个区间为 1 个区段。起步

价为 2 元，可乘坐 3 个区间，进入下一区段加收 1 元。 

 

1 号线 罗宝线 
深圳火车站→国贸站→东门站→大剧院站→科技馆站→上海

宾馆站→会展中心站→购物公园站→香蜜湖站→车公庙站→

竹子林站→华侨城东站→世界之窗站→白石洲站→大冲站→

科技园站→深大北站→南山区政府站→南新路站→深圳西站

→南头车辆段站→新安路站→宝安中心站→体育中心站→西

乡码头站→固戍站→预留站→深圳机场站 

 

2 号线 蛇口线 
赤湾站→蛇口港站→海上世界站→水湾站→东角头站→湾厦

站→海月站→登良站→后海站→科苑站→红树湾站→世界之

窗站→侨城北站→深康站→安托山站→侨香站→香蜜站→香

梅北站→景田站→莲花西站→福田站→市民中心站→岗厦北

站→华强北站→燕南站→大剧院站→湖贝站→黄贝岭站→新

秀站 

 

3 号线 龙岗线 
益田站→石厦站→购物公园站→福田站→少年宫站→莲花村

站→华新站→通新岭站→红岭站→老街站→晒布站→翠竹站

→田贝站→水贝站→草埔站→布吉站→木棉湾站→大芬站→

丹竹头站→六约站→塘坑站→横岗站→永湖站→荷坳站→大

运站→爱联站→吉祥站→龙城广场站→南联站→双龙站 

 

4 号线 龙华线 
福田口岸站→福民站→会展中心站→市民中心站→少年宫站

→莲花北站→上梅林站→民乐站→白石龙站→深圳北站→红

山站→上塘站→龙胜站→龙华站→清湖站 

 

5 号线 环中线 
前海湾站→临海站→宝华站→宝安中心站→翻身站→灵芝站

→洪浪北站→兴东站→留仙洞站→西丽站→大学城站→塘朗

站→长岭陂站→深圳北站→民治站→五和站→坂田站→杨美

站→上水径站→下水径站→长龙站→布吉站→百鸽笼站→布

心站→太安站→怡景站→黄贝岭站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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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车 
在深圳，出租车随时可以招手停车，但注意不要再禁停区域内

拦截。出租车车身颜色有红、黄和绿三种，绿色只在特区外行

驶。红的在特区内和特区外都可运营行驶，而只能在特区内运

营的出租车，数量较少，车身黄色。 

 

关内（特区内）价格 
起步 10 元/2 公里；超过 25 公里部分按里程价 30%加收返

空费（23：00-6：00） 

跳表 之后每公里增加 2.4 元（每 250 米跳表一次增加六角） 

等候 每分钟增加 0.8 元 

 

关外（特区外）价格 
起步 1.5 公里内 6 元（绿的）、2 公里内 10 元（红黄的） 

跳表 每公里增加 2.4 元，早 6 点至晚 23 点加 30%的返空费

（绿色）；每公里增加 2.4 元，早 6 点至晚 23 点 25 公里起加

收 30%的返空费（红黄色） 

等候 每分钟增加 0.8 元 

租车 
自驾租车 
乐风    三厢   手动挡/自动挡   80 元起 

新赛欧  三厢   手动挡/自动挡   89 元起 

爱丽舍  三厢   手动挡/自动挡   95 元起 

马自达  两厢   手动挡/自动挡   95 元起 

POLO   两厢   手动挡/自动挡   105 元起 

>> 查看更多深圳自驾租车信息 

 

代驾租车 
捷达    可乘人数 4 人   380 元 

飞度    可乘人数 4 人   400 元 

颐达    可乘人数 4 人   480 元 

凯越    可乘人数 4 人   480 元 

帕萨特  可乘人数 4 人   550 元 

>> 查看更多深圳代驾租车信息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zuche/zj-city-book-9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zuche/city-book-tc-4-91-0-0-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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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 

东部华侨城 
东部华侨城坐落于中国深圳大梅沙，是国内首个集休闲度假、观光旅游、户外运

动、科普教育、生态探险等主题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主要

包括大侠谷生态公园、茶溪谷休闲公园、云海谷体育公园、华兴寺、主题酒店群

落、天麓大宅等六大板块，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门票   >> 立即预订  
 

门票类型 票面价 同程价 

茶溪谷门票 150 元 135 元 

大侠谷门票 170 元 153 元 

茶谷+大侠谷一日游 240 元 216 元 

茶溪谷+大侠谷二日游 280 元 252 元 

 
内部交通 
丛林缆车 
世界首创的双坡山地开放式观光车，全长约 2 公里，高差 400 米的丛林缆车将

带来壮观的观景视角，往返于大侠谷与云中部落之间。 
 
云海索道 
深圳第一条高空索道，全长 1089 米，乘坐云海索道，俯瞰梅沙湾畔的帆星点点，

别有一番天地，往返于大侠谷与云中部落之间。 
 
森林小火车 
轨道全长约 6 公里，先后经过峡谷、山林、湖泊、天堑，沿途山花烂漫，彩蝶

纷飞，别有一番天地，往返于大拐弯火车站与茵特拉根火车站之间。 

 

外部交通 
乘车 
深圳 → 东部华侨城 

深圳市中心-东部华侨城：No.103/ No. 242/No. 387/No. 380B 到海关疗养院

转乘的士；   
 

深圳蛇口码头-东部华侨城：No.JI 到西山吓站转 No.103/No. 242/ No. 387/ 

No. 380B 到海关疗养院转乘的士；   
 
深圳罗湖火车站-东部华侨城：No. 387 到海关疗养院转乘的士；  
   
深圳宝安机场-东部华侨城：No. 355 到西山小学站转 No.JI 到西山吓站转

No.103/No. 242/ No. 387/ No. 380B 到海关疗养院转乘的士。 

 

 

  一起游东部华侨城旅游攻略  

 
 
 
自驾 
①东莞—广深高速—机荷高速—盐排高速

—大梅沙方向东部华侨城   
 

②惠州—深惠高速—深汕高速—机荷高速

—盐排高速—大梅沙方向东部华侨城   
 
③广州—广深高速—机荷高速—盐排高速

—大梅沙方向东部华侨城   
 
④佛山—广佛高速—广州北环高速—广深

高速—机荷高速—盐排高速—大梅沙方向

东部华侨城   
 
⑤中山—京珠高速—虎门大桥—广深高速

—机荷高速—盐排高速—大梅沙方向东部

华侨城   
 

⑥珠海—京珠高速—虎门大桥—广深高速

—机荷高速—盐排速—大梅沙方向东部华

侨城   
 
⑦汕头—深汕高速—机荷高速—盐排高速

—大梅沙方向东部华侨城   
 

⑧江门—中江高速—京珠高速—虎门大桥

—广深高速—机荷高速—盐排高速—大梅

沙东部华侨城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17480.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17480_20.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17480_20.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17480_20.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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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侠谷 
大侠谷生态乐园俯瞰深圳东部黄金海岸线，集山地郊野公园

和都市主题公园于一体，体现生态动感旅游文化，实现了自

然景观、生态理念与娱乐体验、科普教育的创新结合，主要

包括：水公园、海菲德小镇、峡湾森林、生态峡谷、云海高

地等五大主题区。  
（图片由景区提供）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tangry 提供） 

水公园 
两万平方米恒温世界，1900 平米开启扇连接起室内、室外两个亲水戏水世界。

水公园、《天机》、震撼三米巨浪，U 型滑道、室内漂流河等精彩项目和演出，享

受海上划浪的动感，体验海洋极限运动的激情。千变万化的喷泉造型，五颜六色

的彩光照明，反映了音乐的内涵及音乐的主题。 

 

海菲德小镇 
意为“海边的小镇”，以浓郁而各具特色的世界葡萄酒文化为主题，原木与砖石

相结合的建筑温馨质朴，系列铜雕展示了从葡萄采摘到红酒酿造的全过程，演绎

了 19 世纪美国加州纳帕山谷的红酒小镇风情。主要包括天幕、海布伦宫、红酒

体验馆、自酿啤酒屋、湖畔美食廊、小镇客栈等特色项目，为游客精心打造了一

个美洲主题小镇，一处与红酒约会的陶醉之乡。 

 

生态峡谷 
以生态探险为主题，通过全方位的视听觉仿真体验营造各种地球自然环境与生态

的虚拟实境，让游客化身“生态侠”，进入大自然未知世界接受各种挑战。包括

地心 4 千哩、深海探奇、木质过山车、飓风营救、丛林穿梭、咆哮山洪、探险

广场、水上人家、生命之墙、4D 影院、童趣园、森林广场等项目，让游客在惊

险刺激的体验中探索地球奥秘，亲身感受自然原力的强大。 

 

云海高地 
大侠谷的云顶观光区，海拔 480 米，是总览东部华侨城的至佳观景台，包括云

霄飞轮、自然之眼观光塔、云海索道、丛林缆车、登峰造极、云中走廊等项目。 

 

峡湾森林 
在原始丛林中穿行飞跃，感受返璞归真的乐趣。令人血脉贲张地水面滑行，历经

一次真实的冒险。中国海滨第一瀑的大侠谷瀑布，宽 300 米，水流落差 42 米高，

蔚然壮观。峡湾花园中万紫千红的花圃和水组成别具一格的水花园景观，多级阶

梯弯转向上，奇妙的移步换景让心情一片大好。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 峡湾漂流：平日 11:00-17:30 开放，

节假日 11:00-17:30 开放，每周周四周

检，身高 1.4-1.9 米、年龄不超过 60

岁可以参与。 
 
★ 地心 4 千哩：平日 10:00-17:00 开

放，节假日 10:00-18:00，每周周五周

检，身高超过 1.2 米可以参与。 
 
★ 水上人家：平日 10:00-18:00 开放，

节假日 10:00-18:00 开放。 
 
★ 飓风营救：平日 10:00-17:30 开放，

节假日 9:30-18:00 开放。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122432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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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溪谷 
茶溪谷体现中西文化交融的休闲度假旅游

文化，并兼有“茶、禅、花、竹”等主要元

素，包括茵特拉根、湿地花园、茶翁古镇和

三洲茶园四个游览区，融合了西方山地小镇

的风情、湿地花海的浪漫、茶禅文化的融合

和岭南茶田的幽雅。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tangry 提供） 

茵特拉根小镇 
美得令人遐想无尽，来自欧洲山地的瑞士小镇 Interlaken，意思是“两湖之间”。

优雅浪漫的气息从每条街道、每块砖石中发散出来。玻璃穹顶大堂的茵特拉根酒

店典雅迷人，温泉 SPA 掩映于浪漫的森林中，是原汁原味的欧洲风情。 
 
景点包括 茵特拉根廊桥、茵特拉根湖畔、茵特拉根小镇、咕咕钟舞台、茵特

拉根温泉、茵特拉根街景公寓。 

 

湿地花园 
在花香中悠游，在湿地旁聆听，感受大地艺术描绘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更有昆

虫、蜘蛛、蛙、鱼类和鸟类等湿地动物，共同繁衍成一个热闹的居所，这是都市

之外的另一种生机和活力。 
 
景点包括 四季植物馆、花桥广场、湿地长廊、湿地浮桥、茵特拉根兰花园、

四季花田、向日葵园、花钟教堂。 

 

茶翁古镇 
闲雅的氛围，山风柔柔地吹过来，看端庄儒雅的茶艺师娴熟地表演茶道；看绿绿

的茶叶在杯中沉浮；看身旁青竹摇翠，远处云雾缭绕，耳边水声敲石，诗情画意

难以言说。 
 
景点包括 半坡街、百茶屏、铁观音、 古镇广场（古镇戏台）、醍醐灌顶。 

 

三洲茶园 
徜徉在茶田、丛林里，游走于栈道廊桥间，走累了，随处小坐，全身心地体验天

然氧吧的气息。 
 

景点包括 竹乐谷、茶溪栈桥、热带雨林、栖霞回廊、竹溪索桥、丹枫拱桥、

枫溪藤桥、无忧廊桥、林溪云桥、茶岭长廊、闻香长廊、竹溪栈道、红羽栈道、

药草亭、问茶亭、卧虹桥、望湖亭、风语亭、茶田迷宫、奇趣坡、秋千荡、魔棋

阵、九曲十八弯、茶马古道、跃马坪。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 畅游三洲茶园步行时间

较长。如果时间较短，可

以在东部华侨城大剧院外

包乘电瓶车游玩，30 元/

人，或者包车 480 元/辆/

小时，每辆车乘坐 10 人。 

★ 每年的 3 月—12 月可亲

身体验采茶制茶的乐趣，

顺便将成品带回去和亲友

一起分享。参与采茶、制茶，

80 元/人，约 80 分钟。 

★  每年夏日和其他季节的

节假日，湿地花园将推出别

具一格的山地露营活动。 

★ 持门票，于茵特拉根温

泉，只需多付 98 元便可

享受 SPA 的乐趣。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122432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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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一起游网友@tangry 提供） 

 云海谷 
云海谷郊野体育公园占地 2.5 平方公里，依托东部华侨城独有

的湖光山色、云海奇观、悬崖飞瀑，以休闲健身、生态探险、

时尚运动、休闲娱乐、奥运军体运动为主线，体现最具特色的

户外运动旅游文化。是一个以高尔夫运动为中心、以户外奥林

匹克运动训练基地和野外拓展训练基地为两翼的户外运动休

闲胜地。 

 

 华兴寺 
华兴寺坐落在东部华侨城的观音座莲山，体现佛教旅游文化。

包括：观音座莲宝像、华兴寺檀越酒店、妙相禅境、《天音梵

乐》、大雄宝殿、众香界、香积斋、归一阁、云水堂等。佛像

开光大典。是一处展示中国传统佛教文化，极具禅意、启迪心

智、教化人生的宗教文化旅游园区。 

 
 
 主题酒店群落 
主题酒店群落，由四大主题酒店组成，是国内首个主题酒店群

落。包括：瑞士文化主题的茵特拉根酒店、水文化主题的大侠

谷瀑布酒店、现代艺术主题的云海谷房车酒店、佛禅文化主题

的华兴寺檀越酒店等。 

 

茵特拉根酒店 茵特拉根酒店茵特拉根华侨城酒店将中欧山

地建筑风格与南中国壮美的山海景观，完美结合，出落成一个

美得不食人间烟火的童话，在优雅，尊贵中呈现山海的浪漫。 

 

华兴寺檀越酒店 将“禅宗”理念纳入酒店的设计构思，创

造空灵、简朴的禅意空间。包括 22 间禅意客房，6 间禅意套

房，14 间静谧大床房，2 间典雅双床房。 

 

大侠谷瀑布酒店 隐藏在大瀑布和巨岩之间，将海洋、红酒、

太空统统装进客房，包括啤工厂、太空主题餐厅、全日咖啡厅、

宴会演绎厅等主题区。可将壮观的大侠谷瀑布收入眼帘，也可

沉醉于海菲德红酒小镇。 

 

云海谷房车酒店 位于 2.5 万平方公里郊野体育公园，收尽

东部华侨城独有的湖光山色、云海奇观。将概念客房与豪华房

车，静与动完美结合，最好的诠释了“自由”或“肆意”。 

 天麓大宅 
天麓大宅依托于东部华侨城 9 万平方公里壮阔的山海，在景

区里建住宅，在住宅里造景点，实现了优质的人居生活环境。

2008 年，荣膺联合国"全球人居环境最佳社区"。 
 
茵特拉根·天麓街区拥有独特的湖山自然景观，延续茵特拉根

的北欧山地建筑风格，充分发挥临湖而居的特色和优势，融建

筑于自然山体之中，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颠世界提供）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122432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597780.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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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谷 
深圳欢乐谷是一座融参与性、观赏性、娱乐性、趣味性于一体

的中国现代主题乐园。全园共分九大主题区：西班牙广场、卡

通城、冒险山、欢乐岛、金矿镇、香格里拉森林、飓风湾、阳

光海岸，加上独具特色的玛雅水公园，有 100 多个老少皆宜、

丰富多彩的游乐项目。 

 

景区看点 
西班牙广场 仿佛沉浸在西班牙码头上，身旁的一切场景也

仿佛在地中海沿岸发生，所有的景色都是那么的自然和谐。 
 
魔幻城堡 亚洲首创魔幻主题空间，中国唯一奇幻天伦乐园，

20 多个亲子项目妙趣横生，这里任何神奇的事情都可能发生。 
 

金矿镇 在 200 多年前美国西部的一个小山谷里，终日做着

发财梦的淘金者开矿镇山、建市镇、设赌场，于是这里成了金

矿小镇。 
 
香格里拉森林 在神秘莫测的香格里拉森林里，您可以穿行

飞跃于原始丛林之间，在雨林里分享奇妙的旅程，在娱乐中体

验冒险的真实，在自然中感受返璞归真的野趣。 
 
阳光海岸 一派热带海滨的浪漫风情，一种轻松愉快的休闲

环境。阳光、沙滩与浓郁的热带树木相映成趣，不妨在长长的

休闲走廊里小憩一会，或在阳光的照耀下沿着细软的沙滩漫

步，或带着孩子在沙滩边垒起各种形态的沙雕…… 
 
飓风湾 一个充满浓郁加勒比海岛风情的废墟小镇上，飓风和

地震侵袭的斑驳残迹隐约可辨，满目疮痍，奇遇无穷。 
 
欢乐时光 20 世纪初繁华的欧洲小镇，一个永不落幕的嘉年

华，欢乐是永恒的主题，凡是到达这里的人们都会忘记一切，

只会留下回忆...... 
 
玛雅水公园 原汁原味南美风情，各种精妙嬉水设施，让您

领略玛雅文明的神奇，享受嬉水的乐趣！ 每年 5 月 1 日-10

月 7 日免费开放！ 

   

门票 
欢乐谷全天票价 200 元/人 全园一票通玩，玛雅水公园开放

期间可免费游玩 
 
欢 乐 谷 夜 场 票 价  60 元 / 人  晚 上 18:30-22:00 游 玩

（2010.07.01 起执行） 
 
欢乐干线票价 40 元/人 20 元/人 欢乐谷园外站乘坐 

欢乐谷+欢乐干线套票 220 元/人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隔岸江楠提供） 

 

 

开放时间 
公园开放时间：09:30-21:00；夜场开放时间：18:30-22:00 

 

交通 
地铁 乘坐深圳地铁一、二号线在世界之窗站下车，步行 3 分

钟即至欢乐谷。 

公交 公交 20 路、21 路、26 路、32 路、42 路、43 路、54

路、59 路、66 路、70 路、72 路、78 路、79 路、90 路、96

路、99 路、101 路、109 路、113 路、123 路、204 路、209

路、210 路、222 路、223 路、232 路、234 路、245 路、301

路、323 路、324 路、327 路、328 路、329 路、338 路、350

路、365 路、367 路、369 路、370 路、373 路、383 路、390

路、392 路、395 路、B603 路、B610 路、B681 路、E10 路、

M222 路、N1 路、N4 路、N5 路、N6 路、高峰 8 号线、高

峰 12 号线、高峰 30 号线在世界之窗下车，步行至欢乐谷。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一起游小贴士 
★ 在玛雅水公园开放期间，进入欢乐谷的游客即可免费

游玩玛雅水公园。  
 

★ 公园内所有游戏项目均可重复玩。建议在节假日去的

游客，入园后先从尽头的“雪山飞龙”玩起，从里到外

地玩出来，可避开人群，省去排队之苦。 
 
★ 欢乐谷入口处的欢乐谷食街，餐厅的价格比任何公园

里的餐厅都便宜很多，与市区普通餐馆基本相约，而且

品种口味选择也多。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114396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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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看点 
世界广场 意蕴深远的廊柱、象征世界文明的浮雕墙、代表

不同文化的城门和镶嵌其中的全景式环球舞台，大气磅礴。 
 
国际街 以欧、亚、伊斯兰等民居建筑风格为主体，集教堂、

集市、街道于一处，是供游人小憩和购物的好地方。沿街而上，

错落有致，每一座建筑都张显着个性，耐人寻味。风姿绰绰、

名符其实的欧式建筑街区，就这样不期然的鹤立眼前。 
 
亚洲区 亚细亚，美丽而神秘的东方，在盈盈一握的方寸间展

示着绚丽的画卷，营造出浓郁的亚洲风情。 
 

欧洲区 放眼欧洲区，文艺复兴的陈迹遍布视野，汇集了欧洲

各个时期的经典建筑，共同构筑出极富人文气息的欧陆场景。 
 
非洲区 这里拥有尼罗河水喂养的古老文明，金字塔、斯芬克

斯石像、阿布辛伯勒神庙……静穆地守护这片神奇的大地。 
 
美洲区 尼亚加拉大瀑布的流水声，将人们牵引到现代文明与

古老文化交相辉映的美洲，人类的智慧让未知的世界变成了瑰

丽的家园。 
 
大洋洲区 横跨蔚蓝色的水域，迎接人们的是神奇的澳洲大

陆。激越的鼓声敲响了毛利民族对生命的讴歌，铿锵的舞姿昭

示一个生生世世对自由的渴望，绵延千年后，依旧荡气回肠。 
   

世界雕塑园 掩映在绿荫丛中，园内郁郁葱葱的荔枝林与来

自五大洲近百尊著名雕塑作品相映成趣，共同营造了环境优雅

的艺术殿堂。 

世界之窗 
世界之窗是中国著名的缩微景区，位于深圳湾畔，以弘扬世界

文化为宗旨，是一个把世界奇观、历史遗迹、古今名胜、民间

歌舞表演融为一体的人造主题公园。公园中的各个景点都按不

同比例自由仿建。 
 

世界之窗分为世界广场、亚洲区、大洋洲区、欧洲区、非洲区、

美洲区、雕塑园、国际街八大部分，其中五大区展示了世界各

国的标志性建筑。 
 
门票 
全价 140 元，半价 70 元 

夜场门票 60 元，晚 8：00 入园 
 
交通 
公交 
世界之窗① 21、24、26 、32、54、54 区间、59 、79、

90、101、109 、113、121、123、204 、209、210、223、

232、234、245、365、N4、N6 、E10、高峰专线 1、高峰

专线 12 、M222、M239、B603、B610、B681   

世界之窗② 70、72、78、、109、222、301A、301 区间、

310-315、323、324、327、329、350、365、367、369、

370、383、395、N1、N11、高峰专线 8、高峰专线 30 

世界之窗总站 42、59、66、90、222、B610、B681、B795、

N6 

地铁 地铁 1、2 号线直达世界之窗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一起游小贴士 
★ 如果要观看晚上的歌舞晚会，建议提早在中华门附

近换票处凭门票免费预定座位。晚会时间 19：30－20：

45，17：00 后接受订座；如果只想看晚上的表演，建

议买夜场票。 
 

★ 逢星期六、日及假期（20：45－20：50）欧洲区的

凯旋门会有烟花表演。 
 
★ 美洲区值得玩的地方较多，可以多花点时间。 
 
★ 景区内餐厅：恺撒宫，铁塔餐厅，水乡泰国餐厅，

面馆。 
 
★ 旅游纪念品专店主要集中在埃菲尔铁塔、阿尔卑斯

山旁的巴黎春天一条街及罗马假日广场。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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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绣中华 
锦绣中华坐落在风光绮丽的深圳湾畔，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实

景微缩景区。一步迈进历史，一天游遍中华。锦绣中华生动地

再现了我国的历史文化及民俗风情。 
 
这里有名列世界八大奇迹的秦陵兵马俑；有最长的城墙（万里

长城），最古老的石拱桥、天文台、木塔（赵州桥、古观星台、

应县木塔），最大的宫殿（故宫），海奇山峰（黄山）、最大瀑

布之一（黄果树瀑布）；有黄帝陵、成吉思汗陵、明十三陵、

中山陵，孔庙、天坛，泰山，长江三峡，漓江山水，有杭州西

湖、苏州园等江南胜景，千姿百态、各具特色的名塔名寺名楼

名石窟以及具有民族风情的地方民居；此外，还能让皇帝祭天、

光绪大婚、孔庙祭典的场面与民间的婚丧嫁娶风俗尽呈眼前。

在锦绣中华民俗村可以一天之内领略中华五千年历史风云，畅

游大江南北锦绣河山。 

 

门票     >> 立即预订 
 

门票类型 票面价 同程价 

成人票 130 元 116 元 

泼水节夜场票 50 元 32 元 
 

 
（图片由景区提供） 

 
表演收费 
 

节目 价格 表演时间 
 

东方霓裳 
普通席 30 元 

贵宾席 80 元 

 
17：00 

 
 
 

龙凤舞中华 

平日 普通席免费 

贵宾席 50 元 

重大节假日 普通席 20

元，贵宾席 50 元 

 
 
 

19：30 

 

金戈王朝 
平日免费，重大节假日

及黄金周 20 元 

14：00 

16：10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颠世界提供） 

 

景区内交通 
游览车 
服务时间 9:00-18:00 

票价 平日 20 元，节假日 30 元 

游客凭班车票可在景区内 4 个站点多次乘车，游览车每 20 分

钟发车一次，站点之间不停车，有需要的游客可在售票点购票。 

 

交通 
公交车 
从火车站出发：乘坐 1 路观光巴士、101 路 

从机场出发：乘坐 327 路直达锦绣中华 

其他途经车：21、26、105、113、201、204、209、210、

222、223、230、232、233、234、301、310、311、312、

313、314、315 环线等。  
 

地铁 乘坐地铁 1 号线或者 4 号线，在“华侨城”站下车，

然后走“D 出口”出站，可直接到锦绣中华民俗村门口。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一起游小贴士 
★ 锦绣中华、民俗村两个景点只需要买一张门票。 
  

★ 民俗村内有很多村寨都有风情表演，可免费观看。建

议在景区门口拿一份宣传单，合理安排路线。 
 
★ 每年的七八月份举行泼水节，游客可以先看表演，再

参加泼水。记得带一套换洗衣服。现场也有卖泼水的用

具和雨衣。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3487.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597198.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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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一起游网友@草净沙提供） 

 

 

 

大梅沙 
大梅沙位于神奇秀丽的南海之滨、风光旖旎的大鹏湾畔。这里

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平缓的沙滩就镶嵌在这青山碧海之间。 
 
公园外，群山环抱，树木连理。山峰或高而不险，或低而自威，

相得益彰；树木婀娜而不浓艳，淡雅而不显凋残。沿着蜿蜒曲

折的小径直抵一目难尽的郊野公园。公园内，繁花、绿树、碧

海、黄沙，缤纷的色彩，丰而不滥。徜徉其间，温馨柔和之韵

潺然流连；闭目小憩，椰风声，海浪声和着游人的欢呼声，便

成了一曲美妙的乐章。 
 

门票 免费 
 

开放时间 
旺季 8:00-凌晨 1:00，淡季 8:30-17:30 
 
交通 
公交 103A 路、103B 路、208A 路、360 路、364 路、380A

路、380B 路 

自驾 从广深高速，进入深圳时候沿滨海大道、宾河大道往福

田、盐田方向行，再转向沙头角方向，穿过隧道按路牌指示行

驶即可。 

 

 

小梅沙 
深圳东部大鹏湾绵长的海岸线上，闪烁着一颗灿烂的明珠，这

就是素有“东方夏威夷”美誉的著名海滨旅游景区——小梅沙。

小梅沙三面青山环抱，一面海水蔚蓝，一弯新月似的沙滩镶嵌

在蓝天碧波之间。环境幽雅，空气清新，秀山美水给小梅沙增

添了许多灵秀之气，慷慨的大自然把她造化成都市人理想的海

滨旅游度假胜地。 
 
她无闹市的繁华与喧嚣，却有美丽的阳光、沙滩与海浪。她的

环海沙滩延绵千里，海滨浴场洁净开阔，蓝色的大海碧波万顷，

茂盛的椰树婆娑起舞。放眼望去，海滨沙滩被鲜艳的太阳伞装

点得五彩缤纷，游艇犁出浪花，降落伞迎风绽开，墩洲岛巨浪

拍岸 ,千人烧烤场篝火通红。小梅沙是这般色彩明快，生机盎

然，怎不令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 
 
门票 20 元 
 
交通 公交 103B 路、380A 路、380B 路、387 路、53 路

到小梅沙站下车即到。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15337fhwpff 提供）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一起游小贴士 
★ 公园内提供自动保管箱、泳具出租、冷热水冲凉、烧

烤、月光酒吧等多种服务，并设有水上摩托艇、沙滩摩

托车、小飞侠欧式蹦极跳等娱乐项目。 
  

★  游泳者请在防鲨网内游玩，切勿超越；公园管理处

24 小时提供防鲨网内义务救生服务。 

一起游小贴士 
★ 小梅沙度假村在沙滩旁，有海上降落伞、摩托艇、潜

水艇等娱乐项目；还有别墅、餐饮、商场、帐篷、烧烤

等服务。在小梅沙可以住帐篷，度假村备有各式住房及

露营帐篷，禁止自带帐篷入内。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35968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546038.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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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澳 
南澳岛地处粤东海面，坐落在闽、粤、台三省交界海面，处在

这三大港口城市的中心点。自古今来，南澳是东南沿海一带通

商的必经泊点和中转站，早在明朝就已有 “海上互市”的称

号。岛上拥有文物古迹 50 多处，寺庙 30 多处，具有“海、

史、庙、山”相结合的立体交叉特色。 
 
门票 
总兵府 10 元 

金银岛平日 2 元，节假日 5 元 

宋井平日 5 元，节假日 12 元 
 
交通 
公交 在市内乘坐 360 直达南澳。 

自驾车 南澳湾坐落在南澳镇畔，交通便利、道路平坦。开车

过盐田，上盐坝高速公路，按路标指引即可到南澳。 
 
内部交通 
租车环岛游 50 元/人（通常 6～7 人，人多还可以还价） 

轮渡 190 元（包一名司机，价格为往返价），人员为 20 元/人

（往返价），买票上船，售票处在渡口旁边一点。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TripEnjoy 提供） 

 

美食 
南澳县是广东唯一一个岛屿县，四周海水包裹，海鲜尤为出名。

在南澳街头的餐馆里，鲍鱼、海胆等海鲜都可吃到。此地海鲜

现捞现卖，所以非常新鲜，且厨师技艺高超更能将海鲜的鲜美

烹制出来。 
 
推荐线路 
D1 宋井→青澳湾→总兵府→金银岛→海上渔村→后宅镇 

D2 云澳乌屿自然保护区→风力发电场→黄花山国家森林公

园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TripEnjoy 提供） 

 

景区看点 
青澳湾 青澳湾是南澳岛的龙头景区，位于南澳最东端。海湾

两边的岬角呈半封闭状环抱海面，使海湾似新月，海面如平潮，

沙滩平缓，成为我国东部沿海一处不可多得的天然海滨浴场，

素有“东方夏威夷”之称。 
 

宋井 宋井位于云澳镇澳前村东南海滩，由蜚声中外的宋井、

景亭、太子楼遗址等主体景观组成，为南宋时期挖掘。宋井之

奇，在于 700 多年来，古井时隐时现，但清泉不绝，水质清

纯甘甜，久藏而不变质，故被称为“神奇宋井”。 
 

金银岛 该景点是央视《南澳岛寻宝》专题片拍摄地之一，可

能是传说中吴平藏宝地。金银岛三面环海，碧波荡漾，岛上由

天然花岗岩大石相叠而成，曲径通幽，石洞穿插，阴凉无比。 
 
总兵府 始建于明朝万历四年，是一处著名的历史文化遗址。

它是全国唯一的海岛总兵府，明清二朝 300 多年间，有 173

位正、副总兵在此赴任，文化内涵丰富。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一起游小贴士 
★ 出发前请注意天气，碰到大雾天、台风，渡船是停

开的，具体可以打电话询问渡口。 

莱芜渡口所电话 0754-85500214 

长山尾渡口所电话 0754-86806393 
  
★ 南澳岛内有公交，也可以选择自驾车或者租车旅行，

骑单车也是很好的选择，非自驾车客人可以请酒店前台

叫私人出租车。 
 

★ 绕岛一周约 68 公里 ,青澳湾距离长山尾码头约 30 公

里。自驾的朋友建议在上岛前加满油箱。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1123778.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1123778.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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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深圳户外活动提供） 

 

 

 

 

东西冲穿越 
东冲和西冲是南澳镇东南部两个天然的海滩，分为位于东涌村

和西涌海滨。这里风景优美，海岸连成一线，海水蓝而透明，

最为著名的则是这里的“东西冲海岸线穿越”。东西冲海岸线

是深圳最美丽、最经典的海岸线徒步线路，西冲出发东冲截止

的路途中能感受到不同穿越路线的所带来的各种特征。 
 
线路描述 
“东西冲海岸线穿越”从东往西走，其中一半路程走的是山路，

另一半路程走的才是海岸线，穿越约需要 4 个多小时，属于

“入门级”户外活动(要求参加者身体健康)。 
 
交通 
去程 E11（深圳北站-南澳总站）沿途均可上车，全程 10 元。

过盐田港后沿途风景不错，需时约 2 小时。到达南澳总站后

租车去南澳镇-西冲海滩，小面的，5 元/人，可以坐 6 人，需

时 20 分钟左右。 
 
回程 在东冲村里有小巴出去南澳镇，5 元/人，但是全天只

有三趟车（8：00；12：00；5：00），错过了就要等。或者

可以在进西冲的时候留下司机的电话让他来接。到南澳镇就来

时路线返回深圳市区。 
 
装备要求 
装备 双肩背包、登山鞋、太阳帽、太阳镜、防晒油、有效进

关证件(需要出关)等。 

药品 藿香正气水、风油精、止血贴等。 

 

 

一起游小贴士 
★ 鞋子一定要防滑；高帮的登山靴比较适合。衣服短

袖的就可以，建议长裤。 
  
★  为了保持队伍行进的速度和统一，人数不适宜太

多，10 人左右最好。 
 
★ 阴天走最舒服，晴天最辛苦，沿路都没有遮太阳的

地方。雷雨天在山上走的时候要小心避雷。 
 

★ 水的消耗可能会比较大，沿途虽然有小溪，但是水

质并不太好，不适宜直接饮用。准备一些吃的在身上，

保持体力。 
 
★ 东冲的海滩比西冲干净，而且从全程路线来说，从

西往东走是比较合适的。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303050.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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桔钓沙 
桔钓沙位于风景迷人的桔钩湾畔，是深圳东部的一处海滨旅游

的宝地。从地图上看，整个沙滩就像一弯新月似的镶嵌在碧海

蓝天之间。这里的树影婆娑，海风轻柔，整个海湾绵延一公里。

海滨占地面积约有三百亩。三面青山环抱，一面海天一色。明

媚的阳光，蔚蓝的海水，洁白的沙滩和醉人的海风，让桔钓沙

成为一个理想的海滨旅游度假胜地。 
 
门票 白天 15 元，停车过夜的话则要另收 10 元，搭帐篷露

宿需要交 30 元管理费。（不限制游玩时间） 
 

交通 从市区可坐 360 路公交车到南澳街道，到南澳街道后

坐摩托车至杨梅坑方向，路上就看见桔钓沙了。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咔擦神了提供） 

 

明思克航母世界 
中信明思克航母世界坐落在深圳市沙头角海滨，毗邻闻名遐迩

的中英街，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第一座以航空母舰为主体的军事

主题公园。 
 
公园由海上的明思克号航空母舰和陆上的明思克广场两部分

组成。以前苏联退役航空母舰“明思克”号为主体兴建而成，

集旅游观光、科普教育、国防教育于一体，按照“体验航母、

亲近海洋、欢乐军港”的主题思想，打造成一个体验式的军事

主题乐园。它深圳东部沿海的景点一起构成一条亮丽的风景

线，同时又以鲜明、独特而丰富的军事文化内涵，在众多的主

题公园中独树一帜。 
 
门票 130 元 
 
交通 
乘车 
罗湖口岸、深圳火车站出发：乘坐 387 路至盐田区政府站下

车，东行 300 米即到 

其他途径公交：1 路观光巴士、68、103K、202、205、238、

242、308、358、360 路 

自驾 沿深南大道上新秀立交，转沿河北路，上罗芳立交，转

罗沙公路，左转深盐路，右转马庙街，左转，海景路。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一起游小贴士 
★ 桔钓沙拥有深圳沙粒最细的海滩，海滩边大树遮荫

蔽日，环境极佳。 
  
★ 从桔钓沙前行２-３公里左右，就是杨梅坑渔村。在

杨梅坑有非常多的快艇出租， 可去三门岛，大甲岛等。

杨梅坑的渔民度假屋相当成熟，吃饭在杨梅坑、水头、

南澳海鲜都可以，桔钓沙也可以烧烤。 
 
★ 桔钓沙的门票是 15 元， 而杨梅坑小海滩不要门票，

也可烧烤；桔钓沙的烧烤自带一切烧烤物品可免费。 
 

★ 桔钓沙停车场按 10 元/次收取停车费。 

一起游小贴士 
★ 交通方面，建议自助游的游客先乘车到盐田区沙头角

镇，航母就停在镇东面的海边。 
  

★  明思克每天都会举行仪仗队表演和俄罗斯风情歌舞

表演，出来看到难得一见的军事装备之外，还能欣赏到

地道的俄罗斯歌舞。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6233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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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街 
在深圳盐田区的沙头角有一条小街，因为一边属于深圳，另一

边属于香港，因此“一街两制”也就被人们称为中英街。 
 
中英街，由梧桐山流向大鹏湾的小河河床淤积成，原名“鹭鹚

径”。它背靠梧桐山，南临大鹏湾，虽长不过 250 米，宽不过

3-4 米，其历史变迁却是中国近现代史的缩影。"一街两制"的

特殊历史背景和人文景观，不仅在中国独一无二，在世界上也

属罕见。中英街街心以“界碑石”为界，街边商店林立，有来

自五大洲的产品，品种十分齐全。到特区的人要到深圳市公安

局办理一张“前往边防禁区特许通行证”，才能进入“中英街”，

故“中英街”被称作特区中的“特区”。 
 
门票 深圳户籍居民 10 元/次，非深圳户籍居民 50 元/次（超

过 60 岁老人 45 元/次） 
 

交通 68、202、205、360、364、358 路沙头角海关下车

前行 1000 米。 
 
进入中英街 
深圳方向 
因中英街属于边境管理区，因此进入中英街需办理由广东省公

安厅签发的边境特别管理区通行证。按照居民身份进入中英街

有三种方式。 
 
★ 深圳市户籍居民，可持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原件到广

东边防办证中心申办《边境特别管理区通行证》进关。 
 

★ 非深圳市户籍居民，如有在广东边防办证中心已备案单位

接待的，可持接待单位证明到广东边防办证中心申办《边境特

别管理区通行证》，由接待单位组织进出关。 
 
★ 其他没有接待单位的非深圳市户籍居民，持本人有效《居

民身份证》原件，统一由政府指定的深圳市沙头角旅游有限公

司组团申办《边境特别管理区通行证》，集体进出关。 

 

 

 

 

 

 

香港方向 
从香港方向进入中英街须申请附有准许进入中英街批注的边

境禁区通行证。因中英街通行证只发予中英街居民、探望居住

于中英街的居民、需与中英街社区保持传统联系、有需要进入

中英街的沙头角居民或因工作需要进入中英街的人士，且须当

地居民或有关公司机构担保，因此从香港方向进入非常困难。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东风牛提供） 

 

景观 
界碑 中英街共有八处界碑，其中 1、2 号界碑是 1905 年英

国单方面换石碑后留下的，3-7 号界碑被日军丢掉，后来国民

党政府同港英当局于 1948 年共同重竖。 
 
中英街历史博物馆 这是一座专题性地方志博物馆，收藏有

千余件近现代历史文物、民俗文物以及千余幅珍贵的照片资

料。博物馆顶层是观景台，可鸟瞰大鹏湾和香港新界自然风光。 
 

警示钟 设立在中英街历史博物馆广场，与中英街界碑相互映

衬，是中英街新的一景。警示钟记叙了中英街割占、抗争、变

迁、发展和回归一百年来的历史。钟身上刻着“勿忘历史，警

钟长鸣”八字，提醒人们牢记中英街屈辱的历史。 
 

古井 该井为清代康熙年间迁来沙头角拓荒的客家人所建，已

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是当地人们饮用的水源，直到现在中英街

两边的人们中还流传着“同走一条街，共饮一井水”的民谣。 
 
古榕 位于中英街第四号界碑旁，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树干

苍劲，枝繁叶茂，由于树树根长在深圳一方，叶枝覆盖香港一

方，因而构成一幅奇妙的景观，被喻为“根在祖国，叶覆香港”。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由于中英街历史博物馆在深圳属于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因此学校组织的学生

团体进入参观可免于上述繁杂手续，通

过学校方出具证明统一组织入内参观。 

一起游小贴士 
★ 交通方面，建议自助游的游客先乘车到盐田区沙头角

镇，航母就停在镇东面的海边。 
  

★ 凡持“特许证”或由旅游单位组织的游客，必须遵守

有关规定，不准越界购物。按规定，其带出的商品均需

凭统一发票、经海关查验后放行，所有购进商品不准倒

场，违者按走私论处。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525367.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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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王大厦 
“地王观光，深港之窗”，位于深圳市的标志性黄金建筑——地王大厦顶层，这里

是亚洲第一高层观光旅游景点。景区内有新奇刺激的多为动感电影、纪实性的数

码叠化幻灯投影纪录片以及十五个趣味景观。以“深港之窗”作主题的形象展示，

将时间纬度和空间纬度融为一体，将深港区域性历史文化，现代都市商业、休闲

文化、高空观光的高科技文化结合为一处，开创了国内高层观光的旅游新境界。 
 
门票 80 元 
 
交通 
公交 观光巴士 1 路、观光巴士 2 路、3、10、12、101、203、223、311 至地王

大厦站下车。 

地铁 乘坐深圳地铁一号线至大剧院站下车。  

 

 

青青世界 
青青世界是一家以休闲度假为主题的观光农场，为“鹏城十景”之一。景区为分

侏罗纪公园、蝴蝶谷、瓜果园、陶艺馆、园艺馆等，另建有欧陆风情的木屋别墅、

酒店客户、中餐厅、游泳池、钓鱼池等。园中的游乐项目有制陶、垂钓、蜡雕、

手工纺织、编织中国结、城市农夫、制做唐山彩陶版画、蜡染等，妙趣横生，很

能锻炼人的动手能力。此外，游客还可以参加足底健康步道、惊险吊桥、果汁屋、

蝴蝶谷、茶寮、烧烤场等娱乐设施中的各项活动。 
 
门票 60 元   
 
交通     
公交 火车站乘地铁至“世界之窗”站，在地铁接驳站换乘 42 路大巴，直达青青

世界。其他途经公交 42、81、369、M388、M372、M375、B802、B819 路等。 

出租车 从罗湖、宝安方向打的约 30 分钟；从福田、南山方向需 20 分钟 

 

仙湖植物园 
深圳仙湖植物园位于深圳市东北郊，东倚深圳第一高峰梧桐山，西临深圳水库。

植物园共保存植物 6200 多种，分为天上人间景区、湖区、庙区、沙漠植物区、化

石森林景区和松柏杜鹃景区六大景区。美丽的自然风光，别具一格的园林建筑，

神秘的植物王国，令人赞不绝口。 
 
门票 20 元 
 
开放时间 平日 6：00-19：00；初一、十五及佛教节日凌晨 4:00-19:00，除夕、

正月十四 24 小时开放。 
 

交通 公交 218、382、220、27、57、113、K113、333、336 路等到达罗湖外

语学院，由仙湖路向北步行即可。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皇帝新装提供）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268267.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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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芬油画村 
大芬村原本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子，1989 年香港画商黄江来到大芬，

将油画带进了大芬村。现在，大芬村基本上全部租给了从事油画工作的

人，他们延续黄江的做法，自己亲身或者招募学生和画工进行油画的创

作、临摹、收集和批量转销。 
 

走进大芬村，就能深深地感受到油画的气息，视线之内全是油画，这里

简直是油画的天堂。几乎每栋房屋都有油画商铺，其中许多还是现场作

画，村子里飘荡着浓烈的油画味道。大芬村不是很大，空间很有限，小

巷子的墙上都挂满了油画，以供买家选择。据说，世界 60%的油画出

自深圳大芬油画村，这里不愧为油画基地。 
 
交通 
乘车 106、M300、309、322、353、357、361、371、372、380B、

389、398、462、509、521、524、531、616、812、822、832、

836A、863、870、910、937、938、943、955、959、980 路等 
 
地铁 地铁龙岗线至大芬地铁站。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小甜沫提供）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美庐阁提供） 

红树林 
红树林位于深圳湾畔，是我国面积最小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自然生长着海

漆、木榄、秋茄等珍稀树种，是深圳市区内的一条绿色长廊。这里也是国家级的

鸟类保护区，是东半球候鸟迁徙的栖息地和中途歇脚点。 
 

自然保护区内地势平坦开阔，背靠美丽宽广的滨海大道，，面向碧波荡漾的深圳

湾，在此可观赏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自然美景。 
 
门票 免费 
 
交通 
公交 J1 路、76 路、80 路、K113 路、229 路、231 路、305 路、317 路、322

路、337 路、382 路、K204 路、K105 路 

自驾 
机场出发：由广深高速公路上广深麒麟立交，转南海大道，上滨海南油立交桥，

转桂庙路，直行滨海大道。 

从罗湖口岸、车站出发：由建设路转入滨河大道。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199445.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20281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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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推荐 
深圳五日游    

D1 小梅沙  

D2 中英街  → 中信明斯克航母  

D3 锦绣中华  →  东门老街  

D4 世界之窗  →  地王大厦  

D5 欢乐谷  

周边游    

香港一日游  香港迪士尼乐园一日游  

星光大道 →  太平山 →  杜莎夫人蜡像馆  → 铜锣湾  

 

深圳五日游  D1 小梅沙  

小梅沙号称“东方夏威夷”，在小梅沙沙滩上漫步、大海里有用、畅游小梅沙的海洋世界，傍晚在海边餐厅饱餐之后，在海滩的

走廊栈道上散步，十分惬意。 

▲ 交通 

公交 103B 路、380A 路、380B 路、387 路、53 路到小梅沙站下车即到。

▲ 午饭和晚饭   

小梅沙景点附近有很多餐厅和快餐店，午饭和晚饭都可以在那里解决。 

▲ 住宿 

建议就住宿在海边，观看夜晚的海滨美景。 

 

推荐住宿         >> 深圳特价酒店  

深圳小梅沙大酒店  

标准房    同程价  550 元  >> 查看酒店点评  

海景房    同程价  630 元  >> 立即预订酒店  

 

 

 

深圳五日游  D2 中英街  → 中信明斯克航母  

历史的沧桑与现代的繁华集中于一条中英街上，这里商铺林立，可以尽情购物。下午到明思克航母去感受别样的异域风情，俄罗

斯套娃、各种表演节目，还有别开生趣的军事文化，绝对让人大饱眼福。 

▲ 交通 
① 小梅沙 → 中英街：公交 103 路至沙头角，下车步行 300 米即到。 

② 中英街 → 中信明斯克航母：公交 103 至明思克航母世界。 

▲ 午饭   

中英街两边商铺林立，餐厅也不少，午饭可在此解决。 

▲ 住宿 

此条线路建议返回小梅沙海滨住宿，享受海滩风情。 

 

 
 

推荐住宿         >> 深圳特价酒店  

深圳特发小梅沙度假村  

双人房    同程价  478 元  >> 查看酒店点评  

单人房    同程价  478 元  >> 立即预订酒店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hotel/list_440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11945.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comments-11945_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11945.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list_440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42890.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comments-42890_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42890.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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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五日游  D3 锦绣中华  →  东门老街  

锦绣中华汇集了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和风景名胜，让人“一步迈进历史，一日畅游中国”。不逛老街，等于没有来过深圳。下

午可以到东门老街去感受一下老深圳的味道。密集的店铺、岭南特色的民居、摆满街面的传统商品……都让人流连忘返。 

▲ 交通 

锦绣中华 → 东门老街：地铁 1 号线至“老街站”，“A 出口”出站即到。 

▲ 晚饭   

东门老街上有很多别具风味的特色小吃，晚饭可以到那里去品尝。 

▲ 住宿 
此条线路建议住在华侨城地区。 

 
 

推荐住宿         >> 深圳特价酒店  

深圳大梅沙芭堤雅酒店  

双人房    同程价  458 元  >> 查看酒店点评  

大床房    同程价  458 元  >> 立即预订酒店  

 

 

 

 

深圳五日游  D4 世界之窗  →  地王大厦  

世界之窗涵盖了世界各地标志性的景观建筑，在这里逛一圈，就像环游世界了一样。下午到地王大厦去感受深港文化，这里可以

俯瞰深圳和香港全景，夜景更是美妙绝伦。 

▲ 交通 

世界之窗 → 地王大厦：地铁 1 号线至“大剧院站”，“D 出口”出站即到。 

▲ 午饭   

世界之窗园中有国际街，可以品尝到世界各地的风味大餐。 

▲ 住宿 
此条线路建议住到欢乐谷附近，方便第二条的行程。 

 
 

推荐住宿         >> 深圳特价酒店  

深圳雅枫宾馆（华侨城店）  

商务房    同程价  288 元  >> 查看酒店点评  

单人房    同程价  218 元  >> 立即预订酒店  

 

 

 

 

深圳五日游  D5 欢乐谷  

欢乐谷有众多全国乃至亚洲独有的项目，在这里绝对可以体验别处体验不到的刺激。另外，可以挑选欣赏园内的舞台及剧场的街

舞表演、乐队演出、哑剧表演等节目。 

▲ 交通 

地王大厦 → 欢乐谷：地铁 1 号线、2 号线至“欢乐谷站”，“A 出口”出

站即到。 

▲ 午饭   

可以自备一些吃的，也可以再景区内就餐。 

▲ 住宿 
此条线路可以住在欢乐谷附近。 

 
 
 

推荐住宿         >> 深圳特价酒店  

深圳迎君酒店（世界之窗店）  

大床房    同程价  199 元  >> 查看酒店点评  

双床房    同程价  209 元  >> 立即预订酒店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hotel/list_440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2324.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comments-2324_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2324.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list_440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5327.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comments-5327_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5327.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list_440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4238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comments-42383_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4238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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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光大道 →  太平山 →  杜莎夫人蜡像馆  → 铜锣湾  

从深圳去香港很便捷，在游玩深圳之余，也可以到香港游历一番。 

▲ 交通 

① 星光大道 → 太平山：天星渡轮码头乘渡轮前往中环码头，再乘坐巴

士 15c 至花园道缆车站，乘缆车前往太平山顶。 

② 太平山 → 杜莎夫人蜡像馆：蜡像馆位于太平山顶凌霄阁，步行可至。 

③ 杜莎夫人蜡像馆 → 铜锣湾：从山顶广场乘坐 15 号巴士或 1 号巴士，

返回中环，从中环乘坐地铁前往铜锣湾。 

▲ 午饭   

可以自备一些吃的，太平山上也有餐馆，可以到那里解决。 

▲ 住宿 

此条线路建议住在铜锣湾。 

 

 

推荐住宿         >> 香港特价酒店  

香港中侨宾馆  

单人房    同程价  395 元  >> 查看酒店点评  

双床房    同程价  505 元  >> 立即预订酒店  
 

 

香港迪士尼乐园一日游  

百老汇式音乐剧、闪烁耀目的烟花表演、紧张万分的机动游戏、精采奇妙的巡游汇演，还有各式各样的商店、餐厅和娱乐设施，

在迪士尼乐园内，享受充满乐趣的一天。  

▲ 交通 

在福田口岸过关后 ,乘东铁线到九龙塘下车 ,转乘地铁观塘线 ,往石峡尾/油

麻地方向 ,在太子站下车 ,转乘地铁荃湾线 ,往深水步/荃湾方向 ,在荔景站下

车 ,转乘地铁东涌线 ,往青衣/东涌方向 ,在欣澳站下车 ,转乘迪士尼专线 ,一站

到达迪士尼。 

▲ 午饭  

迪士尼乐园内有主题餐厅，可以在那里解决午饭。 

▲ 住宿 

建议就住宿在铜锣湾。 

 

推荐住宿         >> 香港特价酒店  

香港汇景宾馆  

大床房    同程价  422 元  >> 查看酒店点评  

双床房    同程价  470 元  >> 立即预订酒店  
 

 

适合玩一天的大型景点 

东部华侨城 

 

东部华侨城主要包括大侠谷生态公园、

茶溪谷休闲公园、云海谷体育公园、华

兴寺、主题酒店群落等板块，可在此花

上一整天时间细细游玩。 

欢乐谷 

 

欢乐谷是一座现代主题乐园。全园共分

西班牙广场、卡通城、冒险山、欢乐岛、

金矿镇、香格里拉森林、飓风湾、阳光

海岸、玛雅水公园九大主题区。 

锦绣中华 

 

锦绣中华，犹如一幅巨大的中国地图坐

落在深圳，在锦绣中华民俗村，一天之

内就可以领略中华五千年历史风云，畅

游大江南北锦绣河山。 

http://www.17u.com/hotel/list_810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9326.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comments-9326_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9326.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list_810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12845.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comments-12845_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12845.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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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假线路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东部华侨城  2 日自助游  

 838 元 起    立即预订  

 

  
东部华侨城  2 日自助游  

 918 元 起    立即预订  

 

 

  
东部华侨城  2 日自助游  

 958 元 起    立即预订  

 

 

  
东部华侨城 2 日自助游  

 1118 元起   立即预订  

 

 

  
东部华侨城 2 日自助游  

 1118 元起  立即预订   

 

 

  

东部华侨城 2 日自助游  

 1818 元起  立即预订   

 

 >>  更多深圳度假线路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www.17u.com/travel/item/20008/#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ravel/item/20008/#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ravel/item/20008/#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ravel/item/23025/#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ravel/item/23025/#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ravel/item/23025/#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ravel/item/20049/#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ravel/item/20049/#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ravel/item/20049/#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ravel/item/20052/#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ravel/item/20052/#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ravel/item/20052/#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ravel/item/20043/#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ravel/item/20043/#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ravel/item/20043/#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ravel/item/20324/#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ravel/item/20324/#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ravel/item/20324/#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ravel/dest/city/shenzhen/91.html#refid=2582175


                                                                            深圳  

- 29 - 

版本号：2013 年版  
最后更新：12.12.29 

 

住宿 
 

东门商圈附近住宿  （→ 查看东门附近酒店   → 查看深圳特价酒店） 
到深圳旅游，本地人一般都会推荐去东门，这里是深圳的起点，也是深圳著名的商圈之一。住在这里，

老街广场的世纪钟、青铜浮雕“东门墟市图”、巨型铜秤雕塑、思月书院、岭南建筑风格的风貌街，这

些具有明显历史特征的人文街景，都能给人一种艺术享受。 

 

 

深圳大江南酒店 
 

 

房型          同程价        

双床房         198 元   

电脑房          258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东门附近酒店 

[13720othqhd] 交通很便利，距离罗湖火车

站很近，只是稍微有些吵。 

[13533ntliah] 交通很便利，服务不错，周围

是东门步行街，就在老街的闹市区里，实惠方

便，会再次前往!     

→ 查看 73 条酒店点评 

 

 

  

深圳丽苑酒店 
 

 

房型          同程价        

标准双人房       158 元   

标准单人房        158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东门附近酒店 

[13632olqmvr] 价錢挺便宜，地点也方便，

环境也可以，要求三间房间安排在同一层上也

能办到这点是要加分的，下次也会选这入住。 

[13651nhzyzl] 这 个地方很不错， 服务很 周

到，地点很不错，价格周到。      

→ 查看 21 条酒店点评 

 
 

  

深圳富丽华大酒店 
 

 

房型          同程价        

标准双人房       350 元   

标准单人房        350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东门附近酒店 

[18970ensyct] 深圳东门的商圈比较近，还是

比较繁华的，干净整洁，餐厅环境还可以。 

[13600zuswsq] 楼层高，很安静，虽然下边

就是最繁华的街市，住店消费停车是免费的

哦。离东门步行街几百米之遥，很方便哦。 

    → 查看 26 条酒店点评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hotel/place_4403_14552_DongMen.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list_440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27498.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27498.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place_4403_14552_DongMen.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comments-27498_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3055.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3055.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place_4403_14552_DongMen.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comments-3055_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19240.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19240.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place_4403_14552_DongMen.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comments-19240_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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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强北商圈附近住宿  （→ 查看华强北附近酒店   → 查看深圳特价酒店） 
这里是深圳市最旺的商业中心之一，被誉为深圳的“南京路”。 

 

 

深圳振兴宾馆 
 

 

房型          同程价        

标准双人房       198 元   

标准单人房        208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华强北附近酒店 

[13416hndhom] 环境整洁，简单舒适，装潢

普通，大概七成新，床位较小，附近有餐厅饭

店商场，便利~ 

[戒虚而行] 住进振兴宾馆，交通、出游、饮食

等都非常方便，老牌宾馆，历久弥新。     

→ 查看 63 条酒店点评 

 

 

  

深圳日月时尚商务酒店 
 

 

房型          同程价        

豪华圆床房       279 元   

豪华双人房        279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华强北附近酒店 

[13560rpldqu] 房间有点小，但是地处华强北

商业中心和 CBD，商务出差经济实惠。 

[15017jyqqlr] 去考试时入住的，环境还不错，

服务也好，还有外卖送，就是隔音不太好，有

点吵。      

→ 查看 123 条酒店点评 

 
 

  

深圳圣廷苑酒店 
 

 

房型          同程价        

标准大床房       899 元   

高级大床房        999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华强北附近酒店 

[15986ajarbn] 很好，交通很便利，设施很齐

全！值得入住。 

[13555wsfahw] 服务很好，礼节礼貌，细节

方面做的很好，很周到，服务效率是很高的，

见到我他们都会打招呼，感觉很温馨。     

→ 查看 22 条酒店点评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hotel/place_4403_14474_HuaQiangBei.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list_440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533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533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place_4403_14474_HuaQiangBei.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comments-5333_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1222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1222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place_4403_14474_HuaQiangBei.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comments-12223_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6044.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6044.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place_4403_14474_HuaQiangBei.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comments-6044_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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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 

 
 

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也是一座美食城。深圳拥有上万个饮食场所，高中低各档次

的酒楼、食街、大排档、中西餐厅，一应俱全，无论多么“挑剔”的食客，在这里

都能得到最大的满足，是真正美食家的天下。 
 

这里汇集了天南地北的珍馐百味：无论是声名远播的中国美食，还是欧美的西式大

餐；无论是享誉中外的中国八大菜系，还是极具地方特色的四大风味；无论是登得

大雅之堂的大餐正席，还是不上台面的农家土菜，都可以在深圳一一品尝。 
 
此外，在深圳除了传统的酒店、酒楼，各种休闲主题餐厅如咖啡馆、茶馆、茶餐厅

也颇受欢迎。 

 

 

 

  特色美食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hiidong 提供） 

福永乌头鱼 深圳的乌头鱼主要产于西部合澜海域咸淡水交汇处，尤以福永乌

头鱼最为著名。乌头鱼全身只有一条脊骨，肉多骨少，便于食用，而且肉味鲜美。 

 

松岗腊鸭 深圳松岗镇地处水乡，有大规模养群鸭的历史传统，松岗人的腊鸭远

近闻名。每年立冬前后，选用本地品种鸭，以糙米喂肥，因此肉质极为细嫩。 

 

光明乳鸽 光明农场四大美食之一，以润、滑、甜、嫩为特点，滋味浓鲜。光明

乳鸽，因皮脆肉滑、鲜嫩味美受到人们喜爱，成为深圳特色美食。 

 

南澳鲍鱼 南澳鲍鱼主要产于南澳海湾的海崖险要处，尤以东冲的鹿咀为最多。

鲍鱼肉很发达，肉质滑爽脆嫩，营养特别丰富。 

 

沙井鲜蚝 蚝是深圳最著名的特产，其中又以沙井蚝最著称于世，用它来佐餐、

清真、酥炸，都十分鲜美可口。 

 

公明烧鹅 公明镇的烧鹅，因色、香、味佳而名扬天下。公明烧鹅外表金黄鲜亮，

皮脆嫩可口，香味浓郁扑鼻，鹅肉肥而不腻，令人大饱眼福口福。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美食贴士  
深圳著名的食街有盐田海鲜街、蛇

口食街、南园路食街、华强北食街、

火车站食街、向西村食街、凤凰路

食街、乐园路食街、南澳水头海鲜、

八卦路食街和东门食街。 

★ 吃快餐可以到面点王连锁店 

★ 川菜可以到振华路上的菜根香 

★ 湘菜可以都中航路上的湘鄂情 

★  素食可以到振兴路上的香积世

界素食园 

★  江西菜可以到振华路上的民间

瓦岗煨汤馆 

★ 粤菜可以到振兴路上的客家王、

北海渔村 

★ 异国风味可以元绿回转寿司店、

泰式咖喱店及著名的雨花西餐厅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511949.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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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街推荐  

 
华强美食圈 
著名的华强美食圈，是深圳市聚集地方风味菜最全的地方，荟

萃东南西北的滋味，成为深圳一个著名的饮食圈。在林林总总

的美食中挑选自己的最爱，不失为享受生活的一种方式。 
 

交通 12 路、212 路、212 路短线、212 路快线、216 路、

216 区间车、238 路、302 路、302 区间、317 路、317 路高

峰专线等 

 
东门美食街 
罗湖区的东门美食街与深圳另一大商圈华强北美食圈相比，东

门美食街更具有休闲性。东门美食街的风味小吃在深圳本地很

有名。湖南绝味鸭脖、四川酸辣粉、广州肠粉王等小吃都是很

受市民欢迎的街头小吃。 
 
交通 1 路、113 路、203 路、3 路、209 路、369 路、102

路、103 路、106 路、206 路、351 路等 

  

蛇口美食街 
这里有中国美食，更有来自美、意、日、 韩、泰、印、澳等

世界各地数十家餐厅酒吧。在蛇口美食街上，可以品尝日本料

理、东南亚咖喱、法国大餐、美国牛扒、澳洲羊腿等，亲身体

验来自世界各地的异域风情。 
 

交通 226 路、230 区间、231 路、331 路、332 路、355 路、

37 路、77 路等 

 

八卦一路美食街 
八卦食街共有九条街，八卦食街的美食主要集中在八卦一路。

这里集中了全国各地的地方风味菜，多为连锁经营的品牌食

店，知名度高，味道正宗。比如胜记、辉记、西贝莜面村、重

庆乌江活鱼，都是有名的老字号饭店。 
 
交通 102 路、107 路、111 路、11 路、209 路区间、212

路、212 路短线、213 路、305 路、310-315 环线、320 路、

322 路、333 路等 

 

南园路美食街 
南园路美食街荟萃了东南西北的滋味，它和八卦岭、振兴路、

田贝路一样，是深圳颇具规模的食街。每晚华灯初上时，那满

街飘香的饭菜让人馋得直流口水。南园路食街以小吃特色店著

称，各地风味均有，尤其是潮粤小吃。 

  

乐园路食街   
乐园路是个比较纯粹的吃饭的地方，几乎全是大排档，连人行

道都坐满了吃饭的人群，主要是吃海鲜。这里海鲜品种丰富，

口味多样，且价格便宜实惠。 
 

交通 10 路、104 路、17 路、2 路、205 路、220 路、223

路、29 路、311 路、312 路等 

  

振华路食街    
振华路这个名称不是很确切，实际包括范围大很多，振兴路、

华发路、中航路等到包括在内。在这里，基本上各种风味都有。 

 
凤凰路食街   
凤凰路食街中大型的酒楼、酒店比较多，以原汁原味的鲍鱼、

鱼翅、燕窝为主要特色，是喜欢到卡拉 OK、KTV 包房，吃喝

玩乐的食客的好去处。 
 
交通 104 路、111 路、2 路、229 路、27 路、29 路、312

路等 

  

向西村食街   
提起猪骨煲，就想起向西村食街。向西村是全深圳云集最多售

卖猪骨煲及鸡煲的食肆，加上路边大排档，街头小食及仿台湾

珍珠奶茶便档，形成了一个集吃，喝，玩，乐，卖的迷人夜市。 
 
交通 14 路、229 路、5 路等 

 

盐田海鲜街 
海鲜美食街尝海鲜可谓“热闹非凡”，沙井鲜蚝必点。该街坐

落于深圳市东部盐田海滨，从深圳市区往来仅半小时车程。海

鲜街酒家菜式多以客家风味和潮汕风味为主，以“鲜”见长。 
 

交通 J1 路、机场 6 线、N21 路、85 路、103 路、103 路 B

线、202 路、205 路、M207 路、238 路、239 路、308 路、

358 路、363 路、364 路等 

 

福田美食街 
位于福田区景田北路，以广东菜、湖南菜、四川菜和东北菜为

主。菜系跨越大江南北，在一条食街上就可品尝到各地特色鲜

明、风味各异的美食。 
 
交通 104 路、25 路、316 路、323 路、325 路、45 路、6

路快线、6 路慢线、73 路、B689 路、E12 路、N13 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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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 

 
 

在深圳，从高档的国际品牌到普通的大众商品都是深受人们的青睐，购物场所在

发展中完善，形成了以区域划分的特点。 

 

  主要商圈  
 
东门商圈 
在深圳，“没到东门老街，就不算来过深圳”，东门步行街是深圳历史最悠久的商

业区。以现今的东门中路、人民北路、解放路、湖贝路等主要街道为构架，数以

万计的商铺密布其间。长期以来，东门已成为深圳商贸业的一面旗帜，反映和引

导着深圳的消费潮流和时尚。 

 

华强北商圈 
深圳市最旺的商业中心之一，被誉为深圳的“南京路”。华强北商圈以华强北路为

中心轴线，向振华路、振兴路、振中路及华发北路辐射，成一个“井”字结构。

以电子市场为龙头，汇集了百货、服装、珠宝、餐饮、酒楼、仓储、金融等几十

个行业，成为全国业态最齐的商业街。 

 

罗湖商圈 
罗湖区近香港，每天人来人往十分热闹，地铁的开通更加带动了它的发展。最高

档的商业片区中，它拥有西武百货、友谊城百货、天安国际商场等。另外就是罗

湖商业城和最新的建在地铁上的金光华百货；集中了各种影剧院、歌舞厅、卡拉

ok 厅和迪斯科舞厅等；餐饮业也不甘落后，还拥有相当数量的金融服务网点。 

 

深南中商圈 
虽然深南中一带早已有了在深圳闻名遐迩的地王大厦、岁宝百货等，巴登酒吧街

名气也不小，但随着中信城市广场及万象城的开业，深南中路商圈在未来将有可

能成为“亚洲时尚之都”。 

 

 

 

 

 

 

 

 

 

 

 

 

 

 

 

 

 

 

 

 

 

精致的特色店铺 
深圳也有不少拥有自己特色的店铺，有专

业的户外用品店，有精致的外贸连锁店。

这些店铺大都位于诸如梅林、巴登街、南

山、华侨城等地。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TripEnjoy 提供）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商品购买点  
★ 服饰皮革：罗湖区东门老街、福

田区华强北商业街 

★ 金饰珠宝：水贝国际珠宝交易市

场、黄金珠宝大厦 

★ 钟表：钟表配套中心批发市场 

★ 数码产品：赛格电子市场、万商

电脑城、华强北电子世界 

★ 参茸海味：盐田港海鲜街、南澳

水头海鲜街、布吉海鲜批发市场 

★ 手工艺品：梅园路的艺展中心 

★ 服装：茂业百货、天虹商场、太

阳广场、女人世界名店、友谊名店 

★ 美容产品：天虹商场、太阳百货、

中信城市广场、西武百货、华润万

象城、茂业百货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1059467.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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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产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洋光摄客提供） 

 

西丽芒果 
芒果是深圳的特色水果之一，主产于南

山区的西丽。西丽芒果不仅产量高，而

且个大果甜。 

 

金龟橘 
主要产地坪山、金龟、马兰。颜色金黄

鲜艳，肉质丰厚多汁，味道甘甜纯正，

而且外形也十分惹人喜爱。 

 

云雾茶 
大鹏云雾茶，历史悠久，以色香味形俱

佳而跻身名茶之列。古时每年精心采制

只得二、三斤，秘不示人，视作珍茗。 

南山甜桃 
这是南山区特有的地方名优水果，已有

近百年的栽培历史。南山甜桃清甜爽

口，皮色美观，深受人们喜爱。 

 

南山荔枝 
与南山甜桃、后海鲜蚝并称为“南山三

宝”。荔枝果实柔嫩如水，洁白透明，

滑爽无比。食之汁多甜美，余味无穷。 

 

石岩沙梨 
石岩沙梨果大如瓶，梨肉雪白，肉质脆

爽，水份极多，甘甜无比。沙梨表皮有

褐色、黄色、绿色三种。 

 

 

娱乐 
酒吧 
深圳的酒吧主要分布在：蛇口太子路、海上世界、华侨城、福田中心、罗湖区阳光

酒店一带。华侨城酒吧街给人的感觉是青春和个性汇集地，让人从中找到年轻的感

觉。主要有深圳股市、印象 98、唐宁街 10 号、启示、圣地等。蛇口酒吧街是深圳

“吧文化”的发源地，一直受到外籍消费者的喜爱，这里异国情调的酒吧比比皆是。 

 

健身娱乐 
深圳各处的高尔夫球场、网球场、海滨浴场、溜冰场、保龄球馆等系列健身娱乐设

施，总是充满生气。卡拉 OK 歌舞厅、桌球室、电子游戏室更是遍布全市。其中香蜜

湖中国娱乐城是目前东南亚最大的游乐场。还有丽人公社、射箭馆等。 

 

文化场所 
深南中路与红岭路交汇处的深圳大剧院，红荔西路与益田路交叉口的深圳音乐厅，

还有被市民誉为“文化公园”的深圳书城，都是深圳知名的文化场所。其他比较著

名的文化场所还有：华南最大的综合性电影娱乐中心难过影联娱乐中心、深圳最早

的陶吧子光陶艺作坊、戛纳影吧、新茗堂等。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TripEnjoy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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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的移民文化，色彩斑斓的夜生

活，动感十足的健身场所。到深圳，

必须体验一下深圳式的娱乐和休闲。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1264544.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1059467.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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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 

龙岗“舞龙之乡”艺术节 
深圳龙岗以龙得名，是国内外享有盛名的龙乡。在这一带的客

家人，一直把龙当作吉祥物，逢年过节或喜庆之日都有舞龙、

舞狮、舞麒麟的传统习惯，为节日增添喜庆和欢乐的气氛。 
 
舞龙作为民间艺术活动已有 300 年的历史，有较强的地方色

彩，由此延伸的“龙文化”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在龙岗，以

龙为主题的公园、广场和雕塑层出不穷，还有一座中国目前唯

一以龙为主题的旅游景区。全镇有舞龙、舞狮、舞麒麟队 55

支，每年组织舞龙表演 100 次。舞龙队经常出国访问表演，

曾荣获中国首届“舞龙精英赛”优胜奖等。 

荔枝节 
深圳市民有一个传统的习俗：每逢蝉鸣荔枝香时节，都要邀请

海内外亲朋好友光临荔枝园尝鲜，即摘即啖。既品尝了鲜荔枝

的独特美味，可饱览旖旎的荔乡风光，又借此沟通感情，增进

友谊，互通信息，取得共识。荔枝节就是根据这一传统习俗发

展而来的。 
 
现在荔枝节作为深圳市市节，在每年 6 月 28 日至 7 月 8 日举

行。节日期间以“荔枝”为主题开展各种形式的经贸、文化联

谊活动，向国内外展示深圳人民经过艰苦创业所取得的伟大成

就和特区欣欣向荣的景象。 

 

 

贴士 

最佳旅行时间 
游深圳四季皆宜，尤以冬天和早春为最佳。8、9 月份去深圳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在夏日沙滩上漫步，大海里游泳，别有

一番滋味。 

 

冬天和早春 深圳冬天时间很短，且温度不低，有“秋春相

连”的说法。冬春时节深圳降水较少，是旅游旺季，这个时节

去深圳旅游，出行更加方便，可以尽情欣赏深圳美景。特色各

异的主题公园，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去观赏游玩。 

推荐景点 世界之窗，欢乐谷，海上世界，仙湖植物园等 
 

8、9 月份 夏日的海滩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大梅沙、

小梅沙敞开碧绿的胸怀拥抱着来五湖四海的人们。冲浪、戏水、

日光浴，蔚蓝的海水冲去炎热，金色的沙滩柔软缠绵。 

推荐景点 大梅沙，小梅沙，桔钓沙，南澳等 

 

出行安全 
深圳治安总体良好，但特区内和特区外（关内关外）差别较大，

游客在关外出行需特别留意自身安全，并避免在夜间外出。 
 
为防万一，手机、钱包一定要小心。以下地方更加要注意：人

多的公共汽车站、天桥、东门步行街、华强北商业街。遇上周

末，即使是大商场也要小心。 

城市文化 
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到目前为止依然还是处在一个现在进行

时的阶段中。它是一个开放的城市，用一句话形容这个移民城

市的风格，那就是——什么都有，但什么都不是原来的味道。

它在文化上的开放和兼容是内外兼收的，少有禁忌。 

 

前往港澳 
前往香港最好办理好带有银联标志的银行卡或者是信用卡，刷

卡对游客来说可能是最公平的方式。 
 

香港所有交通工具只接受港币。建议在过关口岸购买八达通。

另外在香港坐小巴和的士都要系好安全带，否则会被检控。 

 一起游香港旅游攻略   

 

 一起游澳门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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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信息 
 

  相关攻略  
 

             
 

 

  游记攻略  

 

 

 

深圳南澳西涌海濱浪漫風情 
2012-4-5  作者：TripEnjoy 

西沖又稱”西湧”，位於深圳東南端的一個美麗海灣，東臨大亞灣，西接大鵬灣，三

面環山，一面向海，山林清翠，海水碧藍，是深圳最長的原始海灘。沙灘平坦，細

沙柔軟，海浪清柔，被譽為”深圳夏威夷”的稱號……[查看全文] 

 

 

 

深圳 • 大梅沙 • 海滨公园 
2012-3-30  作者：瀦嘜 

椰树林立花草群艳的大小广场、绿荫冠盖的观景长廊、法国枇杷掩映着的草坪停车

场、造型美观各异如朵朵白云般的张拉膜、1800 米的金色沙滩、自然清新的空气，

一派浓郁的亚热带海滨风光……[查看全文] 

 

 

 

【深圳生活】茵特拉根度假——温泉篇  
2012-1-6  作者：仙人棒 

在茵特拉根酒店，最享受的莫过于泡温泉了，沿酒店前的山路蜿蜒而上，一路经过

别墅区，城堡酒店和木屋等，抵达高处，温泉入口需要拾级而下，接待大厅装饰得

十分豪华，前台抬头可见天花板上数条金鱼悠哉……[查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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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本信息   

如有批评建议，请至我有建议留言 

 

本攻略将不定期更新，下载最新攻略请至深圳攻略 

 

查看更多旅游攻略信息请至一起游旅游攻略 

 

 

  版权声明  

本攻略 PDF 版已得到 Adobe Acrobat 官方认证，本攻略最终解释权归一起游所有。 

 

 

  加入微信  

欢迎您加入一起游微信（打开微信，扫描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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