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山地铁2号线一期公交线路接驳方案明细表

序号 服务类型
线路名

称
线路方向

优化措
施

途经路段 线路站点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1 基本公交

G13 往顺联公园里 增加站点
季华西路、季华路、季华东
路

季华西路、季华路、季华东
路

紫南商贸城总站、中国陶瓷总部基地（南）、一环季华
西路口（南）、堤田员工村（南）、永利达广场（南）

、季华西路（南）、绿岛广场（南）、季华大桥东
（南）、华宝路口（南）、季华二路（南）、海口站

（南）、季华三路（南）、中国陶瓷城北门（南）、陶
瓷展览中心（南）、创意产业园（南）、季华四路东
（南）、财政大厦（南）、季华园（南）、东建世纪广

场A站（南）、季华六路（南）、镇安（南）、星星广场
（南）、季华七路（南）、季华东路（南）、金域蓝湾
北（南）、顺联公园里

紫南商贸城总站、中国陶瓷总部基地（南）、一环季华西路
口（南）、堤田员工村（南）、永利达广场（南）、地铁绿

岛湖站（南）、季华西路（南）、绿岛广场（南）、季华大
桥东（南）、地铁智慧新城站（南）、华宝路口（南）、季

华二路（南）、海口站（南）、季华三路（南）、中国陶瓷
城北门（南）、陶瓷展览中心（南）、创意产业园（南）、
季华四路东（南）、财政大厦（南）、季华园（南）、东建

世纪广场A站（南）、季华六路（南）、镇安（南）、星星广
场（南）、季华七路（南）、季华东路（南）、金域蓝湾北
（南）、顺联公园里

G13
往紫南商贸城

总站
增加站点

季华东路、季华路、季华西
路

季华东路、季华路、季华西
路

顺联公园里（北）、季华东路（北）、季华七路（北）

、星星广场（北）、镇安（北）、季华六路（北）、东
建世纪广场（北）、季华园（北）、财政大厦（北）、
季华四路东（北）、创意产业园（北）、陶瓷展览中心

（北）、中国陶瓷城北门（北）、青柯南（北）、季华
三路（北）、海口站（北）、季华二路（北）、华宝路

口（北）、季华大桥东（北）、绿岛广场（北）、季华
西路（北）、永利达广场（北）、堤田员工村（北）、
一环季华西路口（北）、中国陶瓷总部基地（北）、紫

南小学（北）、岭南医院（南）、紫南商贸城总站

顺联公园里（北）、季华东路（北）、季华七路（北）、星

星广场（北）、镇安（北）、季华六路（北）、东建世纪广
场（北）、季华园（北）、财政大厦（北）、季华四路东

（北）、创意产业园（北）、陶瓷展览中心（北）、中国陶
瓷城北门（北）、青柯南（北）、季华三路（北）、海口站
（北）、地铁张槎站（北）、季华二路（北）、地铁智慧新

城站（北）、华宝路口（北）、季华大桥东（北）、绿岛广
场（北）、季华西路（北）、永利达广场（北）、堤田员工
村（北）、一环季华西路口（北）、中国陶瓷总部基地

（北）、紫南小学（北）、岭南医院（南）、紫南商贸城总
站

2 基本公交 117
往绿岛湖公交

枢纽站
增加站点

同济东路、南海大道、兆祥

路、朝安路、同济东路、文
华路、新风路、普君南路、

卫国路、福宁路、建新路、
祖庙路、人民路、轻工路、
东鄱路、张槎路、华宝路、

长虹东路、古新路、莲江路
、华宝路、季华路、季华西
路、禅港路、科海路、禅秀

路、科汇路、禅港路

同济东路、南海大道、兆祥

路、朝安路、同济东路、文
华路、新风路、普君南路、

卫国路、福宁路、建新路、
祖庙路、人民路、轻工路、
东鄱路、张槎路、华宝路、

长虹东路、古新路、莲江路
、华宝路、季华路、季华西
路、禅港路、科海路、禅秀

路、科汇路、禅港路

镇安公交首末站、镇安净水厂（北）、兆东市场（北）

、朝安中（西）、祖庙街道办事处（西）、朝安路
（西）、朝安路南（西）、通济大院（北）、塘房村
（北）、新风路文华路口（东）、新风路（北）、普君

南（东）、福宁路（东）、市一小（北）、建新路
（北）、祖庙A站（东）、佛山电大（北）、市妇幼保健
院（北）、人才大市场（北）、轻工三路（北）、东鄱

南路（东）、张槎三路（北）、张槎中学（北）、张槎
（北）、张槎医院（北）、大江路口（北）、古灶

（北）、古灶村公寓（北）、生村工业区（西）、华宝
北路（西）、长虹东路（南）、古新路（西）、华宝南
路（西）、城西工业区（西）、华宝路口（北）、季华

大桥东（北）、绿岛广场（北）、绿岛湖行政服务大厅
（东）、科海路（北）、科海路西（北）、科汇路
（南）、绿岛湖公交枢纽站

镇安公交首末站、镇安净水厂（北）、兆东市场（北）、朝
安中（西）、祖庙街道办事处（西）、朝安路（西）、朝安
路南（西）、通济大院（北）、塘房村（北）、新风路文华

路口（东）、新风路（北）、普君南（东）、福宁路（东）
、市一小（北）、建新路（北）、祖庙A站（东）、佛山电大

（北）、市妇幼保健院（北）、人才大市场（北）、轻工三
路（北）、东鄱南路（东）、张槎三路（北）、张槎中学
（北）、张槎（北）、张槎医院（北）、大江路口（北）、

古灶（北）、古灶村公寓（北）、生村工业区（西）、华宝
北路（西）、长虹东路（南）、古新路（西）、华宝南路
（西）、城西工业区（西）、华宝路口（北）、地铁智慧新

城站（北）、季华大桥东（北）、绿岛广场（北）、绿岛湖
行政服务大厅（东）、科海路（北）、科海路西（北）、科

汇路（南）、绿岛湖公交枢纽站



佛山地铁2号线一期公交线路接驳方案明细表

序号 服务类型
线路名

称
线路方向

优化措
施

途经路段 线路站点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2 基本公交 117
往镇安公交首

末站
增加站点

禅港路、季华西路、季华路
、华宝路、莲江路、古新路
、长虹东路、华宝路、张槎

路、东鄱路、轻工路、人民
路、祖庙路、建新路、福宁

路、卫国路、普君南路、新
风路、文华路、同济东路、
朝安路、兆祥路、南海大道

、同济东路

禅港路、季华西路、季华路
、华宝路、莲江路、古新路
、长虹东路、华宝路、张槎

路、东鄱路、轻工路、人民
路、祖庙路、建新路、福宁

路、卫国路、普君南路、新
风路、文华路、同济东路、
朝安路、兆祥路、南海大道

、同济东路

绿岛湖公交枢纽站、绿岛湖行政服务大厅（西）、季华
西路（南）、绿岛广场（南）、季华大桥东（南）、华

宝路口（南）、城西工业区（东）、华宝南路（东）、
古新路（东）、长虹东路（北）、华宝北路（东）、生

村工业区（东）、古灶村公寓（南）、古灶（南）、大
江路口（南）、张槎医院（南）、张槎（南）、张槎中
学（南）、张槎三路（南）、东鄱南路（西）、轻工二

路（南）、轻工三路（南）、人才大市场（南）、市妇
幼保健院（南）、佛山电大（南）、祖庙A站（西）、建
新路（南）、市一小（南）、福宁路（西）、普君南

（南）、新风路（南）、新风路文华路口（西）、塘房
村（南）、朝安路南（东）、朝安路（东）、祖庙街道

办事处（东）、朝安中（东）、兆东市场（南）、华阳
桥北（西）、镇安路口（南）、镇安公交首末站

绿岛湖公交枢纽站、绿岛湖行政服务大厅（西）、季华西路
（南）、绿岛广场（南）、季华大桥东（南）、地铁智慧新

城站（南）、华宝路口（南）、城西工业区（东）、华宝南
路（东）、古新路（东）、长虹东路（北）、华宝北路

（东）、生村工业区（东）、古灶村公寓（南）、古灶
（南）、大江路口（南）、张槎医院（南）、张槎（南）、
张槎中学（南）、张槎三路（南）、东鄱南路（西）、轻工

二路（南）、轻工三路（南）、人才大市场（南）、市妇幼
保健院（南）、佛山电大（南）、祖庙A站（西）、建新路
（南）、市一小（南）、福宁路（西）、普君南（南）、新

风路（南）、新风路文华路口（西）、塘房村（南）、朝安
路南（东）、朝安路（东）、祖庙街道办事处（东）、朝安

中（东）、兆东市场（南）、华阳桥北（西）、镇安路口
（南）、镇安公交首末站

3 基本公交

119 往夏西村委 路由调整

江滨路、和平路、江湾路、
季华路、聚锦路、大江路、

张槎路、轻工路、风林路、
张槎路、东鄱路、轻工路、
人民路、祖庙路、莲花路、

燎原路、市东下路、佛平路
、桂澜路、南平西路、广佛
江珠高速辅道、夏平路

茂祥路、镇中路、江湾路、
季华路、聚锦路、大江路、

张槎路、轻工路、风林路、
张槎路、东鄱路、轻工路、
人民路、祖庙路、莲花路、

燎原路、市东下路、佛平路
、桂澜路、南平西路、广佛
江珠高速辅道、夏平路

岭南酒文化博物馆（南风古灶）、柏林艺术馆（东）、

陶都（南）、石湾公园站（南）、中国陶瓷城（南）、
中国陶瓷城北门（北）、青柯南（北）、海口东（东）
、大江路南（东）、大江路中（东）、东一（东）、工

人疗养院（东）、罗联（东）、张槎大江村（南）、风
林路（东）、张槎医院（南）、张槎（南）、张槎中学

（南）、张槎三路（南）、东鄱南路（西）、轻工二路
（南）、轻工三路（南）、人才大市场（南）、市妇幼
保健院（南）、佛山电大（南）、旋宫酒店（东）、莲

花路（南）、燎原路（南）、市十一中（南）、佛平路
口（南）、南海医院（南）、军桥（南）、军桥东
（南）、桂城加油站（南）、交通大厦东、西约（南）

、虫雷岗公园南门（南）、南海公交总站（南）、桂澜
路南海家天下（东）、虫雷岗地铁站（东）、承业大厦

（南）、佛山民间金融街（南）、罗芳村西（南）、罗
芳村（南）、夏平路口（南）、夏西村委

石湾文化广场公交枢纽站、镇中路（东）、石湾公园站

（南）、中国陶瓷城（南）、中国陶瓷城北门（北）、青柯
南（北）、海口东（东）、大江路南（东）、大江路中
（东）、东一（东）、工人疗养院（东）、罗联（东）、张

槎大江村（南）、风林路（东）、张槎医院（南）、张槎
（南）、张槎中学（南）、张槎三路（南）、东鄱南路
（西）、轻工二路（南）、轻工三路（南）、人才大市场

（南）、市妇幼保健院（南）、佛山电大（南）、旋宫酒店
（东）、莲花路（南）、燎原路（南）、市十一中（南）、

佛平路口（南）、南海医院（南）、军桥（南）、军桥东
（南）、桂城加油站（南）、交通大厦东、西约（南）、虫
雷岗公园南门（南）、南海公交总站（南）、桂澜路南海家

天下（东）、虫雷岗地铁站（东）、承业大厦（南）、佛山
民间金融街（南）、罗芳村西（南）、罗芳村（南）、夏平
路口（南）、夏西村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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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服务类型
线路名

称
线路方向

优化措
施

途经路段 线路站点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3 基本公交

119

往岭南酒文化

博物馆（南风
古灶）

路由调整

夏平路、宝翠北路、南平西

路、桂澜路、佛平路、锦华
路、福禄路、莲花路、祖庙

路、人民路、轻工路、东鄱
路、张槎路、风林路、轻工
路、大江路、季华路、江湾

路、和平路、江滨路

夏平路、宝翠北路、南平西

路、桂澜路、佛平路、锦华
路、福禄路、莲花路、祖庙

路、人民路、轻工路、东鄱
路、张槎路、风林路、轻工
路、大江路、季华路、江湾

路、镇中路、茂祥路

夏西村委、承业大厦（北）、桂澜海三路口（西）、桂

澜路南海家天下（西）、南海公交总站（北）、虫雷岗
公园南门（北）、西约（北）、桂城加油站（北）、军

桥东（北）、军桥（北）、南海医院（北）、佛平路口
（北）、东方广场A站（北）、福禄路（西）、莲花路
（北）、旋宫酒店（西）、佛山电大（北）、市妇幼保

健院（北）、人才大市场（北）、轻工三路（北）、东
鄱南路（东）、张槎三路（北）、张槎中学（北）、张
槎（北）、张槎医院西（西）、风林路（西）、轻工一

路（北）、张槎大江村（北）、罗联站（西）、工人疗
养院（西）、东一站（西）、大江路中（西）、大江路

南（西）、海口东（西）、季华三路（北）、海口站
（北）、季华二路（北）、季华二路（南）、海口站
（南）、季华三路（南）、中国陶瓷城北门（南）、中

国陶瓷城（北）、红卫岗（北）、石湾公园（北）、陶
都（北）、岭南酒文化博物馆（南风古灶）

夏西村委、承业大厦（北）、桂澜海三路口（西）、桂澜路
南海家天下（西）、南海公交总站（北）、虫雷岗公园南门

（北）、西约（北）、桂城加油站（北）、军桥东（北）、
军桥（北）、南海医院（北）、佛平路口（北）、东方广场A
站（北）、福禄路（西）、莲花路（北）、旋宫酒店（西）

、佛山电大（北）、市妇幼保健院（北）、人才大市场
（北）、轻工三路（北）、东鄱南路（东）、张槎三路

（北）、张槎中学（北）、张槎（北）、张槎医院西（西）
、风林路（西）、轻工一路（北）、张槎大江村（北）、罗
联站（西）、工人疗养院（西）、东一站（西）、大江路中

（西）、大江路南（西）、海口东（西）、季华三路（北）
、海口站（北）、地铁张槎站（北）、季华二路（北）、季
华二路（南）、海口站（南）、季华三路（南）、中国陶瓷

城北门（南）、中国陶瓷城（北）、红卫岗（北）、地铁石
湾站（西）、镇中路（西）、石湾文化广场公交枢纽站

4 基本公交 126 往时代富锦 路由调整

镇中路、魁奇路、汾江路、

绿景路、岭南大道、季华路
、普澜路、卫国路、祖庙路

、人民路、汾江路、南堤路
、永安路、锦华路、佛平路
、文华路、海三路、南一路

、海二路

茂祥路、镇中路、魁奇路、

汾江路、绿景路、岭南大道
、季华路、普澜路、卫国路

、祖庙路、人民路、汾江路
、南堤路、永安路、锦华路
、佛平路、文华路、海三路

、南一路、海二路

禅城区中心医院临时总站、莲峰书院（西）、地铁沙岗

站（南）、番村南（南）、黎涌上村（南）、丽日豪庭
（东）、惠景城（东）、绿景一路（南）、华远东路口
（南）、山水居（南）、市一医院A站（东）、岭南大道

公交枢纽站（禅城区政府）（东）、东建世纪广场
（北）、通济桥（东）、儿童活动中心（东）、普澜一

路（东）、体育馆（北）、祖庙路（东）、祖庙A站
（东）、佛山电大（北）、人民西（市妇幼保健院）
（东）、佛山中医院A站（东）、汽车站A站（东）、河

畔明珠（南）、中山桥（南）、东方广场西门（西）、
东方广场A站（南）、佛平路口（南）、文华桥南（东）
、文华桥北（东）、文华北路（东）、海三路小学

（南）、海三路大润发（南）、时代富锦

石湾文化广场公交枢纽站、莲峰书院（西）、地铁沙岗站
（南）、番村南（南）、黎涌上村（南）、丽日豪庭（东）

、惠景城（东）、绿景一路（南）、华远东路口（南）、山
水居（南）、市一医院A站（东）、岭南大道公交枢纽站（禅
城区政府）（东）、东建世纪广场（北）、通济桥（东）、

儿童活动中心（东）、普澜一路（东）、体育馆（北）、祖
庙路（东）、祖庙A站（东）、佛山电大（北）、人民西（市
妇幼保健院）（东）、佛山中医院A站（东）、汽车站A站

（东）、河畔明珠（南）、中山桥（南）、东方广场西门
（西）、东方广场A站（南）、佛平路口（南）、文华桥南

（东）、文华桥北（东）、文华北路（东）、海三路小学
（南）、海三路大润发（南）、时代富锦

4 基本公交 126
往禅城区中心

医院临时总站
路由调整

海二路、南一路、海三路、

文华北路、佛平路、锦华路
、永安路、南堤路、汾江路
、人民路、祖庙路、卫国路

、普澜路、季华路、岭南大
道、绿景路、汾江路、魁奇
路、东风路、跃进路、和平

路、镇中路

海二路、南一路、海三路、
文华北路、佛平路、锦华路
、永安路、南堤路、汾江路

、人民路、祖庙路、卫国路
、普澜路、季华路、岭南大

道、绿景路、汾江路、魁奇
路、镇中路、茂祥路

时代富锦、名苑（东）、海三路小学（北）、文华北路
（西）、文华桥北（西）、文华桥南（西）、佛平路口
（北）、东方广场A站（北）、东方广场西门（东）、中

山桥（北）、河畔明珠（北）、汽车站A站（西）、佛山
中医院（西）、人民西（市妇幼保健院）（西）、佛山
电大（南）、祖庙A站（西）、祖庙路（西）、体育馆

（南）、普澜一路（西）、儿童活动中心（西）、通济
桥（西）、东建世纪广场A站（南）、禅城区政府（西）

、市一医院A站（西）、山水居（北）、华远东路口A站
（北）、绿景一路（北）、惠景城（西）、丽日豪庭
（西）、番村南（北）、地铁沙岗站（北）、美术陶瓷

厂（北）、柏林艺术馆（东）、陶都（南）、石湾公园
站（南）、镇中路（西）、禅城区中心医院临时总站

时代富锦、名苑（东）、海三路小学（北）、文华北路
（西）、文华桥北（西）、文华桥南（西）、佛平路口

（北）、东方广场A站（北）、东方广场西门（东）、中山桥
（北）、河畔明珠（北）、汽车站A站（西）、佛山中医院
（西）、人民西（市妇幼保健院）（西）、佛山电大（南）

、祖庙A站（西）、祖庙路（西）、体育馆（南）、普澜一路
（西）、儿童活动中心（西）、通济桥（西）、东建世纪广

场A站（南）、禅城区政府（西）、市一医院A站（西）、山
水居（北）、华远东路口A站（北）、绿景一路（北）、惠景
城（西）、丽日豪庭（西）、番村南（北）、地铁沙岗站

（北）、莲峰书院（东）、石湾文化广场公交枢纽站



佛山地铁2号线一期公交线路接驳方案明细表

序号 服务类型
线路名

称
线路方向

优化措
施

途经路段 线路站点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5 基本公交

133 往万科城 增加站点

岭南大道、绿景路、汾江路
、季华路、季华西路、禅港

路、科海路、禅秀路、季华
西路、登贤大道、南庄大道

、解放路、人和路、沿江路

岭南大道、绿景路、汾江路
、季华路、季华西路、禅港

路、科海路、禅秀路、季华
西路、登贤大道、南庄大道

、解放路、人和路、沿江路

岭南大道公交枢纽站（禅城区政府）、禅城区政府
（西）、市一医院A站（西）、山水居（北）、华远东路
口A站（北）、绿景一路（北）、汾江南（东）、季华园

地铁站（东）、季华园西门（东）、财政大厦（北）、
季华四路东（北）、创意产业园（北）、陶瓷展览中心

（北）、中国陶瓷城北门（北）、青柯南（北）、季华
三路（北）、海口站（北）、季华二路（北）、华宝路
口（北）、季华大桥东（北）、绿岛广场（北）、绿岛

湖行政服务大厅（东）、科海路（北）、科海路西
（北）、禅秀路（西）、永利达广场（北）、堤田员工
村（北）、一环季华西路口（北）、中国陶瓷总部基地

（北）、紫南路口（西）、罗园村（西）、南庄三中
（西）、南庄村（西）、南庄文化中心（南）、南庄医

院（西）、吉利水闸（北）、万科城

岭南大道公交枢纽站（禅城区政府）、禅城区政府（西）、
市一医院A站（西）、山水居（北）、华远东路口A站（北）
、绿景一路（北）、汾江南（东）、季华园地铁站（东）、

季华园西门（东）、财政大厦（北）、季华四路东（北）、
创意产业园（北）、陶瓷展览中心（北）、中国陶瓷城北门

（北）、青柯南（北）、季华三路（北）、海口站（北）、
地铁张槎站（北）、季华二路（北）、华宝路口（北）、地
铁智慧新城站（北）、季华大桥东（北）、绿岛广场（北）

、绿岛湖行政服务大厅（东）、科海路（北）、科海路西
（北）、禅秀路（西）、永利达广场（北）、堤田员工村
（北）、一环季华西路口（北）、中国陶瓷总部基地（北）

、紫南路口（西）、罗园村（西）、南庄三中（西）、南庄
村（西）、南庄文化中心（南）、南庄医院（西）、吉利水

闸（北）、万科城

133
往岭南大道公

交枢纽站
增加站点

沿江路、人和路、解放路、
南庄大道、登贤大道、季华

西路、季华路、汾江路、绿
景路、岭南大道

沿江路、人和路、解放路、
南庄大道、登贤大道、季华

西路、季华路、汾江路、绿
景路、岭南大道

万科城、吉利水闸（南）、吉利墟（东）、南庄医院
（东）、南庄文化中心（北）、南庄村（东）、南庄三
中（东）、罗园村（东）、紫南路口B站（东）、中国陶

瓷总部基地（南）、堤田员工村（南）、永利达广场
（南）、季华西路（南）、绿岛广场（南）、季华大桥
东（南）、华宝路口（南）、季华二路（南）、海口站

（南）、季华三路（南）、中国陶瓷城北门（南）、陶
瓷展览中心（南）、创意产业园（南）、季华四路东

（南）、财政大厦（南）、季华园西门（西）、季华园
地铁站（西）、汾江南（西）、绿景一路（南）、华远
东路口（南）、山水居（南）、市一医院A站（东）、岭

南大道公交枢纽站（禅城区政府）

万科城、吉利水闸（南）、吉利墟（东）、南庄医院（东）
、南庄文化中心（北）、地铁南庄站（东）、南庄村（东）
、南庄三中（东）、罗园村（东）、紫南路口B站（东）、中

国陶瓷总部基地（南）、堤田员工村（南）、永利达广场
（南）、地铁绿岛湖站（南）、季华西路（南）、绿岛广场
（南）、季华大桥东（南）、地铁智慧新城站（南）、华宝

路口（南）、季华二路（南）、海口站（南）、季华三路
（南）、中国陶瓷城北门（南）、陶瓷展览中心（南）、创

意产业园（南）、季华四路东（南）、财政大厦（南）、季
华园西门（西）、季华园地铁站（西）、汾江南（西）、绿
景一路（南）、华远东路口（南）、山水居（南）、市一医

院A站（东）、岭南大道公交枢纽站（禅城区政府）

6 基本公交

135
往南庄广场公

交首末站
延长

庆宁路、永安路、福禄路、

燎原路、市东下路、普君北
路、普君南路、岭南大道、
绿景路、魁奇路、佛山大道

、新马路、旧樵乐路、三大
公路、杏吉路、南庄二马路
、人和路、解放路

庆宁路、永安路、福禄路、

燎原路、市东下路、普君北
路、普君南路、岭南大道、
绿景路、魁奇路、佛山大道

、新马路、旧樵乐路、三大
公路、杏吉路、南庄二马路

、人和路、解放路、南庄大
道、登贤大道

东方广场北门总站、东方广场西门（西）、福禄路

（西）、燎原路（南）、普君北路地铁站（西）、普君
新城（北）、普君南（西）、南浦村（西）、明珠体育
馆西门（西）、禅城区政府（西）、市一医院A站（西）

、山水居（北）、华远东路口A站（北）、绿景一路
（北）、惠景城（西）、丽日豪庭（西）、佛山大道南

（西）、佛山家博城（西）、小布（西）、腾冲牌坊
（西）、乐从路口（西）、乐从站（北）、威斯广场
（北）、旭景豪庭（北）、上华路口（北）、马滘牌坊

（北）、良教沙牌坊（北）、良教牌坊（北）、良教农
场（北）、理教（北）、贺丰牌坊（北）、贺丰南街
（西）、苏滘村（西）、杏头村委会（北）、吉利中学

（东）、吉利田边（东）、吉利社边（东）、吉利小学
（东）、吉利二里（东）、杏吉路阮村路口（东）、吉

利购物广场（北）、南庄中队（北）、过境路口（东）
、吉利市场（东）、吉利墟（东）、南庄广场公交首末
站

东方广场北门总站、东方广场西门（西）、福禄路（西）、

燎原路（南）、普君北路地铁站（西）、普君新城（北）、
普君南（西）、南浦村（西）、明珠体育馆西门（西）、禅
城区政府（西）、市一

医院A站（西）、山水居（北）、华远东路口A站（北）、绿
景一路（北）、惠景城（西）、丽日豪庭（西）、佛山大道

南（西）、佛山家博城（西）、小布（西）、腾冲牌坊
（西）、乐从路口（西）、乐从站（北）、威斯广场（北）
、旭景豪庭（北）、上华路口（北）、马滘牌坊（北）、良

教沙牌坊（北）、良教牌坊（北）、良教农场（北）、理教
（北）、贺丰牌坊（北）、贺丰南街（西）、苏滘村（西）
、杏头村委会（北）、吉利中学（东）、吉利田边（东）、

吉利社边（东）、吉利小学（东）、吉利二里（东）、杏吉
路阮村路口（东）、吉利购物广场（北）、南庄中队（北）

、过境路口（东）、吉利市场（东）、吉利墟（东）、南庄
医院（东）、 南庄文化中心（北）、地铁南庄站（东）、南
庄文化中心公交枢纽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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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服务类型
线路名

称
线路方向

优化措
施

途经路段 线路站点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6 基本公交

135
往东方广场北

门总站
延长

解放路、人和路、南庄二马
路、杏吉路、三大公路、旧

樵乐路、新马路、佛山大道
、魁奇路、汾江路、绿景路
、岭南大道、普君南路、普

君北路、兆祥路、福贤路、
福禄路、永安路、南堤路、
新堤路、庆宁路

登贤大道、南庄大道、解放

路、人和路、南庄二马路、
杏吉路、三大公路、旧樵乐
路、新马路、佛山大道、魁

奇路、汾江路、绿景路、岭
南大道、普君南路、普君北

路、兆祥路、福贤路、福禄
路、永安路、南堤路、新堤
路、庆宁路

南庄广场公交首末站、吉利市场（西）、过境路口
（西）、南庄中队（南）、吉利购物广场（南）、杏吉

路阮村路口（西）、吉利二里（西）、吉利小学（西）
、吉利社边（西）、吉利田边（西）、吉利中学（西）
、杏头村委会（南）、苏滘村（东）、贺丰南街（东）

、贺丰牌坊（南）、理教（南）、良教农场（南）、良
教牌坊（南）、良教沙牌坊（南）、马滘牌坊（南）、
上华路口（南）、旭景豪庭（南）、威斯广场（南）、

乐从站（南）、乐从路口（东）、腾冲牌坊（东）、小
布（东）、佛山家博城（东）、佛山大道南（东）、黎

涌上村（南）、丽日豪庭（东）、惠景城（东）、绿景
一路（南）、华远东路口（南）、山水居（南）、市一
医院A站（东）、岭南大道公交枢纽站（禅城区政府）

（东）、明珠体育馆西门（东）、南浦村（东）、普君
南（东）、普君新城（南）、兆祥公园（北）、兆祥路
口（广东粤剧博物馆）（北）、福禄路（东）、东方广

场西门（东）、东方广场北门总站

南庄文化中心公交枢纽站、南庄村（东）、南庄三中（东）
、南庄三中（西）、南庄村（西）、地铁南庄站（西）、南

庄文化中心（南）、南庄医院（西）、吉利市场（西）、过
境路口（西）、南庄中队（南）、吉利购物广场（南）、杏
吉路阮村路口（西）、吉利二里（西）、吉利小学（西）、

吉利社边（西）、吉利田边（西）、吉利中学（西）、杏头
村委会（南）、苏滘村（东）、贺丰南街（东）、贺丰牌坊

（南）、理教（南）、良教农场（南）、良教牌坊（南）、
良教沙牌坊（南）、马滘牌坊（南）、上华路口（南）、旭
景豪庭（南）、威斯广场（南）、乐从站（南）、乐从路口

（东）、腾冲牌坊（东）、小布（东）、佛山家博城（东）
、佛山大道南（东）、黎涌上村（南）、丽日豪庭（东）、
惠景城（东）、绿景一路（南）、华远东路口（南）、山水

居（南）、市一医院A站（东）、岭南大道公交枢纽站（禅城
区政府）（东）、明珠体育馆西门（东）、南浦村（东）、

普君南（东）、普君新城（南）、兆祥公园（北）、兆祥路
口（广东粤剧博物馆）（北）、福禄路（东）、东方广场西
门（东）、东方广场北门总站

7 基本公交 140 往桂城员工村 路由调整

忠信路、和平路、江湾路、
佛山大道、人民西路、人民

路、福贤路、福禄路、锦华
路、佛平路、南海大道、南
桂东路、桂平西路、简平路

、庆安路

茂祥路、镇中路、江湾路、
佛山大道、人民西路、人民

路、福贤路、福禄路、锦华
路、佛平路、南海大道、南
桂东路、桂平西路、简平路

、庆安路

南风古灶、陶都（南）、石湾公园（南）、中国陶瓷城

（南）、石湾客运站（南）、江湾二路（南）、弼唐
（南）、佛山科技学院（南）、江湾立交（东）、旅游
大厦（东）、市妇幼保健院（南）、佛山电大（南）、

人民路（南）、福禄路（东）、东方广场A站（南）、佛
平路口（南）、南海医院（南）、军桥（南）、军桥东
（南）、桂城加油站（南）、交通大厦（西）、南海公

安局（桂城地铁站）（南）、南约（南）、花苑广场
（南桂路地铁站）（南）、妇幼保健院（城市广场）

（南）、怡翠花园（南）、怡翠公园（南）、金色家园
（西）、怡翠馨园（西）、桂城员工村

石湾文化广场公交枢纽站、镇中路（东）、石湾公园（南）

、中国陶瓷城（南）、石湾客运站（南）、江湾二路（南）
、弼唐（南）、佛山科技学院（南）、江湾立交（东）、旅
游大厦（东）、市妇幼保健院（南）、佛山电大（南）、人

民路（南）、福禄路（东）、东方广场A站（南）、佛平路口
（南）、南海医院（南）、军桥（南）、军桥东（南）、桂
城加油站（南）、交通大厦（西）、南海公安局（桂城地铁

站）（南）、南约（南）、花苑广场（南桂路地铁站）
（南）、妇幼保健院（城市广场）（南）、怡翠花园（南）

、怡翠公园（南）、金色家园（西）、怡翠馨园（西）、桂
城员工村

7 基本公交 140 往南风古灶 路由调整

庆安路、平海路、庆平路、
简平路、桂平西路、南桂东

路、南海大道、佛平路、锦
华路、福禄路、人民路、人
民西路、佛山大道、江湾路

、和平路、忠信路

庆安路、平海路、庆平路、
简平路、桂平西路、南桂东

路、南海大道、佛平路、锦
华路、福禄路、人民路、人
民西路、佛山大道、江湾路

、镇中路、茂祥路

桂城员工村、天安数码城（东）、怡翠馨园（东）、金

色家园（东）、怡翠公园（北）、怡翠花园（北）、妇
幼保健院（城市广场）（北）、花苑广场（南桂路地铁
站）（北）、南约（北）、南海公安局（桂城地铁站）

（北）、邮电局（东）、桂城加油站（北）、军桥东
（北）、军桥（北）、南海医院（北）、佛平路口
（北）、东方广场A站（北）、福禄路（西）、福贤路

（西）、人民路（北）、佛山电大（北）、市妇幼保健
院（北）、旅游大厦（西）、江湾立交（西）、佛山科

技学院（北）、弼唐（北）、江湾二路（北）、石湾客
运站（北）、中国陶瓷城（北）、红卫岗（北）、石湾
公园（北）、陶都（北）、南风古灶（忠信市场）

（东）

桂城员工村、天安数码城（东）、怡翠馨园（东）、金色家
园（东）、怡翠公园（北）、怡翠花园（北）、妇幼保健院
（城市广场）（北）、花苑广场（南桂路地铁站）（北）、

南约（北）、南海公安局（桂城地铁站）（北）、邮电局
（东）、桂城加油站（北）、军桥东（北）、军桥（北）、

南海医院（北）、佛平路口（北）、东方广场A站（北）、福
禄路（西）、福贤路（西）、人民路（北）、佛山电大
（北）、市妇幼保健院（北）、旅游大厦（西）、江湾立交

（西）、佛山科技学院（北）、弼唐（北）、江湾二路
（北）、石湾客运站（北）、中国陶瓷城（北）、红卫岗
（北）、地铁石湾站（西）、镇中路（西）、石湾文化广场

公交枢纽站



佛山地铁2号线一期公交线路接驳方案明细表

序号 服务类型
线路名

称
线路方向

优化措
施

途经路段 线路站点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8 基本公交

143
往东方广场总

站
保持现状

湖涌大道、科润路、登贤大
道、南庄大道、解放路、南
庄大道、东风路、镇中路、

江湾路、汾江西路、卫国路
、福宁路、福贤路、福禄路
、锦华路

湖涌大道、科润路、登贤大
道、南庄大道、解放路、南
庄大道、东风路、镇中路、

江湾路、汾江西路、卫国路
、福宁路、福贤路、福禄路
、锦华路

湖涌村、湖涌路口（北）、湖涌（西）、紫南路口
（西）、罗园村（西）、南庄三中（西）、南庄村

（西）、南庄文化中心（南）、南庄医院（东）、南庄
镇政府（南）、南庄大道一环路口（南）、南庄道班
（南）、南庄大道中（南）、南庄中学（南）、高速公

路口（南）、南庄大道公交临时站（南）、南庄大道东
（南）、溶洲路口（南）、东村（南）、上元（南）、

石南大桥（南）、美术陶瓷厂（南）、莲峰书院（东）
、镇中路（东）、中国陶瓷城（南）、石湾客运站
（南）、江湾二路（南）、弼唐（南）、佛山科技学院

（南）、海关（卫国西路）（南）、卫国西（南）、体
育馆（南）、市三中（南）、市二医院（南）、福宁路
（东）、福禄路（东）、东方广场总站

湖涌村、湖涌路口（北）、湖涌（西）、紫南路口（西）、
罗园村（西）、南庄三中（西）、南庄村（西）、地铁南庄

站（西）、南庄文化中心（南）、南庄医院（东）、南庄镇
政府（南）、南庄大道一环路口（南）、南庄道班（南）、
南庄大道中（南）、南庄中学（南）、高速公路口（南）、

南庄大道公交临时站（南）、南庄大道东（南）、溶洲路口
（南）、东村（南）、上元（南）、石南大桥（南）、美术

陶瓷厂（南）、莲峰书院（东）、镇中路（东）、石湾公园
（南）、中国陶瓷城（南）、石湾客运站（南）、江湾二路
（南）、弼唐（南）、佛山科技学院（南）、海关（卫国西

路）（南）、卫国西（南）、体育馆（南）、市三中（南）
、市二医院（南）、福宁路（东）、福禄路（东）、东方广
场总站

143 往湖涌村 增加站点

锦华路、市东上路、庆宁路

、永安路、福禄路、福贤路
、燎原路、市东下路、兆祥
路、福宁路、卫国路、汾江

西路、江湾路、镇中路、东
风路、南庄大道、解放路、

南庄大道、登贤大道、科润
路、湖涌大道

锦华路、市东上路、庆宁路

、永安路、福禄路、福贤路
、燎原路、市东下路、兆祥
路、福宁路、卫国路、汾江

西路、江湾路、镇中路、东
风路、南庄大道、解放路、

南庄大道、登贤大道、科润
路、湖涌大道

东方广场总站、市东上路（东）、东方广场北门（北）

、东方广场西门（西）、福禄路（西）、燎原路（南）
、福宁路（西）、市二医院（北）、市三中（北）、体
育馆（北）、卫国西（北）、海关（北）、佛山科技学

院（北）、弼唐（北）、江湾二路（北）、石湾客运站
（北）、中国陶瓷城（北）、红卫岗（北）、镇中路
（西）、莲峰书院（西）、美术陶瓷厂（北）、石南大

桥（北）、上元（北）、东村（北）、溶洲路口（北）
、南庄大道东（北）、南庄大道公交临时站（北）、高

速公路口（北）、南庄中学（北）、南庄大道中（北）
、南庄道班（北）、南庄大道一环路口（北）、南庄镇
政府（北）、南庄医院（西）、南庄文化中心（北）、

南庄村（东）、南庄三中（东）、罗园村（东）、紫南
路口A站（东）、湖涌路口（南）、湖涌村

东方广场总站、市东上路（东）、东方广场北门（北）、东

方广场西门（西）、福禄路（西）、燎原路（南）、福宁路
（西）、市二医院（北）、市三中（北）、体育馆（北）、
卫国西（北）、海关（北）、佛山科技学院（北）、弼唐

（北）、江湾二路（北）、石湾客运站（北）、中国陶瓷城
（北）、红卫岗（北）、地铁石湾站（西）、镇中路（西）
、莲峰书院（西）、美术陶瓷厂（北）、石南大桥（北）、

上元（北）、东村（北）、溶洲路口（北）、南庄大道东
（北）、南庄大道公交临时站（北）、高速公路口（北）、

南庄中学（北）、南庄大道中（北）、南庄道班（北）、南
庄大道一环路口（北）、南庄镇政府（北）、南庄医院
（西）、南庄文化中心（北）、地铁南庄站（东）、南庄村

（东）、南庄三中（东）、罗园村（东）、紫南路口A站
（东）、湖涌路口（南）、湖涌村

9 基本公交 144
往绿岛湖公交

枢纽站
增加站点

罗村街、养初南巷、龙津路
、人和路、解放路、南庄大
道、中心街、堤田村道、季

华西路、禅港路、科海路、
禅秀路、科汇路、禅港路

罗村街、养初南巷、龙津路
、人和路、解放路、南庄大
道、中心街、堤田村道、季

华西路、禅港路、科海路、
禅秀路、科汇路、禅港路

醒群村尾总站、醒群村委（东）、林村（东）、腾冲村

（东）、龙津路口（东）、南庄枢纽站（东）、华夏陶
瓷城西门（东）、过境路口（东）、吉利市场（东）、
吉利墟（东）、南庄医院（东）、南庄镇政府（南）、

南庄大道一环路口（南）、南庄道班（南）、南庄大道
中（南）、南庄中学（南）、高速公路口（南）、孖窦

村口（东）、堤田工业村（东）、黄家村（东）、堤田
小学（北）、堤田市场（北）、绿岛湖行政服务大厅
（东）、科海路（北）、科海路西（北）、科汇路

（南）、绿岛湖公交枢纽站

醒群村尾总站、醒群村委（东）、林村（东）、腾冲村

（东）、龙津路口（东）、南庄枢纽站（东）、华夏陶瓷城
西门（东）、过境路口（东）、吉利市场（东）、吉利墟
（东）、南庄医院（东）、南庄镇政府（南）、南庄大道一

环路口（南）、南庄道班（南）、南庄大道中（南）、南庄
中学（南）、高速公路口（南）、孖窦村口（东）、堤田工

业村（东）、黄家村（东）、堤田小学（北）、堤田市场
（北）、地铁绿岛湖站（南）、绿岛湖行政服务大厅（东）
、科海路（北）、科海路西（北）、科汇路（南）、绿岛湖

公交枢纽站



佛山地铁2号线一期公交线路接驳方案明细表

序号 服务类型
线路名

称
线路方向

优化措
施

途经路段 线路站点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9 基本公交 144
往醒群村尾总

站
保持现状

禅港路、季华西路、堤田村
道、中心街、南庄大道、解
放路、人和路、龙津路、养

初南巷、罗村街

禅港路、季华西路、堤田村
道、中心街、南庄大道、解
放路、人和路、龙津路、养

初南巷、罗村街

绿岛湖公交枢纽站、绿岛湖行政服务大厅（西）、季华
西路（北）、堤田市场、堤田小学（南）、黄家村

（西）、堤田工业村（西）、孖窦村口（西）、公涌工
业区（西）、高速公路口（北）、南庄中学（北）、南

庄大道中（北）、南庄道班（北）、南庄大道一环路口
（北）、南庄镇政府（北）、南庄医院（西）、吉利市
场（西）、过境路口（西）、华夏陶瓷城西门（西）、

龙津路口（西）、腾冲村（西）、林村（西）、醒群村
委（西）、醒群村尾总站

绿岛湖公交枢纽站、绿岛湖行政服务大厅（西）、季华西路
（北）、堤田市场、堤田小学（南）、黄家村（西）、堤田

工业村（西）、孖窦村口（西）、公涌工业区（西）、高速
公路口（北）、南庄中学（北）、南庄大道中（北）、南庄
道班（北）、南庄大道一环路口（北）、南庄镇政府（北）

、南庄医院（西）、吉利市场（西）、过境路口（西）、华
夏陶瓷城西门（西）、龙津路口（西）、腾冲村（西）、林

村（西）、醒群村委（西）、醒群村尾总站

10 基本公交

145
往南庄文化中
心公交枢纽站

增加站点

华康道、富华路、吉祥路、

荷岳路、三乐路、新马路、
旧樵乐路、贺丰大道、吉利
工业区大道、佛山一环辅道

、杏吉路、南庄二马路、人
和东路、解放路、南庄大道
、登贤大道

华康道、富华路、吉祥路、

荷岳路、三乐路、新马路、
旧樵乐路、贺丰大道、吉利
工业区大道、佛山一环辅道

、杏吉路、南庄二马路、人
和东路、解放路、南庄大道
、登贤大道

世纪莲公交枢纽站、世纪莲体育中心（西门）（西）、

图书馆（西）、佛山市文化馆（北）、吉祥路口（西）
、荷村（北）、荷村牌坊（北）、荷村路口（北）、腾

冲（北）、三乐路乐从路口（北）、乐从站（北）、威
斯广场（北）、旭景豪庭（北）、上华路口（北）、马
滘牌坊（北）、良教沙牌坊（北）、良教牌坊（北）、

良教农场（北）、理教（北）、贺丰牌坊（北）、威伍
村（北）、贺丰村（北）、吉利外工村（北）、吉利邓
岗（北）、杏吉路阮村路口（东）、南庄中心小学北门

（北）、人和东路（北）、南庄医院（东）、南庄文化
中心（北）、南庄文化中心公交枢纽站

世纪莲公交枢纽站、世纪莲体育中心（西门）（西）、图书

馆（西）、佛山市文化馆（北）、吉祥路口（西）、荷村
（北）、荷村牌坊（北）、荷村路口（北）、腾冲（北）、

三乐路乐从路口（北）、乐从站（北）、威斯广场（北）、
旭景豪庭（北）、上华路口（北）、马滘牌坊（北）、良教
沙牌坊（北）、良教牌坊（北）、良教农场（北）、理教

（北）、贺丰牌坊（北）、威伍村（北）、贺丰村（北）、
吉利外工村（北）、吉利邓岗（北）、杏吉路阮村路口
（东）、南庄中心小学北门（北）、人和东路（北）、南庄

医院（东）、南庄文化中心（北）、地铁南庄站（东）、南
庄文化中心公交枢纽站

145
往世纪莲公交

枢纽站
增加站点

登贤大道、南庄大道、解放
路、人和东路、南庄二马路
、杏吉路、佛山一环辅道、

吉利工业区大道、贺丰大道
、旧樵乐路、新马路、三乐
路、荷岳路、吉祥路、富华

路、华康道

登贤大道、南庄大道、解放
路、人和东路、南庄二马路
、杏吉路、佛山一环辅道、

吉利工业区大道、贺丰大道
、旧樵乐路、新马路、三乐
路、荷岳路、吉祥路、富华

路、华康道

南庄文化中心公交枢纽站、南庄三中（西）、南庄村
（西）、南庄文化中心（南）、南庄医院（西）、人和

东路（南）、南庄中心小学北门（南）、杏吉路阮村路
口（西）、吉利邓岗（南）、吉利外工村（南）、贺丰
村（南）、威伍村（南）、贺丰牌坊（南）、理教

（南）、良教农场（南）、良教牌坊（南）、良教沙牌
坊（南）、马滘牌坊（南）、上华路口（南）、旭景豪
庭（南）、威斯广场、乐从站（南）、三乐路乐从路口

（南）、腾冲（南）、荷村牌坊（南）、吉祥路口
（东）、图书馆（东）、世纪莲体育中心（西门）

（东）、世纪莲公交枢纽站

南庄文化中心公交枢纽站、南庄三中（西）、南庄村（西）
、地铁南庄站（西）、南庄文化中心（南）、南庄医院

（西）、人和东路（南）、南庄中心小学北门（南）、杏吉
路阮村路口（西）、吉利邓岗（南）、吉利外工村（南）、
贺丰村（南）、威伍村（南）、贺丰牌坊（南）、理教

（南）、良教农场（南）、良教牌坊（南）、良教沙牌坊
（南）、马滘牌坊（南）、上华路口（南）、旭景豪庭
（南）、威斯广场、乐从站（南）、三乐路乐从路口（南）

、腾冲（南）、荷村牌坊（南）、吉祥路口（东）、图书馆
（东）、世纪莲体育中心（西门）（东）、世纪莲公交枢纽

站

11 基本公交 149 往南庄枢纽站 增加站点

庆宁路、市东上路、锦华路
、锦华西路、升平路、中山

路、佛罗路、外滩北路、外
滩中路、沿江中路、城中路
、城南路、罗务路、登贤大

道、南庄大道、解放路、人
和路、龙津路

庆宁路、市东上路、锦华路
、锦华西路、升平路、中山

路、佛罗路、外滩北路、外
滩中路、沿江中路、城中路
、城南路、罗务路、登贤大

道、南庄大道、解放路、人
和路、龙津路

东方广场北门、市东上路（西）、东方广场A站（北）、
升平路（东）、中山公园（北）、汾江立交（北）、佛
罗路口（北）、佛山边检站（北）、冯了性药业（北）

、佛罗路中（北）、化纤厂（北）、街边煤场（北）、
华南创新产业园（北）、寨边、罗湖市场、城中公园、

城南路口、罗村二中、罗村敬老院、十八亩、南星村、
务庄市场、东星村、一环务庄出入口、庄步村、五星社
区居委会、南庄紫洞（西）、岗背村（西）、湖涌

（西）、紫南路口（西）、罗园村（西）、南庄三中
（西）、南庄村（西）、南庄文化中心（南）、南庄广
场、南庄医院（西）、吉利市场（西）、过境路口

（西）、华夏陶瓷城西门（西）、南庄枢纽站

东方广场北门、市东上路（西）、东方广场A站（北）、升平
路（东）、中山公园（北）、汾江立交（北）、佛罗路口
（北）、佛山边检站（北）、冯了性药业（北）、佛罗路中

（北）、化纤厂（北）、街边煤场（北）、华南创新产业园
（北）、寨边、罗湖市场、城中公园、城南路口、罗村二中

、罗村敬老院、十八亩、南星村、务庄市场、东星村、一环
务庄出入口、庄步村、五星社区居委会、南庄紫洞（西）、
岗背村（西）、湖涌（西）、紫南路口（西）、罗园村

（西）、南庄三中（西）、南庄村（西）、地铁南庄站
（西）、南庄文化中心（南）、南庄广场、南庄医院（西）
、吉利市场（西）、过境路口（西）、华夏陶瓷城西门

（西）、南庄枢纽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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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服务类型
线路名

称
线路方向

优化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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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经路段 线路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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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基本公交 149
往东方广场北

门
增加站点

龙津路、人和路、解放路、

南庄大道、登贤大道、罗务
路、城南路、城中路、外滩
中路、外滩北路、佛罗路、

中山路、升平路、锦华西路
、永安路、庆宁路

龙津路、人和路、解放路、

南庄大道、登贤大道、罗务
路、城南路、城中路、外滩
中路、外滩北路、佛罗路、

中山路、升平路、锦华西路
、永安路、庆宁路

南庄枢纽站、华夏陶瓷城西门（东）、过境路口（东）
、吉利市场（东）、吉利墟（东）、南庄医院（东）、

南庄广场、南庄文化中心（北）、南庄村（东）、南庄
三中（东）、罗园村（东）、紫南路口A站（东）、湖涌

（东）、岗背村（东）、南庄紫洞（东）、五星社区居
委会、庄步村、一环务庄出入口、东星村、务庄市场、
南星村、十八亩、罗村敬老院、罗村二中、城南路口、

罗湖市场、寨边、华南创新产业园（南）、街边煤场
（南）、化纤厂（南）、佛罗路中（南）、冯了性药业
（南）、佛山边检站（南）、佛罗路口（南）、汾江立

交（南）、中山公园（南）、升平路（西）、东方广场
西门（东）、东方广场北门

南庄枢纽站、华夏陶瓷城西门（东）、过境路口（东）、吉
利市场（东）、吉利墟（东）、南庄医院（东）、南庄广场

、南庄文化中心（北）、地铁南庄站（东）、南庄村（东）
、南庄三中（东）、罗园村（东）、紫南路口A站（东）、湖

涌（东）、岗背村（东）、南庄紫洞（东）、五星社区居委
会、庄步村、一环务庄出入口、东星村、务庄市场、南星村
、十八亩、罗村敬老院、罗村二中、城南路口、罗湖市场、

寨边、华南创新产业园（南）、街边煤场（南）、化纤厂
（南）、佛罗路中（南）、冯了性药业（南）、佛山边检站
（南）、佛罗路口（南）、汾江立交（南）、中山公园

（南）、升平路（西）、东方广场西门（东）、东方广场北
门

12 基本公交

154 往惠海园 保持现状

同济东路、岭南大道、汾江
路、绿景路、绿景西路、雾

岗路、榴苑路、江湾路、季
华路、聚锦路、大江路

同济东路、岭南大道、汾江
路、绿景路、绿景西路、雾

岗路、榴苑路、江湾路、季
华路、聚锦路、大江路

镇安公交首末站、镇安净水厂（北）、镇安路口（北）
、通济大院（北）、塘房村（北）、同济东路（北）、

南浦村（西）、明珠体育馆西门（西）、东建世纪广场
（北）、季华园（北）、季华园西门（西）、季华园地
铁站（西）、汾江南（西）、禅城区税务局（北）、绿

景西路（北）、河宕站A（东）、陶瓷研究所（东）、榴
苑路（东）、中国陶瓷城（南）、中国陶瓷城北门
（北）、青柯南（北）、海口东（东）、大江路南

（东）、大江路中（东）、惠海园

镇安公交首末站、镇安净水厂（北）、镇安路口（北）、通

济大院（北）、塘房村（北）、同济东路（北）、南浦村
（西）、明珠体育馆西门（西）、东建世纪广场（北）、季
华园（北）、季华园西门（西）、季华园地铁站（西）、汾

江南（西）、禅城区税务局（北）、绿景西路（北）、河宕
站A（东）、陶瓷研究所（东）、榴苑路（东）、中国陶瓷城

（南）、中国陶瓷城北门（北）、青柯南（北）、海口东
（东）、大江路南（东）、大江路中（东）、惠海园

154
往镇安公交首

末站
增加站点

大江路、季华路、江湾路、

榴苑路、雾岗路、绿景西路
、绿景路、汾江路、季华路
、岭南大道、同济东路

大江路、季华路、江湾路、

榴苑路、雾岗路、绿景西路
、绿景路、汾江路、季华路
、岭南大道、同济东路

惠海园、大江路中（西）、大江路南（西）、海口东

（西）、季华三路（北）、海口站（北）、季华二路
（北）、季华二路（南）、海口站（南）、季华三路
（南）、中国陶瓷城北门（南）、中国陶瓷城（北）、

榴苑路（西）、陶瓷研究所（西）、河宕（西）、绿景
西路（南）、禅城区税务局（南）、汾江南（东）、季
华园地铁站（东）、季华园西门（东）、季华园（南）

、东建世纪广场A站（南）、明珠体育馆西门（东）、南
浦村（东）、同济东路（南）、厚源路口（南）、塘房

村（南）、通济大院（南）、镇安路口（南）、镇安公
交首末站

惠海园、大江路中（西）、大江路南（西）、海口东（西）
、季华三路（北）、海口站（北）、地铁张槎站（北）、季

华二路（北）、季华二路（南）、海口站（南）、季华三路
（南）、中国陶瓷城北门（南）、中国陶瓷城（北）、榴苑

路（西）、陶瓷研究所（西）、河宕（西）、绿景西路
（南）、禅城区税务局（南）、汾江南（东）、季华园地铁
站（东）、季华园西门（东）、季华园（南）、东建世纪广

场A站（南）、明珠体育馆西门（东）、南浦村（东）、同济
东路（南）、厚源路口（南）、塘房村（南）、通济大院
（南）、镇安路口（南）、镇安公交首末站

13 基本公交 155 往瓷海国际 截短

岭南大道、江湄路、港口路
、黎明二路、岭南大道、绿

景路、汾江路、魁奇路、镇
中路、和平路、忠信路、凤

凰路、季华路、季华西路、
堤田村道、瓷海大道

岭南大道、江湄路、港口路
、新明路、湾梁路、魁奇路
、岭南大道、绿景路、绿景

西路、雾岗路、榴苑路、江
湾路、和平路、忠信路

东平大桥公交枢纽站、港口路南（东）、新明路口

（东）、港口路中（东）、黎明二路（北）、石梁东
（东）、永红村（东）、深村（东）、山水居（北）、

华远东路口A站（北）、绿景一路（北）、惠景城（西）
、丽日豪庭（西）、番村南（北）、地铁沙岗站（北）
、莲峰书院（东）、镇中路（东）、石湾公园（北）、

陶都（北）、南风古灶（东）、凤凰路（东）、季华三
路（北）、海口站（北）、季华二路（北）、华宝路口
（北）、季华大桥东（北）、绿岛广场（北）、季华西

路（北）、堤田市场（南）、堤田小学（南）、瓷海国
际

东平大桥公交枢纽站、港口路南（东）、新明二路（东）、
新三中站（南）、怡景丽苑（南）、怡景丽苑北门（东）、

怡景苑（东）、湾梁（北）、湾华（北）、东建康城（北）
、丽日华庭（北）、永
红村（东）、深村（东）、山水居（北）、华远东路口A站

（北）、绿景一路（北）、禅城区税务局（北）、绿景西路
（北）、河宕站A（东）、陶瓷研究所（东）、榴苑路（东）
、红卫岗（北）、石湾公园（北）、陶都（北）、南风古灶

（忠信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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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基本公交 155
往东平大桥公

交枢纽站
截短

瓷海大道、堤田村道、季华
西路、季华路、凤凰路、忠

信路、和平路、镇中路、魁
奇路、汾江路、绿景路、岭
南大道、魁奇路、港口路、

东平路、岭南大道

忠信路、和平路、江湾路、

榴苑路、雾岗路、绿景西路
、绿景路、岭南大道、魁奇
路、湾梁路、新明路、港口

路、东平路、岭南大道

瓷海国际、堤田小学（北）、堤田市场（北）、季华西

路（南）、绿岛广场（南）、季华大桥东（南）、华宝
路口（南）、季华二路（南）、海口站（南）、季华三
路（南）、凤凰路（西）、南风古灶（西）、陶都

（南）、石湾公园（南）、镇中路（西）、莲峰书院
（西）、地铁沙岗站（南）、番村南（南）、黎涌上村
（南）、丽日豪庭（东）、惠景城（东）、绿景一路

（南）、华远东路口（南）、山水居（南）、深村
（西）、永红村（西）、丽日华庭（南）、港口路北

（西）、港口路中（西）、港口路南（西）、东平路
（北）、东平大桥公交枢纽站

南风古灶、陶都（南）、石湾公园（南）、榴苑路（西）、
陶瓷研究所（西）、河宕（西）、绿景西路（南）、禅城区

税务局（南）、绿景一路（南）、华远东路口（南）、山水
居（南）、深村（西）、永红村（西）、丽日华庭（南）、
东建康城（南）、湾华（南）、弯梁（南）、怡景苑（西）

、怡景丽苑北门（西）、怡景丽苑（北）、新三中站（北）
、新明二路（北）、新明路口（东）、东平大桥公交枢纽站

14 基本公交 157
往璀璨天城公

交枢纽站
增加站点

张槎路、华宝路、季华路、
江湾路、汾江西路、卫国路

、汾江路、同济路、普澜路
、季华路、岭南大道、绿景

二路、文华路、彩虹路、彩
虹三街

张槎路、华宝路、季华路、
江湾路、汾江西路、卫国路

、汾江路、同济路、普澜路
、季华路、岭南大道、绿景

二路、文华路、彩虹路、彩
虹三街

张槎村头（南）、大富路口（南）、村尾（南）、生村

（南）、生村工业区（西）、华宝北路（西）、消防特
勤队（西）、华宝南路（西）、城西工业区（西）、季

华二路（南）、海口站（南）、季华三路（南）、中国
陶瓷城北门（南）、石湾客运站（南）、江湾二路
（南）、弼唐（南）、佛山科技学院（南）、海关（卫

国西路）（南）、卫国西（南）、建行（西）、金马剧
院（南）、同济路（南）、通济桥（西）、东建世纪广
场A站（南）、禅城区政府（西）、市一医院A站（西）

、绿景二路（南）、亚洲艺术公园（东）、湖景苑
（南）、璀璨天城公交枢纽站

张槎村头（南）、大富路口（南）、村尾（南）、生村

（南）、生村工业区（西）、华宝北路（西）、消防特勤队
（西）、华宝南路（西）、城西工业区（西）、季华二路
（南）、海口站（南）、季华三路（南）、中国陶瓷城北门

（南）、石湾客运站（南）、江湾二路（南）、弼唐（南）
、佛山科技学院（南）、海关（卫国西路）（南）、卫国西

（南）、建行（西）、金马剧院（南）、同济路（南）、通
济桥（西）、东建世纪广场A站（南）、禅城区政府（西）、
市一医院A站（西）、绿景二路（南）、亚洲艺术公园（东）

、湖景苑（南）、璀璨天城公交枢纽站

14 基本公交 157 往张槎村头 增加站点

彩虹三街、彩虹路、文华路
、绿景路、岭南大道、季华
路、普澜路、同济路、汾江

路、卫国路、汾江西路、江
湾路、季华路、华宝路、张

槎路

彩虹三街、彩虹路、文华路
、绿景路、岭南大道、季华
路、普澜路、同济路、汾江

路、卫国路、汾江西路、江
湾路、季华路、华宝路、张

槎路

璀璨天城公交枢纽站、彩虹路（北）、湖景苑（北）、
亚洲艺术公园（西）、绿景二路（北）、市一医院A站
（东）、岭南大道公交枢纽站（禅城区政府）、东建世

纪广场（北）、通济桥（东）、同济路（北）、同济路
口（东）、建行（东）、卫国西（北）、海关（北）、
佛山科技学院（北）、弼唐（北）、江湾二路（北）、

石湾客运站（北）、中国陶瓷城北门（北）、青柯南
（北）、季华三路（北）、海口站（北）、季华二路

（北）、城西工业区（东）、华宝南路（东）、消防特
勤队（东）、华宝北路（东）、生村工业区（东）、生
村（北）、村尾（北）、大富路口（北）、张槎村头

（南）

璀璨天城公交枢纽站、彩虹路（北）、湖景苑（北）、亚洲

艺术公园（西）、绿景二路（北）、市一医院A站（东）、岭
南大道公交枢纽站（禅城区政府）、东建世纪广场（北）、

通济桥（东）、同济路（北）、同济路口（东）、建行
（东）、卫国西（北）、海关（北）、佛山科技学院（北）
、弼唐（北）、江湾二路（北）、石湾客运站（北）、中国

陶瓷城北门（北）、青柯南（北）、季华三路（北）、海口
站（北）、地铁张槎站（北）、季华二路（北）、城西工业
区（东）、华宝南路（东）、消防特勤队（东）、华宝北路

（东）、生村工业区（东）、生村（北）、村尾（北）、大
富路口（北）、张槎村头（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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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基本公交 163
往世纪莲公交

枢纽站
增加站点

禅港路、季华西路、季华路
、江湾路、佛山大道、同济

西路、同济路、岭南大道、
裕和路、华康道

禅港路、季华西路、季华路
、江湾路、佛山大道、同济

西路、同济路、岭南大道、
裕和路、华康道

绿岛湖公交枢纽站、绿岛湖行政服务大厅（西）、季华
西路（南）、绿岛广场（南）、季华大桥东（南）、华
宝路口（南）、季华二路（南）、海口站（南）、季华

三路（南）、中国陶瓷城北门（南）、石湾客运站
（南）、江湾二路（南）、弼唐（南）、佛山科技学院
（南）、同济西（西）、市人社局（南）、金马剧院

（南）、同济路（南）、同济市场北（南）、市政府南
门（南）、南浦村（西）、明珠体育馆西门（西）、禅

城区政府（西）、市一医院A站（西）、深村（西）、永
红村（西）、石梁东（西）、东平大桥北（西）、碧桂
园城市花园（西）、世纪莲体育中心（西）、世纪莲体

育中心（西门）（东）、世纪莲公交枢纽站

绿岛湖公交枢纽站、绿岛湖行政服务大厅（西）、季华西路
（南）、绿岛广场（南）、季华大桥东（南）、地铁智慧新
城站（南）、华宝路口（南）、季华二路（南）、海口站

（南）、季华三路（南）、中国陶瓷城北门（南）、石湾客
运站（南）、江湾二路（南）、弼唐（南）、佛山科技学院
（南）、同济西（西）、市人社局（南）、金马剧院（南）

、同济路（南）、同济市场北（南）、市政府南门（南）、
南浦村（西）、明珠体育馆西门（西）、禅城区政府（西）

、市一医院A站（西）、深村（西）、永红村（西）、石梁东
（西）、东平大桥北（西）、碧桂园城市花园（西）、世纪
莲体育中心（西）、世纪莲体育中心（西门）（东）、世纪

莲公交枢纽站

15 基本公交 163
往绿岛湖公交

枢纽站
增加站点

华康道、裕和路、岭南大道
、同济路、同济西路、佛山

大道、江湾路、季华路、季
华西路、禅港路、科海路、
禅秀路、科汇路、禅港路

华康道、裕和路、岭南大道
、同济路、同济西路、佛山

大道、江湾路、季华路、季
华西路、禅港路、科海路、
禅秀路、科汇路、禅港路

世纪莲公交枢纽站、佛山新城行政服务中心、依云水岸
北（南）、新城文化中心北（南）、新城文化中心东

（西）、世纪莲体育中心西门（西）、世纪莲体育中心
（东）、碧桂园城市花园（东）、东平大桥北（东）、
石梁东（东）、永红村（东）、深村（东）、市一医院A

站（东）、岭南大道公交枢纽站（禅城区政府）（东）
、明珠体育馆西门（东）、南浦村（东）、市政府南门

（北）、同济市场北（北）、同济路（北）、金马剧院
（北）、市人社局（北）、佛山科技学院（北）、弼唐
（北）、江湾二路（北）、石湾客运站（北）、中国陶

瓷城北门（北）、青柯南（北）、季华三路（北）、海
口站（北）、季华二路（北）、华宝路口（北）、季华
大桥东（北）、绿岛广场（北）、绿岛湖行政服务大厅

（东）、科海路（北）、科海路西（北）、科汇路
（南）、绿岛湖公交枢纽站

世纪莲公交枢纽站、佛山新城行政服务中心、依云水岸北
（南）、新城文化中心北（南）、新城文化中心东（西）、

世纪莲体育中心西门（西）、世纪莲体育中心（东）、碧桂
园城市花园（东）、东平大桥北（东）、石梁东（东）、永
红村（东）、深村（东）、市一医院A站（东）、岭南大道公

交枢纽站（禅城区政府）（东）、明珠体育馆西门（东）、
南浦村（东）、市政府南门（北）、同济市场北（北）、同

济路（北）、金马剧院（北）、市人社局（北）、佛山科技
学院（北）、弼唐（北）、江湾二路（北）、石湾客运站
（北）、中国陶瓷城北门（北）、青柯南（北）、季华三路

（北）、海口站（北）、地铁张槎站（北）、季华二路
（北）、华宝路口（北）、地铁智慧新城站（北）、季华大
桥东（北）、绿岛广场（北）、绿岛湖行政服务大厅（东）

、科海路（北）、科海路西（北）、科汇路（南）、绿岛湖
公交枢纽站

16 基本公交 165 往佛山西站 增加站点

镇中路、江湾路、季华路、
古新路、长虹东路、华宝路
、张槎路、塱宝西路、罗村

大道南、罗务公路、城南路
、城中路、沿江中路、罗湖
一路、南湖一路、北湖一路

、孝贤路、环站东路、西站
北路、西站东路

镇中路、江湾路、季华路、
古新路、长虹东路、华宝路
、张槎路、塱宝西路、罗村

大道南、罗务公路、城南路
、城中路、沿江中路、罗湖
一路、南湖一路、北湖一路

、孝贤路、环站东路、西站
北路、西站东路

佛山家博城总站、佛山家博城南门（东）、潭清里

（东）、沙岗（东）、华榕宫（东）、莲峰书院（东）
、镇中路（东）、中国陶瓷城（南）、中国陶瓷城北门
（北）、青柯南（北）、季华三路（北）、海口站

（北）、佛山火炬园（东）、海口新基村（东）、古新
路（东）、长虹东路（北）、华宝北路（东）、生村工

业区（东）、生村（北）、大布路口（东）、塱宝西路
南（东）、塱宝西路中（东）、朗溪（东）、塱宝西路
北（东）、罗东新村（北）、兴塱广场（北）、罗南村

南（北）、罗村敬老院、罗村二中、城南路口、城中公
园、文化中心、碧翠豪城（东）、海宜广场（东）、罗
村实验小学（东）、吴村（东）、孝贤路（北）、佛山

西站

佛山家博城总站、佛山家博城南门（东）、潭清里（东）、
沙岗（东）、华榕宫（东）、莲峰书院（东）、镇中路

（东）、石湾公园站（南）、中国陶瓷城（南）、中国陶瓷
城北门（北）、青柯南（北）、季华三路（北）、海口站
（北）、地铁张槎站（北）、佛山火炬园（东）、海口新基

村（东）、古新路（东）、长虹东路（北）、华宝北路
（东）、生村工业区（东）、生村（北）、大布路口（东）
、塱宝西路南（东）、塱宝西路中（东）、朗溪（东）、塱

宝西路北（东）、罗东新村（北）、兴塱广场（北）、罗南
村南（北）、罗村敬老院、罗村二中、城南路口、城中公园

、文化中心、碧翠豪城（东）、海宜广场（东）、罗村实验
小学（东）、吴村（东）、孝贤路（北）、佛山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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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基本公交 165
往佛山家博城

总站
增加站点

西站东路、西站南路、环站
东路、孝贤路、北湖一路、

南湖一路、罗湖一路、城中
路、城南路、罗务路、罗村

大道、塱宝西路、张槎路、
华宝路、长虹东路、古新路
、季华路、江湾路、镇中路

西站东路、西站南路、环站
东路、孝贤路、北湖一路、

南湖一路、罗湖一路、城中
路、城南路、罗务路、罗村

大道、塱宝西路、张槎路、
华宝路、长虹东路、古新路
、季华路、江湾路、镇中路

佛山西站、孝贤路（南）、吴村（西）、罗村实验小学
（西）、海宜广场（西）、碧翠豪城（西）、南湖一路

（西）、文化中心、城南路口、罗村二中、罗村敬老院
、罗南村南（南）、兴塱广场（南）、罗东新村（南）

、塱宝西路北（西）、朗溪（西）、塱宝西路中（西）
、塱宝西路南（西）、大布路口（西）、生村（南）、
生村工业区（西）、华宝北路（西）、长虹东路（南）

、古新路（西）、海口新基村（西）、佛山火炬园
（西）、季华二路（北）、季华二路（南）单条无写、
海口站（南）、季华三路（南）、中国陶瓷城北门

（南）、中国陶瓷城（北）、红卫岗（北）、镇中路
（西）、莲峰书院（西）、华榕宫（西）、沙岗（西）

、潭清里（西）、佛山家博城南门（西）、佛山家博城
总站

佛山西站、孝贤路（南）、吴村（西）、罗村实验小学
（西）、海宜广场（西）、碧翠豪城（西）、南湖一路

（西）、文化中心、城南路口、罗村二中、罗村敬老院、罗
南村南（南）、兴塱广场（南）、罗东新村（南）、塱宝西
路北（西）、朗溪（西）、塱宝西路中（西）、塱宝西路南

（西）、大布路口（西）、生村（南）、生村工业区（西）
、华宝北路（西）、长虹东路（南）、古新路（西）、海口

新基村（西）、佛山火炬园（西）、季华二路（北）、季华
二路（南）、海口站（南）、季华三路（南）、中国陶瓷城
北门（南）、中国陶瓷城（北）、红卫岗（北）、地铁石湾

站（西）、镇中路（西）、莲峰书院（西）、华榕宫（西）
、沙岗（西）、潭清里（西）、佛山家博城南门（西）、佛
山家博城总站

17 基本公交

171 往南风古灶 保持现状
深海路、桂平路、桂澜路、
魁奇路、镇中路、和平路、

忠信路

深海路、桂平路、桂澜路、
魁奇路、镇中路、和平路、

忠信路

瀚天科技城、深海路（东）、怡翠公园（北）、怡翠花
园（北）、妇幼保健院（城市广场）（北）、鹿璟村

（西）、石肯桥北（西）、桂海花园（西）、石肯路口
（西）、怡翠世嘉花园（西）、桂澜路（石肯）（西）
、石肯钢铁市场（西）、新基工业区（西）、依云上城

（北）、鄱阳（北）、佛陈大桥（北）、湾梁（北）、
湾华（北）、东建康城（北）、丽日华庭（北）、魁奇
中（北）、魁奇路行政服务大厅（北）、丽日玫瑰

（北）、黎涌下村（北）、新福港鼎峰公交枢纽站
（北）、番村南（北）、地铁沙岗站（北）、莲峰书院

（东）、镇中路（东）、石湾公园（北）、陶都（北）
、南风古灶

瀚天科技城、深海路（东）、怡翠公园（北）、怡翠花园

（北）、妇幼保健院（城市广场）（北）、鹿璟村（西）、
石肯桥北（西）、桂海花园（西）、石肯路口（西）、怡翠
世嘉花园（西）、桂澜路（石肯）（西）、石肯钢铁市场

（西）、新基工业区（西）、依云上城（北）、鄱阳（北）
、佛陈大桥（北）、湾梁（北）、湾华（北）、东建康城

（北）、丽日华庭（北）、魁奇中（北）、魁奇路行政服务
大厅（北）、丽日玫瑰（北）、黎涌下村（北）、新福港鼎
峰公交枢纽站（北）、番村南（北）、地铁沙岗站（北）、

莲峰书院（东）、镇中路（东）、石湾公园（北）、陶都
（北）、南风古灶

171 往瀚天科技城 增加站点

忠信路、和平路、镇中路、

魁奇路、桂澜路、桂平路、
深海路

忠信路、和平路、镇中路、

魁奇路、桂澜路、桂平路、
深海路

南风古灶、陶都（南）、石湾公园B站（南）、镇中路
（西）、莲峰书院（西）、地铁沙岗站（南）、番村南
（南）、黎涌上村（南）、黎涌下村（南）、丽日玫瑰

（南）、魁奇路行政服务大厅（南）、魁奇中（南）、
丽日华庭（南）、东建康城（南）、湾华（南）、湾梁

（南）、佛陈大桥（南）、鄱阳（南）、依云上城
（南）、新基工业区（东）、石肯钢铁市场（东）、桂
澜路（石肯）（东）、怡翠世嘉花园（东）、石肯路口

（东）、桂海花园（东）、石肯桥北（东）、妇幼保健
院（城市广场）（南）、怡翠花园（南）、怡翠公园
（南）、深海路（西）、瀚天科技城

南风古灶、陶都（南）、地铁石湾站（西）、镇中路（西）
、莲峰书院（西）、地铁沙岗站（南）、番村南（南）、黎
涌上村（南）、黎涌下村（南）、丽日玫瑰（南）、魁奇路

行政服务大厅（南）、魁奇中（南）、丽日华庭（南）、东
建康城（南）、湾华（南）、湾梁（南）、佛陈大桥（南）
、鄱阳（南）、依云上城（南）、新基工业区（东）、石肯

钢铁市场（东）、桂澜路（石肯）（东）、怡翠世嘉花园
（东）、石肯路口（东）、桂海花园（东）、石肯桥北

（东）、妇幼保健院（城市广场）（南）、怡翠花园（南）
、怡翠公园（南）、深海路（西）、瀚天科技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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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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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基本公交 176 往智慧新城 增加站点

华翠北路、清风西路、桂澜
路、佛平路、南海大道、南
桂西路、市东下路、锦华路

、福禄路、莲花路、亲仁路
、汾江路、汾江西路、江湾

路、季华路、华宝南路

华翠北路、清风西路、桂澜
路、佛平路、南海大道、南
桂西路、市东下路、锦华路

、福禄路、莲花路、亲仁路
、汾江路、汾江西路、江湾

路、季华路、华宝南路

桂城益禾公寓、海五桂澜路口（北）、中海万锦豪园东
（西）、桂澜海三路口（西）、桂澜路南海家天下
（西）、南海公交总站（北）、虫雷岗公园南门（北）

、西约（北）、交通大厦（西）、邮电局（西）、南桂
桥（北）、朝一（北）、桂园市场（北）、市东下路
（东）、东方广场A站（北）、福禄路（西）、莲花路

（北）、亲仁路（北）、人民西（市妇幼保健院）
（西）、市工人文化宫（西）、环球国际广场（北）、

海关（北）、佛山科技学院（北）、弼唐（北）、江湾
二路（北）、石湾客运站（北）、中国陶瓷城北门
（北）、青柯南（北）、季华三路（北）、海口站

（北）、季华二路（北）、智慧新城（西）

桂城益禾公寓、海五桂澜路口（北）、中海万锦豪园东
（西）、桂澜海三路口（西）、桂澜路南海家天下（西）、
南海公交总站（北）、虫雷岗公园南门（北）、西约（北）

、交通大厦（西）、邮电局（西）、南桂桥（北）、朝一
（北）、桂园市场（北）、市东下路（东）、东方广场A站
（北）、福禄路（西）、莲花路（北）、亲仁路（北）、人

民西（市妇幼保健院）（西）、市工人文化宫（西）、环球
国际广场（北）、海关（北）、佛山科技学院（北）、弼唐

（北）、江湾二路（北）、石湾客运站（北）、中国陶瓷城
北门（北）、青柯南（北）、季华三路（北）、海口站
（北）、地铁张槎站（北）、季华二路（北）、智慧新城

（西）

18 基本公交 176
往桂城益禾公

寓
增加站点

华宝南路、季华路、江湾路
、汾江西路、汾江路、亲仁
路、莲花路、福禄路、锦华

路、市东下路、南桂西路、
南海大道、佛平路、桂澜路

、清风西路、华翠北路

华宝南路、季华路、江湾路
、汾江西路、汾江路、亲仁
路、莲花路、福禄路、锦华

路、市东下路、南桂西路、
南海大道、佛平路、桂澜路

、清风西路、华翠北路

智慧新城（东）、季华二路（南）、海口站（南）、季
华三路（南）、中国陶瓷城北门（南）、石湾客运站

（南）、江湾二路（南）、弼唐（南）、佛山科技学院
（南）、海关（南）、环球国际广场（南）、市工人文

化宫（东）、人民西（市妇幼保健院）（东）、佛山中
医院B站（东）、亲仁路（南）、莲花路（南）、福禄路
（东）、东方广场A站（南）、市东下路（西）、桂园市

场（南）、朝一（南）、南桂桥（南）、邮电局（东）
、交通大厦（东）、交通大厦东、西约（南）、虫雷岗
公园南门（南）、南海公交总站（南）、桂澜路南海家

天下（东）、虫雷岗地铁站（东）、桂澜海三路口
（东）、中海万锦豪园东（东）、海五桂澜路口（南）

、桂城益禾公寓

智慧新城（东）、季华二路（南）、海口站（南）、季华三
路（南）、中国陶瓷城北门（南）、石湾客运站（南）、江
湾二路（南）、弼唐（南）、佛山科技学院（南）、海关

（南）、环球国际广场（南）、市工人文化宫（东）、人民
西（市妇幼保健院）（东）、佛山中医院B站（东）、亲仁路
（南）、莲花路（南）、福禄路（东）、东方广场A站（南）

、市东下路（西）、桂园市场（南）、朝一（南）、南桂桥
（南）、邮电局（东）、交通大厦（东）、交通大厦东、西

约（南）、虫雷岗公园南门（南）、南海公交总站（南）、
桂澜路南海家天下（东）、虫雷岗地铁站（东）、桂澜海三
路口（东）、中海万锦豪园东（东）、海五桂澜路口（南）

、桂城益禾公寓

19 基本公交

178A
往绿地未来城
公交首末站

保持现状

忠信路、海口大道、季华路
、海口大道、大江路、轻工

路、风林路、张槎路、玉带
路、泰华路、昌荣路、塱沙

路

忠信路、海口大道、季华路
、海口大道、大江路、轻工

路、风林路、张槎路、玉带
路、泰华路、昌荣路、塱沙

路

岭南酒文化博物馆（南风古灶）、南风古灶（东）、海
口大道（东）、中国陶瓷城北门（北）、青柯南（北）
、季华三路（北）、海口站（北）、海口小学（东）、

大江路南（东）、大江路中（东）、东一站（东）、工
人疗养院（东）、罗联站（东）、张槎大江村（南）、

风林路（东）、张槎医院（北）、玉带路白坭村（东）
、玉带路中（东）、绿地未来城公交首末站

岭南酒文化博物馆（南风古灶）、南风古灶（东）、海口大
道（东）、中国陶瓷城北门（北）、青柯南（北）、季华三
路（北）、海口站（北）、海口小学（东）、大江路南

（东）、大江路中（东）、东一站（东）、工人疗养院
（东）、罗联站（东）、张槎大江村（南）、风林路（东）

、张槎医院（北）、玉带路白坭村（东）、玉带路中（东）
、绿地未来城公交首末站

178A

往岭南酒文化

博物馆（南风
古灶）

增加站点

塱沙路、玉带路、张槎路、

风林路、轻工路、大江路、
海口大道、季华路、海口大

道、忠信路

塱沙路、玉带路、张槎路、

风林路、轻工路、大江路、
海口大道、季华路、海口大

道、忠信路

绿地未来城公交首末站、玉带路北（西）、玉带路中
（西）、玉带路白坭村（西）、张槎医院西（西）、风
林路（西）、轻工一路（北）、张槎大江村（北）、罗

联站（西）、工人疗养院（西）、东一站（西）、大江
路中（西）、大江路南（西）、海口小学（南）、季华

二路（北）、季华二路（南）、海口站（南）、海口大
道（西）、南风古灶（西）、岭南酒文化博物馆（南风
古灶）

绿地未来城公交首末站、玉带路北（西）、玉带路中（西）
、玉带路白坭村（西）、张槎医院西（西）、风林路（西）
、轻工一路（北）、张槎大江村（北）、罗联站（西）、工

人疗养院（西）、东一站（西）、大江路中（西）、大江路
南（西）、海口小学（南）、地铁张槎站（北）、季华二路
（北）、季华二路（南）、海口站（南）、海口大道（西）

、南风古灶（西）、岭南酒文化博物馆（南风古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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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基本公交

178B 往佛山新四中 路由调整

雾岗路、轻工路、风林路、

张槎路、玉带路、兴业路、
昌荣路、张槎路、禅西大道
、兴业路、塱宝中路、大布

路、塱宝西路、张槎路、华
宝路、季华路、季华北路、
学富路

江堤路、塱宝西路、塱兴路
、江堤路、兴业路、大布路
、塱宝中路、塱宝西路、张

槎西路、东平路、张槎西路
、季华北路、季华路、华宝

南路

义乌小商品城、弼唐村（东）、弼唐小学（东）、弼唐
路北（东）、冠华学校（东）、轻工二路（北）、交警

支队（北）、张槎东西村（北）、风林路（东）、张槎
医院（北）、玉带路白坭村（东）、玉带路中（东）、
兴业二路（北）、上塱牌坊（西）、塱宝中路南（西）

、大布路（北）、大布路口（西）、生村（南）、生村
工业区（西）、华宝北路（西）、消防特勤队（西）、

华宝南路（西）、城西工业区（西）、华宝路口（北）
、季华大桥东（北）、东鄱村民公寓（东）、季华北路
（东）、佛山新四中

欧洲工业园、江堤路（东）、欧洲工业园西（西）、零壹科

技园（南）、兴业一路（南）、上塱牌坊（西）、塱宝中路
南（西）、大布路（北）、大布路口（西）、 村尾（北）、
大富路口（北）、张槎村头（北）、沙口水厂（北）、王借

岗森林公园、 季华北路（西）、东鄱村民公寓（西）、季华
北路南（西）、季华大桥东（南）、地铁智慧新城站（南）
、华宝路口（南）、智慧新城

178B
往义乌小商品

城
路由调整

学富路、季华北路、季华路
、华宝路、张槎路、塱宝西

路、大布路、塱宝中路、兴
业路、禅西大道、张槎路、
昌荣路、兴业路、玉带路、

张槎路、风林路、轻工路、
东鄱路、雾岗路

华宝南路、季华路、季华北

路、张槎西路、东平路、张
槎西路、塱宝西路、大布路
、塱宝中路、兴业路、江堤

路

佛山新四中、东鄱村民公寓（西）、季华北路南（西）
、季华大桥东（南）、华宝路口（南）、城西工业区
（东）、华宝南路（东）、消防特勤队（东）、华宝北

路（东）、生村工业区（东）、生村（北）、大布路口
（东）、大布路（南）、塱宝中路南（东）、上塱牌坊
（东）、兴业二路（南）、玉带路中（西）、玉带路白

坭村（西）、张槎医院西（西）、风林路（西）、轻工
一路（南）、张槎东西村（南）、交警支队（南）、冠

华学校（西）、弼唐路北（西）、义乌小商品城

智慧新城、 华宝路口（北）、地铁智慧新城站（北）、季华
大桥东（北）、东鄱村民公寓（东）、季华北路（东）、 王

借岗森林公园、沙口水厂（南）、张槎村头（南）、大富路
口（南）、 大布路口（东）、大布路（南）、塱宝中路南
（东）、兴业一路（北）、零壹科技园（北）、欧洲工业园

西（东）、欧洲工业园

21 基本公交 179
往禅城区中心

医院临时总站
路由调整

岭南大道、东平路、宝源路
、澜石一路、汾江南路、海

滨路、江滨路、和平路、镇
中路。

岭南大道、东平路、宝源路
、澜石一路、汾江南路、海

滨路、江滨路、和平路、镇
中路、茂祥路。

东平大桥公交枢纽站、宝源路（东）、澜石中学（北）
、澜石一路（北）、澜石地铁站（西）、汾江南路南

（西）、海景大厦（北）、澜石大桥底（北）、石湾油
库（北）、建国路（北）、佛陶码头（北）、石南大桥
底（北）、岭南酒文化博物馆（南风古灶）（北）、陶

都（南）、石湾公园（南）、镇中路（西）、禅城区中
心医院临时总站

东平大桥公交枢纽站、宝源路（东）、澜石中学（北）、澜

石一路（北）、澜石地铁站（西）、汾江南路南（西）、海
景大厦（北）、澜石大桥底（北）、石湾油库（北）、建国

路（北）、佛陶码头（北）、石南大桥底（北）、岭南酒文
化博物馆（南风古灶）（北）、陶都（南）、地铁石湾站
（西）、石湾文化广场公交枢纽站

21 基本公交 179
往东平大桥公

交枢纽站
路由调整

镇中路、东风路、跃进路、
和平路、江滨路、海滨路、
汾江南路、澜石一路、宝源

路、东平路、岭南大道

茂祥路、镇中路、和平路、
江滨路、海滨路、汾江南路
、澜石一路、宝源路、东平

路、岭南大道

禅城区中心医院临时总站、莲峰书院（西）、美术陶瓷
厂（北）、柏林艺术馆（东）、岭南酒文化博物馆（南

风古灶）（南）、石南大桥底（南）、佛陶码头（南）
、建国路（南）、石湾油库（南）、澜石大桥底（南）
、海景大厦（南）、汾江南路南（东）、澜石地铁站

（东）、澜石中学（南）、宝源路（西）、东平大桥公
交枢纽站

石湾文化广场公交枢纽站、镇中路（东）、石湾公园（北）

、岭南酒文化博物馆（南风古灶）（南）、石南大桥底
（南）、佛陶码头（南）、建国路（南）、石湾油库（南）
、澜石大桥底（南）、海景大厦（南）、汾江南路南（东）

、澜石地铁站（东）、澜石中学（南）、宝源路（西）、东
平大桥公交枢纽站



佛山地铁2号线一期公交线路接驳方案明细表

序号 服务类型
线路名

称
线路方向

优化措
施

途经路段 线路站点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22 基本公交

183
往中山路临时

总站
增加站点

禅港西路、季华西路、季华
路、华宝路、张槎路、昌荣

路、泰华路、玉带路、塱沙
路、佛山大道北、亲仁西路

、汾江路、中山路

禅港西路、季华西路、季华
路、华宝路、张槎路、昌荣

路、泰华路、玉带路、塱沙
路、佛山大道北、亲仁西路

、汾江路、中山路

禅港西路总站、禅港西路南（东）、阿农湾农耕文化园
（东）、紫南锦石村（东）、岭南医院（南）、中国陶
瓷总部基地（南）、堤田员工村（南）、永利达广场

（南）、季华西路（南）、绿岛广场（南）、季华大桥
东（南）、华宝路口（南）、城西工业区（东）、华宝
南路（东）、消防特勤队（东）、华宝北路（东）、生

村工业区（东）、古灶村公寓（南）、古灶（南）、昌
荣路南（东）、昌荣路中（东）、泰华路（南）、玉带

路北（东）、塱沙路中（南）、涌口（南）、塱沙三路
（南）、塱沙路东（南）、巷口村（南）、金沙新城南
门（南）、张槎路口（西）、白燕公园（南）、佛山中

医院A站（东）、汽车站A站（东）、汾江立交（南）、
中山路临时总站

禅港西路总站、禅港西路南（东）、阿农湾农耕文化园
（东）、紫南锦石村（东）、岭南医院（南）、中国陶瓷总
部基地（南）、堤田员工村（南）、永利达广场（南）、地

铁绿岛湖站（南）、季华西路（南）、绿岛广场（南）、季
华大桥东（南）、地铁智慧新城站（南）、华宝路口（南）
、城西工业区（东）、华宝南路（东）、消防特勤队（东）

、华宝北路（东）、生村工业区（东）、古灶村公寓（南）
、古灶（南）、昌荣路南（东）、昌荣路中（东）、泰华路

（南）、玉带路北（东）、塱沙路中（南）、涌口（南）、
塱沙三路（南）、塱沙路东（南）、巷口村（南）、金沙新
城南门（南）、张槎路口（西）、白燕公园（南）、佛山中

医院A站（东）、汽车站A站（东）、汾江立交（南）、中山
路临时总站

183
往禅港西路总

站
增加站点

中山路、汾江路、亲仁西路
、佛山大道、塱沙路、玉带

路、泰华路、张槎路、华宝
路、季华路、季华西路、禅
港西路

中山路、汾江路、亲仁西路
、佛山大道、塱沙路、玉带

路、泰华路、张槎路、华宝
路、季华路、季华西路、禅
港西路

中山路临时总站、汽车站A站（西）、佛山中医院（西）
、白燕公园（北）、张槎路口（东）、金沙新城南门

（北）、巷口村（北）、塱沙路东（北）、塱沙三路
（北）、涌口（北）、塱沙路中（北）、玉带路北
（西）、昌荣路中（西）、昌荣路南（西）、古灶

（北）、古灶村公寓（北）、生村工业区（西）、华宝
北路（西）、消防特勤队（西）、华宝南路（西）、城

西工业区（西）、华宝路口（北）、季华大桥东（北）
、绿岛广场（北）、季华西路（北）、永达利广场
（北）、堤田员工村（北）、一环季华西路口（北）、

中国陶瓷总部基地（北）、紫南小学（北）、紫南锦石
村（西）、阿农湾农耕文化园（西）、禅港西路总站

中山路临时总站、汽车站A站（西）、佛山中医院（西）、白
燕公园（北）、张槎路口（东）、金沙新城南门（北）、巷

口村（北）、塱沙路东（北）、塱沙三路（北）、涌口
（北）、塱沙路中（北）、玉带路北（西）、昌荣路中
（西）、昌荣路南（西）、古灶（北）、古灶村公寓（北）

、生村工业区（西）、华宝北路（西）、消防特勤队（西）
、华宝南路（西）、城西工业区（西）、华宝路口（北）、

地铁智慧新城站（北）、季华大桥东（北）、绿岛广场
（北）、季华西路（北）、永达利广场（北）、堤田员工村
（北）、一环季华西路口（北）、中国陶瓷总部基地（北）

、紫南小学（北）、紫南锦石村（西）、阿农湾农耕文化园
（西）、禅港西路总站

23 基本公交 184
往绿岛湖公交

枢纽站
截短

朝安路、同济东路、岭南大

道、魁奇路、镇中路、江湾
路、季华路、季华西路、禅

港路、科海路、禅秀路、科
汇路、禅港路

朝安路、同济东路、岭南大
道、魁奇路、镇中路、茂祥

路

朝安公交首末站、祖庙街道办事处（西）、朝安路
（西）、朝安路南（西）、通济大院（北）、塘房村

（北）、同济东路（北）、南浦村（西）、明珠体育馆
西门（西）、禅城区政府（西）、市一医院A站（西）、
深村（西）、永红村（西）、魁奇中（北）、魁奇路行

政服务大厅（北）、丽日玫瑰（北）、黎涌下村（北）
、新福港鼎峰公交枢纽站（北）、番村南（北）、地铁

沙岗站（北）、莲峰书院（东）、镇中路（东）、中国
陶瓷城（南）、中国陶瓷城北门（北）、青柯南（北）
、季华三路（北）、海口站（北）、季华二路（北）、

华宝路口（北）、季华大桥东（北）、绿岛广场（北）
、绿岛湖行政服务大厅（东）、科海路（北）、科海路
西（北）、科汇路（南）、绿岛湖公交枢纽站

朝安公交首末站、祖庙街道办事处（西）、朝安路（西）、
朝安路南（西）、通济大院（北）、塘房村（北）、同济东
路（北）、南浦村（西）、明珠体育馆西门（西）、禅城区

政府（西）、市一医院A站（西）、深村（西）、永红村
（西）、魁奇中（北）、魁奇路行政服务大厅（北）、丽日
玫瑰（北）、黎涌下村（北）、新福港鼎峰公交枢纽站

（北）、番村南（北）、地铁沙岗站（北）、莲峰书院
（东）、石湾文化广场公交枢纽站



佛山地铁2号线一期公交线路接驳方案明细表

序号 服务类型
线路名

称
线路方向

优化措
施

途经路段 线路站点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23 基本公交 184
往朝安公交首

末站
截短

禅港路、季华西路、季华路

、江湾路、镇中路、魁奇路
、岭南大道、同济东路、朝
安路

茂祥路、镇中路、魁奇路、
岭南大道、同济东路、朝安
路

绿岛湖公交枢纽站、绿岛湖行政服务大厅（西）、季华
西路（南）、绿岛广场（南）、季华大桥东（南）、华

宝路口（南）、季华二路（南）、海口站（南）、季华
三路（南）、中国陶瓷城北门（南）、中国陶瓷城
（北）、红卫岗（北）、镇中路（西）、莲峰书院

（西）、地铁沙岗站（南）、番村南（南）、黎涌上村
（南）、黎涌下村（南）、丽日玫瑰（南）、魁奇中
（南）、永红村（东）、深村（东）、市一医院A站

（东）、岭南大道公交枢纽站（禅城区政府）（东）、
明珠体育馆西门（东）、南浦村（东）、同济东路

（南）、厚源路口（南）、塘房村（南）、朝安路南
（东）、朝安路（东）、祖庙街道办事处（东）、朝安
公交首末站

石湾文化广场公交枢纽站、莲峰书院（西）、地铁沙岗站

（南）、番村南（南）、黎涌上村（南）、黎涌下村（南）
、丽日玫瑰（南）、魁奇中（南）、永红村（东）、深村

（东）、市一医院A站（东）、岭南大道公交枢纽站（禅城区
政府）（东）、明珠体育馆西门（东）、南浦村（东）、同
济东路（南）、厚源路口（南）、塘房村（南）、朝安路南

（东）、朝安路（东）、祖庙街道办事处（东）、朝安公交
首末站

24 基本公交

K2
往惠云园公交

首末站
增加站点

樵金中路、崇民东路、龙湾

大桥、禅港西路、南庄大道
、登贤大道、季华西路、季
华路、华宝路、古大路、轻

工路、人民西路、人民路、
福贤路、福禄路、锦华路、

市东上路、新堤路

樵金中路、崇民东路、龙湾

大桥、禅港西路、南庄大道
、登贤大道、季华西路、季
华路、华宝路、古大路、轻

工路、人民西路、人民路、
福贤路、福禄路、锦华路、

市东上路、新堤路

新西樵车站、西樵人民医院（东）、龙湾大桥西（南）
、隆庆（南）、澳涌新村（南）、南庄大道西（南）、
南庄村（东）、南庄三中（东）、中国陶瓷总部基地

（南）、堤田员工村（南）、季华西路（南）、绿岛广
场（南）、华宝路口（南）、城西工业区（东）、消防
特勤队（东）、华宝北路（东）、张槎中心小学（南）

、张槎大江村（南）、张槎东西村（南）、交警支队
（南）、轻工三路（南）、人才大市场（南）、市妇幼

保健院（南）、佛山电大（南）、福禄路（东）、东方
广场A站（南）、市东上路（东）、惠云园（南）、惠云
园公交首末站

新西樵车站、西樵人民医院（东）、龙湾大桥西（南）、隆
庆（南）、澳涌新村（南）、南庄大道西（南）、地铁南庄
站（东）、南庄村（东）、南庄三中（东）、中国陶瓷总部

基地（南）、堤田员工村（南）、地铁绿岛湖站（南）、季
华西路（南）、绿岛广场（南）、地铁智慧新城站（南）、
华宝路口（南）、城西工业区（东）、消防特勤队（东）、

华宝北路（东）、张槎中心小学（南）、张槎大江村（南）
、张槎东西村（南）、交警支队（南）、轻工三路（南）、

人才大市场（南）、市妇幼保健院（南）、佛山电大（南）
、福禄路（东）、东方广场A站（南）、市东上路（东）、惠
云园（南）、惠云园公交首末站

K2

惠云园公交首

末站往新西樵
车站

增加站点

新堤路、市东上路、锦华路

、福禄路、福贤路、人民路
、人民西路、轻工路、古大

路、华宝路、季华路、季华
西路、登贤大道、南庄大道
、禅港西路、龙湾大桥、崇

民东路、樵金中路

新堤路、市东上路、锦华路

、福禄路、福贤路、人民路
、人民西路、轻工路、古大

路、华宝路、季华路、季华
西路、登贤大道、南庄大道
、禅港西路、龙湾大桥、崇

民东路、樵金中路

惠云园公交首末站、惠云园（北）、市东上路（西）、
东方广场A站（北）、福禄路（西）、佛山电大（北）、
市妇幼保健院（北）、人才大市场（北）、轻工三路

（北）、交警支队（北）、张槎东西村（北）、张槎大
江村（北）、生村工业区（西）、华宝北路（西）、消
防特勤队（西）、城西工业区（西）、华宝路口（北）

、绿岛广场（北）、季华西路（北）、堤田员工村
（北）、中国陶瓷总部基地（北）、南庄三中（西）、

南庄村（西）、南庄大道西（北）、澳涌新村（北）、
隆庆（北）、龙湾大桥西（北）、新西樵车站

惠云园公交首末站、惠云园（北）、市东上路（西）、东方
广场A站（北）、福禄路（西）、佛山电大（北）、市妇幼保
健院（北）、人才大市场（北）、轻工三路（北）、交警支

队（北）、张槎东西村（北）、张槎大江村（北）、生村工
业区（西）、华宝北路（西）、消防特勤队（西）、城西工

业区（西）、华宝路口（北）、地铁智慧新城站（北）、绿
岛广场（北）、季华西路（北）、堤田员工村（北）、中国
陶瓷总部基地（北）、南庄三中（西）、南庄村（西）、地

铁南庄站（西）、南庄行政服务中心（北）、南庄大道西
（北）、澳涌新村（北）、隆庆（北）、龙湾大桥西（北）
、新西樵车站

25 基本公交

K3
往岭南大道公

交枢纽站
保持现状

西站东路、西站南路、环站

东路、罗村大道、桂丹路、
禅西大道、季华路、岭南大
道

西站东路、西站南路、环站

东路、罗村大道、桂丹路、
禅西大道、季华路、岭南大
道

佛山西站、罗村交警中队（南）、罗村医院（南）、罗
村中心广场（南）、季华二路（北）、季华二路（南）

、海口站（南）、中国陶瓷城北门（南）、陶瓷展览中
心（南）、季华四路东（南）、财政大厦（南）、季华
园（南）、东建世纪广场A站（南）、市一医院B站

（西）、岭南大道公交枢纽站（禅城区政府）

佛山西站、罗村交警中队（南）、罗村医院（南）、罗村中
心广场（南）、季华二路（北）、季华二路（南）、海口站

（南）、中国陶瓷城北门（南）、陶瓷展览中心（南）、季
华四路东（南）、财政大厦（南）、季华园（南）、东建世
纪广场A站（南）、市一医院B站（西）、岭南大道公交枢纽

站（禅城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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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基本公交

K3 往佛山西 增加站点

岭南大道、季华路、禅西大
道、桂丹路、罗村大道、环
站东路、西站北路、西站东

路

岭南大道、季华路、禅西大
道、桂丹路、罗村大道、环
站东路、西站北路、西站东

路

岭南大道公交枢纽站（禅城区政府）、东建世纪广场
（北）、季华园（北）、财政大厦（北）、季华四路东

（北）、陶瓷展览中心（北）、中国陶瓷城北门（北）
、海口站（北）、罗村中心广场（北）、罗村医院

（北）、佛山西站

岭南大道公交枢纽站（禅城区政府）、东建世纪广场（北）
、季华园（北）、财政大厦（北）、季华四路东（北）、陶

瓷展览中心（北）、中国陶瓷城北门（北）、海口站（北）
、地铁张槎站（北）、罗村中心广场（北）、罗村医院

（北）、佛山西站

26 基本公交

高峰1

往岭南大道公

交枢纽站（禅
城区政府）

增加站点

陶博大道、南庄二马路、人
和路、解放路、南庄大道、
登贤大道、季华西路、季华

路、岭南大道

陶博大道、南庄二马路、人
和路、解放路、南庄大道、
登贤大道、季华西路、季华

路、岭南大道

华夏陶瓷博览城、南庄中队（北）、吉利墟（东）、南

庄医院（东）、南庄三中（东）、中国陶瓷总部基地
（南）、永利达广场（南）、季华西路（南）、绿岛广

场（南）、季华二路（南）、海口站（南）、陶瓷展览
中心（南）、季华四路东（南）、财政大厦（南）、东
建世纪广场A站（南）、岭南大道公交枢纽站（禅城区政

府）

华夏陶瓷博览城、南庄中队（北）、吉利墟（东）、南庄医

院（东）、地铁南庄站（东）、南庄三中（东）、中国陶瓷
总部基地（南）、永利达广场（南）、地铁绿岛湖站（南）

、季华西路（南）、绿岛广场（南）、地铁智慧新城站
（南）、季华二路（南）、海口站（南）、陶瓷展览中心
（南）、季华四路东（南）、财政大厦（南）、东建世纪广

场A站（南）、岭南大道公交枢纽站（禅城区政府）

高峰1
往华夏陶瓷博

览城
增加站点

岭南大道、季华路、季华西
路、禅港路、科海路、禅秀

路、季华西路、登贤大道、
南庄大道、解放路、人和路

、南庄二马路、陶博大道

岭南大道、季华路、季华西
路、禅港路、科海路、禅秀

路、季华西路、登贤大道、
南庄大道、解放路、人和路

、南庄二马路、陶博大道

岭南大道公交枢纽站（禅城区政府）、东建世纪广场
（北）、财政大厦（北）、季华四路东（北）、陶瓷展
览中心（北）、海口站（北）、季华二路（北）、绿岛

广场（北）、禅秀路（西）、永利达广场（北）、中国
陶瓷总部基地（北）、南庄三中（西）、南庄医院

（西）、吉利市场（西）、南庄中队（南）、华夏陶瓷
博览城

岭南大道公交枢纽站（禅城区政府）、东建世纪广场（北）
、财政大厦（北）、季华四路东（北）、陶瓷展览中心
（北）、海口站（北）、地铁张槎站（北）、季华二路

（北）、地铁智慧新城站（北）、绿岛广场（北）、禅秀路
（西）、永利达广场（北）、中国陶瓷总部基地（北）、南

庄三中（西）、地铁南庄站（西）、南庄医院（西）、吉利
市场（西）、南庄中队（南）、华夏陶瓷博览城

27 基本公交

高峰3 往惠景中学 撤销
季华西路、季华路、汾江路

、绿景路、华远东路
撤销

紫南商贸城总站、中国陶瓷总部基地（南）、季华西路
（南）、绿岛广场（南）、季华二路（南）、海口站

（南）、陶瓷展览中心（南）、季华四路东（南）、财
政大厦（南）、季华园地铁站（西）、绿景一路（南）
、惠景城东（西）、惠景中学

撤销

高峰3
往紫南商贸城

总站
撤销

华远东路、绿景路、汾江路
、季华路、季华西路、禅港
路、科海路、禅秀路、季华

西路

撤销

惠景中学、惠景城东（东）、绿景一路（北）、季华园

地铁站（东）、财政大厦（北）、季华四路东（北）、
陶瓷展览中心（北）、海口站（北）、季华二路（北）
、绿岛广场（北）、绿岛湖行政服务大厅（东）、禅秀

路（西）、中国陶瓷总部基地（北）、岭南医院（南）
、紫南商贸城总站

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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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辅助公交
南庄地铁接
驳1号线

折返线 新增

登贤大道、南庄大道、南庄

二桥、吉利大道、陶博大道
、吉利大道、南庄二桥、南

庄二桥、南庄大道、

南庄文化中心公交枢纽站、南庄村（东）、南庄三中（东）

、南庄三中（西）、南庄村（西）、地铁南庄站（西）、南
庄文化中心（南）、南庄镇政府（南）、吉利购物广场

（北）、华夏明珠大酒店（西）、华夏陶瓷博览城（西）、
陶博大道南（东）、陶博大道南（西）、华夏陶瓷博览城
（东）、华夏明珠大酒店（东）、吉利购物广场（南）、南

庄镇政府（北）、南庄文化中心（北）、地铁南庄站（东）
、南庄文化中心公交枢纽站

29 基本公交

湖景社区地

铁接驳线
（湾华站）

折返线（文华

中路通车）
新增

彩虹三街、彩虹路、湖景路
、魁奇路、文华中路、深华

路、湖景路、彩虹路、彩虹
三街

璀璨天城公交枢纽站、交通银行门口、平安银行门口、天湖
郦都（西）、环湖花园（西）、湖景路中（西）、华英学校
（西）、弯梁（北）、湾华（北）、中海文华熙岸（西门）

、中海文华熙岸（北门）、佛山实验学校（南）、湖景路中
（东）、富凯国际西门、环湖花园（东）、天湖郦都（东）
、彩虹路（北）、璀璨天城公交枢纽站

29 基本公交

湖景社区地

铁接驳线
（湾华站）

折返线（文华
中路不通车）

新增

彩虹三街、彩虹路、湖景路

、魁奇路、湖景路、彩虹路
、彩虹三街

璀璨天城公交枢纽站、交通银行门口、平安银行门口、天湖

郦都（西）、环湖花园（西）、湖景路中（西）、华英学校
（西）、弯梁（北）、湾华（南）、弯梁（南）、佛陈大桥
（南）、华英学校（东）、湖景路中（东）、富凯国际西门

、环湖花园（东）、天湖郦都（东）、彩虹路（北）、璀璨
天城公交枢纽站

30 基本公交

桂09
林岳市场-桂
城地铁站

保持现状

林岳大道、华山南路、魁奇
路、胜利路、平顺东路、魁

奇路、永安路、南港路、佛
平路、桂平路、南桂路、南

海大道、南新四路、天佑三
路

林岳大道、华山南路、魁奇
路、胜利路、平顺东路、魁

奇路、永安路、南港路、佛
平路、桂平路、南桂路、南

海大道、南新四路、天佑三
路

林岳市场、林岳村委、南福村（定班定点）、东村路口
、西一村、平洲工业园（胜利路）、川亚鞋厂、顺泰路

口、平南顺利市场、胜利村、平洲五斗桥南、平南村委
、省人民医院平洲分院、平洲玉器街、平洲宾馆、桂城
长者颐乐中心、太平路口、平洲立交、平洲公园、平北

村委、桂城街道办事处（富景花园）、平洲中队、平西
路口、蓬涌站、太港城、桂城中学、桂平美食城、深涌
村、依岸康堤花园、怡翠公园、怡翠花园、妇幼保健院

、花苑广场、南约、南海公安局、桂城地铁站

林岳市场、林岳村委、南福村（定班定点）、东村路口、西
一村、平洲工业园（胜利路）、川亚鞋厂、顺泰路口、平南

顺利市场、胜利村、平洲五斗桥南、平洲中心小学、平南村
委、永安路西、平洲玉器街、平洲宾馆、桂城长者颐乐中心
、太平路口、平洲立交、平洲公园、平北村委、桂城街道办

事处（富景花园）、平洲中队、平西路口、蓬涌、太港城、
桂城中学、桂平美食城、深涌村、依岸康堤花园、怡翠公园
、怡翠花园、妇幼保健院、花苑广场、南约、南海公安局、

桂城地铁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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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基本公交

桂09
桂城地铁站-
林岳市场

增加站点

天佑三路、南桂路、桂平路

、佛平路、南港路、永安路
、魁奇路、平顺东路、胜利
路、魁奇路、华山南路、林

岳大道

天佑三路、南桂路、桂平路

、佛平路、南港路、永安路
、魁奇路、平顺东路、胜利
路、魁奇路、华山南路、林

岳大道

桂城地铁站、南海公安局、南约、花苑广场、妇幼保健
院、怡翠花园、怡翠公园、深涌村、桂平美食城、桂城

中学、太港城、蓬涌站、平西路口、平洲中队、桂城街
道办事处（富景花园）、平北村委、平北、平洲公园、

平洲立交、太平路口、桂城长者颐乐中心、平洲宾馆、
平洲玉器街、省人民医院平洲分院、平南村委、平洲一
中、平洲五斗桥南、胜利村、平南顺利市场、顺泰路口

、川亚鞋厂、平洲工业园（胜利路）、三山立交、南海
外国语学校(三山校区)、西一村、东村路口、南福村
（定班定点）、林岳村委、林岳市场

桂城地铁站、南海公安局、南约、花苑广场、妇幼保健院、
怡翠花园、怡翠公园、深涌村、桂平美食城、桂城中学、太

港城、蓬涌、平西路口、平洲中队、桂城街道办事处（富景
花园）、平北村委、平北、平洲公园、平洲立交、太平路口

、桂城长者颐乐中心、平洲宾馆、平洲玉器街、永安路西、
平南村委、平洲中心小学、平洲五斗桥南、胜利村、平南顺
利市场、顺泰路口、川亚鞋厂、平洲工业园（胜利路）、三

山立交、南海外国语学校(三山校区)、西一村、东村路口、
南福村（定班定点）、林岳西站（北）、林岳村委、林岳市
场

31 基本公交

桂12
林岳市场-芳

村客运站总站
路由调整

林岳大道、港口路、三山大

道、花地大道

林岳大道、港口路、三山大

道、花地大道

林岳市场、林岳村委、海怡大桥、环岛南路路口、港口

路南、港口路中、港口路北、禾仰、奕西、三山港中心
小学、平洲立交、沙尾桥、花地大道南、花地大道（海
南村）、渔尾大桥东、麦村、西塱、鹤洞路西、龙溪立

交南（坑口牌坊）、芳村客运站总站

林岳市场、林岳村委、林岳西站（南）、海怡大桥、海怡大

桥、港口南路路口（东）、东沙、环岛南路路口、港口路南
、港口路中、港口路北、禾仰、奕西、三山港中心小学、平

洲立交、沙尾桥、花地大道南、花地大道（海南村）、渔尾
大桥东、麦村、西塱、鹤洞路西、龙溪立交南（坑口牌坊）
、芳村客运站总站

桂12
芳村客运站总
站-林岳市场

路由调整
花地大道、三山大道、港口

路、林岳大道
花地大道、三山大道、港口

路、林岳大道

芳村客运站总站、龙溪立交南（坑口牌坊）、西塱、麦
村、渔尾大桥东、花地大道（海南村）、花地大道南、
沙尾桥、平洲立交、三山港中心小学、奕西、禾仰、港

口路北、港口路中、港口路南、环岛南路路口、海怡大
桥、林岳村委、林岳市场

芳村客运站总站、龙溪立交南（坑口牌坊）、西塱、麦村、
渔尾大桥东、花地大道（海南村）、花地大道南、沙尾桥、
平洲立交、三山港中心小学、奕西、禾仰、港口路北、港口

路中、港口路南、环岛南路路口、东沙、港口南路路口
（西）、林岳西站（北）、林岳村委、林岳市场

32 基本公交 桂12B
保利心语花园
-保利心语花

园

增加站点

三山大道、智丰路、创智路

、科丰路、长江路、港口路
、海怡大桥、石山大道、广

州南站、石山大道、海怡大
桥、港口路、三山大道

三山大道、智丰路、创智路

、科丰路、长江路、港口路
、海怡大桥、石山大道、广

州南站、石山大道、海怡大
桥、港口路、三山大道

保利心语花园、创智路（智丰路口）、科丰路、长江路

东、港口路南、环岛南路路口、海怡大桥、广州南站总
站、海怡大桥、环岛南路路口、港口路南、港口路中、
港口路北、保利心语花园

保利心语花园、创智路（智丰路口）、科丰路、长江路东、

港口路南、环岛南路路口、东沙（西）、港口南路路口
（西）、广州南站总站、港口南路路口（东）、东沙（东）

、环岛南路路口、港口路南、港口路中、港口路北、保利心
语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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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基本公交

211

大沥汽车客运

站-广州南站
总站

增加站点

广云路、广佛路、联河路、
桂澜路、海五路、清风路、

新胜路、南港路、三山大道
、港口路、钟三路、大洲路

、石山大道南

广云路、广佛路、联河路、
桂澜路、海五路、清风路、

新胜路、南港路、三山大道
、港口路、钟三路、大洲路

、石山大道南

大沥汽车客运站、大沥摩托车市场、嘉怡花园、大沥城

区南（新都会）、日发市场、岭南、中大皮革城东、联
河路中、万达广场、海五桂澜路口、益禾公寓、夏南二
大街、富景幼儿园、平北村委、平洲公园、奕西、禾仰

、港口路北、港口路中、港口路南、环岛南路路口、海
怡大桥、广州南站总站

大沥汽车客运站、大沥摩托车市场、嘉怡花园、大沥城区南

（新都会）、日发市场、岭南、中大皮革城东、联河路中、
万达广场、海五桂澜路口、益禾公寓、夏南二大街、富景幼
儿园、平北村委、平洲公园、奕西、禾仰、港口路北、港口

路中、港口路南、环岛南路路口、东沙、港口南路路口
（西）、广州南站总站

211

广州南站总站

-大沥汽车客
运站

增加站点

石山大道南、港口路、三山
大道、南港路、新胜路、清
风路、海五路、桂澜路、联

河路、广佛路、广云路

石山大道南、港口路、三山
大道、南港路、新胜路、清
风路、海五路、桂澜路、联

河路、广佛路、广云路

广州南站总站、海怡大桥、环岛南路路口、港口路南、

港口路中、港口路北、禾仰、奕西、平洲公园、平北村
委、富景幼儿园、夏南二大街、益禾公寓、海五桂澜路
口、千灯湖地铁站、万达广场、联河路中、中大皮革城

东、岭南、日发市场、大沥城区南（新都会）、嘉怡花
园、大沥摩托车市场、大沥汽车客运站

广州南站总站、港口南路路口（东）、东沙、环岛南路路口

、港口路南、港口路中、港口路北、禾仰、奕西、平洲公园
、平北村委、富景幼儿园、夏南二大街、益禾公寓、海五桂
澜路口、千灯湖地铁站、万达广场、联河路中、中大皮革城

东、岭南、日发市场、大沥城区南（新都会）、嘉怡花园、
大沥摩托车市场、大沥汽车客运站

34 基本公交

广州南站快

线

南海快线枢纽
中心-广州南

站总站
增加站点

桂澜路、桂平路、佛平五路

、永安路、三山大道、涌源
南路、环岛西路、平顺东路
、魁奇路、港口路、海怡大

桥、石山大道南

桂澜路、桂平路、佛平五路

、永安路、三山大道、涌源
南路、环岛西路、平顺东路
、魁奇路、港口路、海怡大

桥、石山大道南

南海快线枢纽中心、妇幼保健院、深涌村、桂城中学、
平南市场、省人民医院平洲分院、平洲宾馆、基业花园

北、平南顺利市场、南海外国语学校(三山校区)、海怡
大桥、广州南站总站

南海快线枢纽中心、妇幼保健院、深涌村、桂城中学、平南
市场、永安路西、平洲宾馆、基业花园北、平南顺利市场、

南海外国语学校(三山校区)、东沙、港口南路路口（西）、
广州南站总站

广州南站快

线

广州南站总站
-南海快线枢

纽中心
增加站点

石山大道南、海怡大桥、港

口路、魁奇路、平顺东路、
环岛西路、涌源南路、三山
大道、永安路、佛平五路、

桂平路、桂澜路

石山大道南、海怡大桥、港

口路、魁奇路、平顺东路、
环岛西路、涌源南路、三山
大道、永安路、佛平五路、

桂平路、桂澜路

广州南站总站、海怡大桥、南海外国语学校(三山校区)
、三山立交、平南顺利市场、基业花园北、平洲宾馆、

省人民医院平洲分院、平南市场、桂城中学、深涌村、
妇幼保健院、南海快线枢纽中心

广州南站总站、港口南路路口（东）、东沙、南海外国语学
校(三山校区)、三山立交、平南顺利市场、基业花园北、平

洲宾馆、永安路西、平南市场、桂城中学、深涌村、妇幼保
健院、南海快线枢纽中心

35 基本公交

219
西樵车站-大
沥汽车客运站

增加站点

樵金路、官山二桥、江浦路
、龙津路、人和路、解放路

、南庄大道、紫洞路、小塘
工业大道、罗务路、城南路
、沿江中路、罗湖一路、桂

丹路、禅西大道、机场路、
佛山大道、广佛路、广云路

、松岗大道

樵金路、官山二桥、江浦路
、龙津路、人和路、解放路

、南庄大道、紫洞路、小塘
工业大道、罗务路、城南路
、沿江中路、罗湖一路、桂

丹路、禅西大道、机场路、
佛山大道、广佛路、广云路

、松岗大道

西樵车站、西樵人民医院、轻纺城路口、永安站、佛山

市第五人民医院、南海中学、龙津路口、南庄枢纽站、
华夏陶瓷城西门、过境路口、吉利市场、吉利墟、南庄
医院、南庄文化中心、南庄村、南庄三中、罗园村、紫

南路口、湖涌、岗背村、南庄紫洞、五星社区居委会、
庄步村、一环务庄出入口、东星村、务庄市场、南星村
、十八亩、罗村敬老院、罗村二中、城南路口、城中公

园、文化中心、罗村中心广场、北湖三路、佛山机场、
街边工业大道、联和大道、嘉禾新城、联和乡、佛山市

交通技校、武警支队、富安花园、谢边、曹边、大镇、
良豪、钟边立交、太平村、凤池、大沥商业步行街、嘉
怡花园、大沥摩托车市场、大沥汽车客运站

西樵车站、南海区第四人民医院西、轻纺城路口、永安站、

佛山市第五人民医院、南海中学、龙津路口、南庄枢纽站、
华夏陶瓷城西门、过境路口、吉利市场、吉利墟、南庄医院
、南庄文化中心、地铁南庄站（东）、南庄村、南庄三中、

罗园村、紫南路口、湖涌、岗背村、南庄紫洞、五星社区居
委会、庄步村、一环务庄出入口、东星村、务庄市场、南星
村、十八亩、罗村敬老院、罗村二中、城南路口、城中公园

、文化中心、罗村中心广场、北湖三路、佛山机场、街边工
业大道、联和大道、嘉禾新城、联和乡、佛山市交通技校、

武警支队、富安花园、谢边、曹边、大镇、良豪、钟边立交
、太平村、凤池、大沥商业步行街、嘉怡花园、大沥摩托车
市场、大沥汽车客运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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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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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方向

优化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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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经路段 线路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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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基本公交

219
大沥汽车客运

站-西樵车站
增加站点

松岗大道、广云路、广佛路

、佛山大道、机场路、禅西
大道、桂丹路、罗湖一路、
城中路、城南路、罗务路、

小塘工业大道、紫洞路、南
庄大道、解放路、人和路、

龙津路、江浦路、官山二桥
、樵金路

松岗大道、广云路、广佛路

、佛山大道、机场路、禅西
大道、桂丹路、罗湖一路、
城中路、城南路、罗务路、

小塘工业大道、紫洞路、南
庄大道、解放路、人和路、

龙津路、江浦路、官山二桥
、樵金路

大沥汽车客运站、大沥摩托车市场、嘉怡花园、大沥商
业步行街、凤池、太平村、钟边立交、良豪、大镇、曹
边、谢边、富安花园、武警支队、佛山市交通技校、联

和乡、嘉禾新城、联和大道、街边工业大道、佛山机场
、养正路、北湖三路、南湖一路、文化中心、城南路口
、罗村二中、罗村敬老院、十八亩、南星村、务庄市场

、东星村、一环务庄出入口、庄步村、五星社区居委会
、南庄紫洞、岗背村、湖涌、紫南路口、罗园村、南庄

三中、南庄村、南庄文化中心、南庄医院、吉利市场、
过境路口、华夏陶瓷城西门、龙津路口、佛山市第五人
民医院、永安站、轻纺城路口、西樵人民医院、西樵车

站

大沥汽车客运站、大沥摩托车市场、嘉怡花园、大沥商业步

行街、凤池、太平村、钟边立交、良豪、大镇、曹边、谢边
、富安花园、武警支队、佛山市交通技校、联和乡、嘉禾新

城、联和大道、街边工业大道、佛山机场、养正村、北湖三
路、南湖一路、文化中心、城南路口、罗村二中、罗村敬老
院、十八亩、南星村、务庄市场、东星村、一环务庄出入口

、庄步村、五星社区居委会、南庄紫洞、岗背村、湖涌、紫
南路口、罗园村、南庄三中、南庄村、地铁南庄站（西）、
南庄文化中心、南庄医院、吉利市场、过境路口、华夏陶瓷

城西门、龙津路口、佛山市第五人民医院、永安站、轻纺城
路口、南海区第四人民医院西、西樵车站

36 基本公交

225
佛山西站-西

樵车站
增加站点

招大路、兴业路、、红星路

、三环东路、桂丹路、小塘
工业大道、紫洞路、解放路
、人和路、龙津路、江浦路

、官山二桥、樵金路

招大路、兴业路、、红星路

、三环东路、桂丹路、小塘
工业大道、紫洞路、解放路
、人和路、龙津路、江浦路

、官山二桥、樵金路

佛山西站、招大新招边村、兴业罗穆路口、塘头太平村
、兴业一环路口、威仕印刷厂、佛山植物园、南海燃气

狮山分公司、狮山高级中学、小塘车站、小塘医院、小
塘公园、西堤国际（上林苑）、桃园立交、新境、新境

市场、东方塑料厂、新境黄家村、奇石、奇石小学、西
门村、西门、五星市场、紫洞大桥北、南庄紫洞、岗背
村、湖涌、紫南路口、罗园村、南庄三中、南庄村、南

庄文化中心、南庄医院、吉利市场、过境路口、华夏陶
瓷城西门、龙津路口、佛山市第五人民医院、永安站、
轻纺城路口、西樵人民医院、西樵车站

佛山西站、招大新招边村、兴业罗穆路口、塘头太平村、兴
业一环路口、威仕印刷厂、佛山植物园、南海燃气狮山分公

司、狮山高级中学、小塘车站、小塘医院、小塘公园、西堤
国际（上林苑）、桃园立交、新境、新境市场、东方塑料厂

、新境黄家村、奇石、奇石小学、西门村、西门、五星市场
、紫洞大桥北、南庄紫洞、岗背村、湖涌、紫南路口、罗园
村、南庄三中、南庄村、地铁南庄站（西）、南庄文化中心

、南庄医院、吉利市场、过境路口、华夏陶瓷城西门、龙津
路口、佛山市第五人民医院、永安站、轻纺城路口、南海区
第四人民医院西、西樵车站

225
西樵车站-佛

山西站
增加站点

樵金路、官山二桥、江浦路
、龙津路、人和路、解放路
、紫洞路、小塘工业大道、

桂丹路、三环东路、红星路
、兴业路、招大路

樵金路、官山二桥、江浦路
、龙津路、人和路、解放路
、紫洞路、小塘工业大道、

桂丹路、三环东路、红星路
、兴业路、招大路

西樵车站、西樵人民医院、轻纺城路口、永安站、佛山

市第五人民医院、南海中学、龙津路口、南庄枢纽站、
华夏陶瓷城西门、过境路口、吉利市场、吉利墟、南庄
医院、南庄文化中心、南庄村、南庄三中、罗园村、紫

南路口、湖涌、岗背村、南庄紫洞、紫洞大桥北、五星
市场、西门、西门村、奇石小学、奇石、新境黄家村、

东方塑料厂、桃园立交、西堤国际（上林苑）、小塘公
园、小塘医院、小塘车站、狮山高级中学、南海燃气狮
山分公司、佛山植物园、威仕印刷厂、兴业一环路口、

塘头太平村、兴业罗穆路口、招大新招边村、佛山西站

西樵车站、南海区第四人民医院西、轻纺城路口、永安站、

佛山市第五人民医院、南海中学、龙津路口、南庄枢纽站、
华夏陶瓷城西门、过境路口、吉利市场、吉利墟、南庄医院
、南庄文化中心、地铁南庄站（东）、南庄村、南庄三中、

罗园村、紫南路口、湖涌、岗背村、南庄紫洞、紫洞大桥北
、五星市场、西门、西门村、奇石小学、奇石、新境黄家村

、东方塑料厂、桃园立交、西堤国际（上林苑）、小塘公园
、小塘医院、小塘车站、狮山高级中学、南海燃气狮山分公
司、佛山植物园、威仕印刷厂、兴业一环路口、塘头太平村

、兴业罗穆路口、招大新招边村、佛山西站

37 基本公交

樵15
南庄广场公交
首末站-西樵

车站

延长

解放路、人和路、龙津路、

西樵大桥、江浦东路、官山
二桥、樵高路、北江大堤、

碧霞路、樵金路

登贤大道、南庄大道、龙津

路、西樵大桥、江浦东路、
官山二桥、樵高路、北江大

堤、碧霞路、樵金路

南庄广场公交首末站、吉利市场、过境路口、华夏陶瓷

城西门、龙津路口、佛山市第五人民医院、永安站、四
季康城、江滨路口、凰樵圣堡、崇南窦头南、西樵高级
中学、西樵人民医院南门、西樵人民医院、西樵车站

南庄文化中心枢纽站、地铁南庄站（西）、南庄文化中心

（南）、南庄医院（西）、吉利市场、过境路口、华夏陶瓷
城西门、龙津路口、佛山市第五人民医院、永安站、四季康

城、江滨路口、凰樵圣堡、崇南窦头南、西樵高级中学、南
海区第四人民医院南、南海区第四人民医院西、西樵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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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基本公交

樵15

西樵车站-南

庄广场公交首
末站

延长

樵金路、碧霞路、北江大堤

、樵高路、官山二桥、江浦
东路、西樵大桥、龙津路、

人和路、解放路

樵金路、碧霞路、北江大堤

、樵高路、官山二桥、江浦
东路、西樵大桥、龙津路、

南庄大道、登贤大道

西樵车站、西樵人民医院南门、西樵高级中学、崇南窦
头南、凰樵圣堡、江滨路口、四季康城、新城广场、永

安站、佛山市第五人民医院、南海中学、龙津路口、南
庄枢纽站、华夏陶瓷城西门、过境路口、吉利市场、吉
利墟、南庄广场公交首末站

西樵车站、南海区第四人民医院南、西樵高级中学、崇南窦
头南、凰樵圣堡、江滨路口、四季康城、新城广场、永安站

、佛山市第五人民医院、南海中学、龙津路口、南庄枢纽站
、华夏陶瓷城西门、过境路口、吉利市场、吉利墟、南庄医

院（东）、南庄文化中心（北）、地铁南庄站（东）、南庄
文化中心枢纽站

38 基本公交

樵17（临）
听音湖公交总
站-南庄广场

公交首末站

保持现状

锦湖大道、西江公路、樵园

路、江浦路、官山二桥、樵
金路、龙湾桥、南庄大道、

解放二路

锦湖大道、西江公路、樵园

路、江浦路、官山二桥、樵
金路、龙湾桥、南庄大道、

解放二路

听音湖公交总站、西江公路锦湖大道路口、西樵中学、
樵园、西樵山大酒店、樵园路口、天镇峰公园、江浦路
、荣军医院、南海丝厂、登山大道口、轻纺城路口、西

樵人民医院、西樵车站、龙湾大桥西、隆庆、南庄大道
西、南庄文化中心、南庄广场公交首末站

听音湖公交总站、西江公路锦湖大道路口、西樵中学、樵园
、西樵山大酒店、樵园路口、天镇峰公园、江浦路、荣军医
院、南海丝厂、登山大道口、轻纺城路口、西樵人民医院、

西樵车站、龙湾大桥西、隆庆、南庄大道西、南庄文化中心
、南庄广场公交首末站

樵17（临）
南庄广场公交
首末站-听音

湖公交总站

增加站点

解放路、南庄大道、龙湾桥

、樵金路、官山二桥、江浦
路、樵园路、西江公路、锦

湖大道

解放路、南庄大道、龙湾桥

、樵金路、官山二桥、江浦
路、樵园路、西江公路、锦

湖大道

南庄广场公交首末站、南庄文化中心、南庄大道西、隆
庆、龙湾大桥西、西樵车站、西樵人民医院、轻纺城路
口、新城广场、登山大道口、南海丝厂、荣军医院、江

浦路、樵园路口、西樵山大酒店、樵园、西樵中学、锦
湖大道西江公路路口、听音湖公交总站

南庄广场公交首末站、南庄文化中心、南庄行政服务中心站
（北）、南庄大道西、隆庆、龙湾大桥西、西樵车站、西樵
人民医院、轻纺城路口、新城广场、登山大道口、南海丝厂

、荣军医院、江浦路、樵园路口、西樵山大酒店、樵园、西
樵中学、锦湖大道西江公路路口、听音湖公交总站

39 基本公交

352
陈村大桥

（北）-登洲
路由调整

佛陈路、文登路、环镇路、
华林路、合成路、政和路、

佛陈路

诚业路、华阳南路、后街围

西路、秀圃三路、潭村工业
区一路、文登路、环镇路、

华林路、合成路、政和路、
佛陈路

上行：陈村大桥（北） 、陈村医院（新君悦酒店）、陈

村镇政府、农贸市场 、陈村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中
心小学 、青云中学 、充美村 、绿之彩公司、巨大铝业 
、科达公司 、嘉顺纺织公司 （人力资源市场）、思进

制衣公司 、科达公司、宇宙桥、申菱公司、双洲村、仙
涌村 、庄头路口 、花卉大道、绀村站、大都牌坊、大

都大丰农行、大都小学、佛陈路大都村口站、花卉世界 
、登洲（碧桂花城） 、登洲路口、潭村新村 、潭村公
园 、星星三英、登洲

上行：陈村大桥（北） 、陈村医院（新君悦酒店）、陈村镇
政府、农贸市场 、陈村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中心小学 、
青云中学 、充美村 、绿之彩公司、巨大铝业 、宇宙桥、宇

宙村、仙涌市场、刚智路、仙涌村 、仙涌（庄头路口）、花
卉大道、绀村站、大都牌坊、大都大丰农行、大都小学、佛

陈路大都村口站、花卉世界、潭村卫生站、启蒙二路、绣圃
三路、潭村小学 、星英半岛、登洲

352
登洲-陈村大
桥（北）

路由调整

下行：登洲、星星三英、潭村公园 、潭村新村、花卉世
界、禾渚路口、佛陈路大都村口站、大都小学、大都大

丰农行、大都牌坊、绀村站 、花卉大道 、庄头路口、
仙涌村、双洲村、申菱公司、宇宙桥、科达公司 、思进
制衣公司 、嘉顺纺织公司 （人力资源市场）、科达公

司、巨大铝业、绿之彩公司、充美村、青云中学、中心
小学 、陈村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农贸市场、陈村镇政

府、锦龙站、陈村医院（新君悦酒店）、陈村大桥
（北）

下行：登洲、星英半岛、潭村小学、绣圃三路、启蒙二路、

潭村卫生服务站、花卉世界、禾渚路口、大都小学、大都大
丰农行、大都牌坊、绀村站 、花卉大道 、仙涌（庄头路
口）、仙涌村、刚智路、仙涌市场、宇宙村、宇宙桥、巨大

铝业、绿之彩公司、充美村、青云中学、中心小学 、陈村镇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农贸市场、陈村镇政府、锦龙站、陈村

医院（新君悦酒店）、陈村大桥（北）



佛山地铁2号线一期公交线路接驳方案明细表

序号 服务类型
线路名

称
线路方向

优化措
施

途经路段 线路站点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40 基本公交

353
西淋村-北滘

公园
路由调整

西庄南路、文登路、环镇路
、华林路、合成路、白陈路
、京珠线、林上路、人昌路

兴业四路、白陈路、文登路

、环镇路、华林路、合成路
、缤纷一路、景明路、南涌
路、白陈路、京珠线、林上

路、人昌路

上行：西淋村 、同兴村、庄头医院、庄头市场、庄头路
口、刚智路、仙涌市场、宇宙村、宇宙桥、巨大铝业、
永兴北三路、永兴镇北村、陈村职业中学、青云中学、

中心小学、陈村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农贸市场、陈村
镇政府、锦龙站、顺联广场、南涌站、广珠路陈村路口
、半岛碧桂园、君兰高尔夫生活村（益丰公园）、林头

村、林头西、北滘医院、北滘公园

上行：碧桂园印象花城、成业四路、国通大道东、国通物流
、白陈路石洲村、平康路口、石洲、申菱公司、宇宙桥、巨
大铝业、永兴北三路、永兴镇北村、陈村职业中学、青云中

学、中心小学、陈村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农贸市场、陈村
镇政府、缤纷一路东、景明路、缤纷二路东、南涌站、广珠
路陈村路口、半岛碧桂园、君兰高尔夫生活村（益丰公园）

、林头村、林头西、北滘医院、北滘公园

353
北滘公园-西

淋村
路由调整

下行：北滘公园、北滘医院、林头西、林头村、君兰高

尔夫生活村（益丰公园）、半岛碧桂园、广珠路陈村路
口、南涌站、顺联广场、陈村镇政府、农贸市场、陈村
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心小学、青云中学、陈村职业

中学、永兴镇北村、永兴北三路、巨大铝业、宇宙桥、
宇宙村、仙涌市场、刚智路、仙涌村、庄头路口、庄头
市场、庄头医院 、同兴村、西淋村

下行：北滘公园、北滘医院、林头西、林头村、君兰高尔夫

生活村（益丰公园）、半岛碧桂园、广珠路陈村路口、南涌
站、缤纷二路东、景明路、锦龙站、陈村镇政府、农贸市场
、陈村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心小学、青云中学、陈村职

业中学、永兴镇北村、永兴北三路、巨大铝业、宇宙桥、申
菱公司、石洲、平康路口、文登路口、白陈路石洲村、国通
物流、国通大道东、成业四路、碧桂园印象花城

41 基本公交 357
港隆国际（中
山公园）-花
卉世界总站

路由调整

陈勤路、新栏路、佛陈路、
政和路、合成路、华林路、

环镇路、Y222、白陈路、文
登路、花卉大道、

陈勤路、新栏路、佛陈路、
政和路、合成路、华林路、

环镇路、Y222、白陈路、西
园坊路、文登路、西庄南路

上行：港隆国际（中山公园）、新墟市场、陈惠南纪念

中学、勒竹公园、陈惠南纪念中学、新墟市场、新栏路
、海港花园、南涌市场、南涌村、南涌站、顺联广场、
陈村镇政府、农贸市场、陈村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

心小学、青云中学、充美村、绿之彩公司、巨大铝业、
科达公司、思进制衣公司、顺联机械城、仙涌大道路口
、白陈路文海站、文登路口、白陈路石洲村、国通物流

、国通食材世界、国通物流、白陈路石洲村、平康路口
、大涌村、双洲村、仙涌村、庄头路口、花卉大道、月

字路、兰花生物科技园、百合路、兰花路、盆景世界、
牡丹路、花卉世界总站

上行：勒竹公园、陈惠南纪念中学、新墟市场、新栏路、海
港花园、南涌市场、南涌村、南涌站、顺联广场、陈村镇政

府、农贸市场、陈村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心小学、青云
中学、充美村、绿之彩公司、巨大铝业、科达公司、思进制
衣公司、顺联机械城、仙涌大道路口、石洲文海村、平康村

、平康路口、石洲、双洲村、仙涌村、仙涌（庄头路口）、
庄头市场、庄头医院、同兴村、西淋村

41 基本公交 357

花卉世界总站

-港隆国际
（中山公园）

路由调整

陈勤路、新栏路、佛陈路、
政和路、合成路、华林路、

环镇路、Y222、白陈路、文
登路、花卉大道、

陈勤路、新栏路、佛陈路、
政和路、合成路、华林路、

环镇路、Y222、白陈路、西
园坊路、文登路、西庄南路

下行：花卉世界总站、牡丹路、盆景世界、兰花路、百
合路、兰花生物科技园、月字路、花卉大道、庄头路口

、仙涌村、双洲村、大涌村、平康路口、文登路口、白
陈路石洲村、国通物流、国通食材世界、国通物流、白
陈路石洲村、文登路口、白陈路文海站、仙涌大道路口

、顺联机械城、思进制衣公司、科达公司、巨大铝业、
绿之彩公司、充美村、青云中学、中心小学、陈村镇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农贸市场、陈村镇政府、锦龙站、顺
联广场、南涌站、南涌村、南涌市场、海港花园、新栏
路、新墟市场、陈惠南纪念中学、勒竹公园、陈惠南纪

念中学、新墟市场、港隆国际（中山公园）

下行：西淋村、同兴村、庄头医院、庄头市场、仙涌村、双
洲村、石洲、平康路口、平康村、石洲文海村、仙涌大道路
口、顺联机械城、思进制衣公司、科达公司、巨大铝业、绿

之彩公司、充美村、青云中学、中心小学、陈村镇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农贸市场、陈村镇政府、锦龙站、顺联广场、南

涌站、南涌村、南涌市场、海港花园、新栏路、新墟市场、
陈惠南纪念中学、勒竹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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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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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基本公交

500 往佛山西站 增加站点
樵高公路、崇民西路、登贤
大道、罗村大道

樵高公路、崇民西路、登贤
大道、罗村大道

高明客运站、七星岗公园、高明中医院、文华市场、太
平路口、西樵汽车站公交站、紫南路口、佛山西站

高明客运站、七星岗公园、高明中医院、文华市场、太平路

口、西樵汽车站公交站、地铁南庄站（东） 、紫南路口、佛
山西站

500 往高明客运站 增加站点
罗村大道、登贤大道、崇民
西路、樵高公路

罗村大道、登贤大道、崇民
西路、樵高公路

佛山西站、紫南路口、西樵汽车站公交站、太平路口、
文华市场、高明中医院、七星岗公园、高明客运站

佛山西站、紫南路口、西樵汽车站公交站、地铁南庄站(西）
、太平路口、文华市场、高明中医院、七星岗公园、高明客
运站

43 基本公交

禅城-高明

（非直达）
往高明汽车站 增加站点 和平路、跃进路 和平路、跃进路

佛山城巴总站、佛山中医院（西）、环球国际广场
（西）、佛山科技学院（西）、石湾客运站（西）、中
国陶瓷城（西）、陶都（西）、石南大桥（北）、南庄

大道东（北）、高速公路口（北）、华夏陶瓷博览城
（西）、登山大道口(北）、长堤路（北）、樵园路口

（北）、黄飞鸿纪念馆（北）、官太路口（西）、南海
发电厂（西）、溢达南（北）、高明汽车站

佛山城巴总站、佛山中医院（西）、环球国际广场（西）、
佛山科技学院（西）、石湾客运站（西）、中国陶瓷城
（西）、石湾公园站（西）、陶都（西）、石南大桥（北）

、南庄大道东（北）、高速公路口（北）、华夏陶瓷博览城
（西）、登山大道口(北）、长堤路（北）、樵园路口（北）

、黄飞鸿纪念馆（北）、官太路口（西）、南海发电厂
（西）、溢达南（北）、高明汽车站

禅城-高明

（非直达）

往佛山城巴总

站
增加站点 镇中路、江湾路 镇中路、江湾路

高明汽车站、溢达南（南）、南海发电厂（东）、官太
路口（东）、黄飞鸿纪念馆（南）、樵园路口（南）、
长堤路（南）、登山大道口（南）、华厦陶瓷城西门

（西）、高速公路口（南）、南庄大道东（南）、中国
陶瓷城（东）、石湾客运站（东）、佛山科技学院
（东）、环球国际广场（东）、佛山中医院B站（东）、

佛山城巴总站

高明汽车站、溢达南（南）、南海发电厂（东）、官太路口
（东）、黄飞鸿纪念馆（南）、樵园路口（南）、长堤路
（南）、登山大道口（南）、华厦陶瓷城西门（西）、高速

公路口（南）、南庄大道东（南）、中国陶瓷城（东）、石
湾公园A站（东）、石湾客运站（东）、佛山科技学院（东）
、环球国际广场（东）、佛山中医院B站（东）、佛山城巴总

站

44 基本公交 城巴1号线 往高明七星岗 路由调整 南庄二马路 解放路、南庄一桥、人和路

火车站、旋宫酒店、祖庙B站、祖庙路、儿童活动中心、
东建世纪广场B站、市一医院B站、华远东路口A站、绿景

一路、惠景城、丽日豪庭、番村南、飞驰厂、美术陶瓷
厂、上元、高速公路口、南庄中学、南庄大道中、吉利
购物广场、南庄中队、华夏陶瓷城西门、佛山市第五人

民医院、永安站、登山大道口、荣军医院、江浦西路中
、樵园路口、听音湖、岭西村委会、黄飞鸿武术馆、岭

西禄舟村、樵高路官太路口、白沙岗、海舟村委会、三
乡市场、新田小学、新田南村(南海发电一厂)、溢达东
、客运港、文华市场、区一中、中医院、兴华市场、七

星岗公园

火车站、旋宫酒店、祖庙B站、祖庙路、儿童活动中心、东建

世纪广场B站、市一医院B站、华远东路口A站、绿景一路、惠
景城、丽日豪庭、番村南、地铁沙岗站（北）、美术陶瓷厂

、上元、高速公路口、南庄中学、南庄大道中、南庄文化中
心、南庄医院、吉利市场、过境路口、华夏陶瓷城西门、佛
山市第五人民医院、永安站、登山大道口、荣军医院、江浦

西路中、樵园路口、听音湖、岭西村委会、黄飞鸿武术馆、
岭西禄舟村、樵高路官太路口、白沙岗、海舟村委会、三乡
市场、新田小学、新田南村（南海发电一厂）、溢达东、客

运港、文华市场、区一中、中医院、兴华市场、七星岗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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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基本公交 城巴1号线 往火车站 路由调整 南庄二马路 人和路、南庄一桥、解放路

七星岗公园、兴华市场、中医院、区一中、文华市场、
客运港、溢达东、新田南村(南海发电一厂)、新田小学
、三乡市场、海舟村委会、白沙岗、樵高路官太路口、

黄飞鸿武术馆、岭西村委会、听音湖、樵园路口、江浦
西路中、荣军医院、登山大道口、永安站、佛山市第五

人民医院、华夏陶瓷城西门、南庄中队、吉利购物广场
、南庄大道中、南庄中学、高速公路口、上元、美术陶
瓷厂、飞驰厂、番村南、丽日豪庭、惠景城、绿景一路

、华远东路口、南大道公交枢纽站（禅城区政府）、东
建世纪广场站、儿童活动中心、祖庙路、祖庙B站、旋宫
酒店、汽车站B站、火车站

七星岗公园、兴华市场、中医院、区一中、文华市场、客运
港、溢达东、新田南村（南海发电一厂）、新田小学、三乡
市场、海舟村委会、白沙岗、樵高路官太路口、黄飞鸿武术

馆、岭西村委会、听音湖、樵园路口、江浦西路中、荣军医
院、登山大道口、永安站、佛山市第五人民医院、华夏陶瓷

城西门、过境路口、吉利市场、南庄医院、南庄文化中心、
南庄大道中、南庄中学、高速公路口、上元、美术陶瓷厂、
地铁沙岗站（南）、番村南、丽日豪庭、惠景城、绿景一路

、华远东路口、岭南大道公交枢纽站（禅城区政府）、东建
世纪广场、儿童活动中心、祖庙路、祖庙B站、旋宫酒店、汽
车站B站、火车站

45 基本公交
高明至滘口

线
往广州滘口 增加站点 解放二路、南庄大道

解放二路、南庄村大道（北
行）、南庄村大道（西行）
、登贤大道、南庄大道

高明客运站、溢达南、新田小学、海舟村、永安商场、

龙津站、吉利市场、南庄镇政府、高速公路口、溶洲路
口、陶都、石湾客运站、佛山科技学院、佛山大桥（乐
安）、机场路口、太平村、大沥城区南（新都会）、江

夏村、平安、嘉州广场、滘口汽车客运站

高明客运站、溢达南、新田小学、海舟村、永安商场、龙津

站、吉利市场、地铁南庄站（东）、南庄镇政府、高速公路
口、溶洲路口、陶都、石湾公园站、佛山科技学院、佛山大
桥（乐安）、机场路口、太平村、大沥城区南（新都会）、

江夏村、平安、嘉州广场、滘口汽车客运站

45 基本公交
高明至滘口

线
往高明客运站 增加站点 南庄大道、解放二路

南庄大道、南庄村大道（北
行）、南庄村大道（西行）
、登贤大道、南庄大道、解

放二路

滘口汽车客运站、嘉州广场、平安、江夏村、大沥城区
南（新都会）、太平村、机场路口、佛山大桥（乐安）

、佛山科技学院、石湾客运站、陶都、溶洲路口、高速
公路口、南庄镇政府、吉利市场、龙津站、永安商场、
海舟村、新田小学、溢达南、高明客运站

滘口汽车客运站、嘉州广场、平安、江夏村、大沥城区南
（新都会）、太平村、机场路口、佛山大桥（乐安）、佛山

科技学院、石湾公园站、陶都、溶洲路口、高速公路口、南
庄镇政府、地铁南庄站（西）、吉利市场、龙津站、永安商
场、海舟村、新田小学、溢达南、高明客运站

46 辅助公交

南庄镇湖涌
片区网约巴

士

往湖涌村 新增 网约巴士，无固定走向

中国陶瓷基地、紫南商贸城、岭南医院、紫南文化广场、紫
南路中、紫南足球场、桥头村、紫南石陆村、清湖公园、紫
洞墟、紫洞村总站、紫洞村委、南庄紫洞、岗背村、湖涌、

湖涌路口、湖涌村、紫南艺术苑、紫南村史馆、洛神民宿、
佛山外国语学校（初中部）

南庄镇湖涌
片区网约巴

士
往湖涌地铁站 新增 网约巴士，无固定走向

中国陶瓷基地、紫南商贸城、岭南医院、紫南文化广场、紫

南路中、紫南足球场、桥头村、紫南石陆村、清湖公园、紫
洞墟、紫洞村总站、紫洞村委、南庄紫洞、岗背村、湖涌、
湖涌路口、湖涌村、紫南艺术苑、紫南村史馆、洛神民宿、

佛山外国语学校（初中部）

47 辅助公交

南庄地铁接

驳3号线
往阿侬湾景区 新增 季华西路、禅港西路 中国陶瓷总部基地站、阿侬湾农耕文化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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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辅助公交

南庄地铁接
驳3号线

往湖涌地铁站 新增 禅港西路、季华西路 阿侬湾农耕文化园、中国陶瓷总部基地站

48 辅助公交
南庄地铁接
驳2号线

折返线 新增
禅港西路-君子大道-罗南大
道-南庄大道-罗南大道-君
子大道-禅港西路

禅港西路总站、禅港西路南（西）、隆庆（北）、罗南村
（南）、罗南幼儿园（东）、南庄大道西（南）、南庄文化
中心（南）、南庄镇政府（南）、南庄大道一环路口（南）

、南庄道班（南）、南庄大道中（南）、南庄中学（南）、
高速公路口（南）、高速公路口（北）、南庄中学（北）、
南庄大道中（北）、南庄道班（北）、南庄大道一环路口

（北）、南庄镇政府（北）、南庄文化中心（北）、南庄行
政服务中心（北）、南庄大道西B站（北）、罗南幼儿园

（北）、罗南村（北）、隆庆（南）、禅港西路南（东）、
阿农湾农耕文化园（西）、禅港西路总站

49 基本公交 樵04

西樵河岗-南

庄广场公交首
末站

保持现状

河岗大道、百业大道西、百
业大道东、樵乐路、民康大

桥、崇民西路、龙湾大桥、
南庄大道、解放二路

河岗大道、百业大道西、百
业大道东、樵乐路、民康大

桥、崇民西路、龙湾大桥、
南庄大道、解放二路

西樵河岗、河溪村、河溪桥、樵兴路口、创业路口、西
樵工业园管委会、西樵工业园市场、百业大道东（雄科
厂）、百西村头村、百东市场、百东村委会、百东回环

、旧樵丹路口、新地村、云教市场、祖仁村、罗家村口
、民乐市场、民乐桥脚、藻尾村口、恒邦广场、龙湾大
桥西、隆庆、南庄大道西、南庄文化中心、南庄广场公

交首末站

西樵河岗、河溪村、河溪桥、樵兴路口、创业路口、西樵工

业园管委会、西樵工业园市场、百业大道东、百西村头村、
百东市场、百东村委会、百东回环、樵乐路西入口、新地村

、云教市场、祖仁村、罗家村口、民乐市场、民乐桥脚、藻
尾村口、恒邦广场、龙湾大桥西、隆庆、南庄大道西、南庄
文化中心、南庄广场公交首末站

49 基本公交 樵04
南庄广场公交
首末站-西樵

河岗

增加站点

解放路、南庄大道、龙湾大
桥、崇民西路、民康大桥、

樵乐路、百业大道东、百业
大道西、河岗大道

解放路、南庄大道、龙湾大
桥、崇民西路、民康大桥、

樵乐路、百业大道东、百业
大道西、河岗大道

南庄广场公交首末站、南庄文化中心、南庄大道西、隆

庆、龙湾大桥西、恒邦广场、藻尾村口、民乐桥脚、民
乐市场、罗家村口、祖仁村、云教市场、新地村、旧樵
丹路口、百东回环、百东村委会、百东市场、百西村头

村、百业大道东（雄科厂）、西樵工业园市场、西樵工
业园管委会、创业路口、樵兴路口、河溪桥、河溪村、
西樵河岗

南庄广场公交首末站、南庄行政服务中心站（北）、南庄大
道西、隆庆、龙湾大桥西、恒邦广场、藻尾村口、民乐桥脚
、民乐市场、罗家村口、祖仁村、云教市场、新地村、樵乐

路西入口、百东回环、百东村委会、百东市场、百西村头村
、百业大道东、西樵工业园市场、西樵工业园管委会、创业

路口、樵兴路口、河溪桥、河溪村、西樵河岗

50 基本公交

133高峰短线 往万科城 增加站点

季华路、季华西路、禅港路

、科海路、禅秀路、季华西
路、登贤大道、南庄大道、
解放路、人和路、沿江路

季华路、季华西路、禅港路

、科海路、禅秀路、季华西
路、登贤大道、南庄大道、
解放路、人和路、沿江路

华宝路口（北）、季华大桥东（北）、绿岛广场（北）
、绿岛湖行政服务大厅（东）、科海路（北）、科海路

西（北）、禅秀路（西）、永利达广场（北）、堤田员
工村（北）、一环季华西路口（北）、中国陶瓷总部基
地（北）、紫南路口（西）、罗园村（西）、南庄三中

（西）、南庄村（西）、南庄文化中心（南）、南庄医
院（西）、吉利水闸（北）、万科城

华宝路口（北）、地铁智慧新城站（北）、季华大桥东
（北）、绿岛广场（北）、绿岛湖行政服务大厅（东）、科

海路（北）、科海路西（北）、禅秀路（西）、永利达广场
（北）、堤田员工村（北）、一环季华西路口（北）、中国
陶瓷总部基地（北）、紫南路口（西）、罗园村（西）、南

庄三中（西）、南庄村（西）、地铁南庄站（西）、南庄文
化中心（南）、南庄医院（西）、吉利水闸（北）、万科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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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基本公交

133高峰短线 往华宝路口 增加站点

沿江路、人和路、解放路、

南庄大道、登贤大道、季华
西路、季华路

沿江路、人和路、解放路、

南庄大道、登贤大道、季华
西路、季华路

万科城、吉利水闸（南）、吉利墟（东）、南庄医院
（东）、南庄文化中心（北）、南庄村（东）、南庄三

中（东）、罗园村（东）、紫南路口B站（东）、中国陶
瓷总部基地（南）、堤田员工村（南）、永利达广场

（南）、季华西路（南）、绿岛广场（南）、季华大桥
东（南）、华宝路口

万科城、吉利水闸（南）、吉利墟（东）、南庄医院（东）
、南庄文化中心（北）、地铁南庄站（东）、南庄村（东）
、南庄三中（东）、罗园村（东）、紫南路口B站（东）、中

国陶瓷总部基地（南）、堤田员工村（南）、永利达广场
（南）、地铁绿岛湖站（南）、季华西路（南）、绿岛广场
（南）、季华大桥东（南）、地铁智慧新城站（南）、华宝

路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