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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五一”假期是 PLUS加长版，而且高速公路七座以下小型客车免收通行费。东

莞交警部门根据数据研判分析，梳理了东莞及高速路一批易发生拥堵的路段，并针对性地

公布绕行方案。 出门不想人从众，赶紧收好这份出行攻略吧。

东城：

5 月 1 日~4 日是群众集中前往黄旗

山公园、虎英公园、同沙生态园的高峰，10：

00~16：00是游玩高峰。 其他大型广场每

天 10：00 至 20：00，人车流剧增。

应对措施：

“五一” 期间可能拥堵

是旗峰路、东城中路、莞长路、环城路、

鸿福东路，三大公园及民盈国贸城、万达、

星河城广场周边路段， 建议多坐公共工

具，危险路段、事故多发点是环城路。

大岭山：

五一假期， 大岭山镇辖区因 G107

的车流量较大，常虎高速出入口路段可

能出现交通拥堵， 受车流集中影响，4

月 30 日下午和晚上可能出现严重交通

拥堵。另外，五一假期，由于大岭山森林

公园属于旅游景点，预计较多游客将前

往大岭山森林公园游玩，因此与大岭山

森林公园连接的大岭山大道、拥军路将

会出现交通拥堵情况，主要拥堵时间段

为 13 时~17 时。

绕行提示：

1.由大岭山往长安方向

的车辆，可以由 G107 大塘跨线桥底经

大塘村道左转进入厚大路，然后再进入

G107 杨屋路段。

2. 由大岭山进入常虎高速入口的

车辆，北上广州方向的绕行厚大路由厚

街入口进入京港澳高速， 或者经 G107

进入环城路北上。 前往深圳方向的车

辆，可绕行石大路，经珠三角环线高速

石大路入口前往深圳方向。

麻涌：

易出现交通拥堵的路

段为：

1、华阳湖湿地公园

绕行方案： 景区人流量、 车流量增

多，进入景区的主干道兴华路易发生拥堵，

建议司机绕道西环路或兴南路通行。

2、古梅北路

绕行方案： 建议司机绕行沿江西

路→商业路→古梅路→建设路，或者绕

行麻三工业区路段→广麻大道。

3、兴华路

绕行方案： 建议司机绕行广麻大

道→兴南路→西环路。

4、广深高速麻涌收费站入口

绕行方案： 建议司机绕行麻涌大

道→水乡大道→沿江高速或： 中麻公

路→G107 国道

（广深大道）

。

1

、虎岗高速五点梅路段（往广州方向）

绕行方案：前方广深高速车流量较大，建议司机沿莞

佛高速新联支线往厚街、广州方向行驶；或者提前从大岭

山收费站出口下高速，从莞长路（107 国道）绕道行驶。

2

、虎岗高速大岭山收费站至龙大高速互通路段（往

惠州、深圳方向）

绕行方案：因龙大高速匝道口车流量大、通行缓慢，

建议司机沿虎岗高速继续往前行驶转入莞深高速前往深

圳。

3

、虎岗高速冷水坑路段（往惠州方向）

绕行方案：注意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路段，请司机服从

现场民警指挥、有序轮候通行；或者提前从樟木头收费站

出口、 谢岗收费站出口下高速， 从地方公路绕行前往惠

州。

4

、莞深高速大朗路段（双方向）

绕行方案：该路段因靠近松山湖景区，高峰时段易拥

堵。正往广州、东莞市区方向行驶的车辆遇拥堵可提前转

入潮莞高速

（往惠州方向）

至莞樟路收费站下高速，从莞

樟路绕行； 正往深圳方向行驶的车辆遇拥堵可提前在石

大路收费站出口下高速，走地方公路前往深圳。

5

、莞深高速连接广州路段（往广州、增城方向）

绕行方案：由于经该路段前往广州的车辆大幅增加，

节日启程高峰时段易出现交通缓行， 司机遇缓行路况可

从石碣收费站出口下高速转 107 国道前往广州。

1、莞番高速一期已正式开通，居住在沙田的市民可

通过沙田东互通立交进入莞番高速， 后直接驶入南沙大

桥；也可通过沙田互通进入广深沿江高速，经沙田枢纽立

交驶入南沙大桥。

2、厚街及其它区域居民可通过广深高速、广深沿江

高速进入莞番高速，然后驶入南沙大桥。

3、南沙大桥往返深圳方向：车辆从南沙大桥通过广

深沿江高速往返深圳。

4、南沙大桥往返虎岗高速方向：车辆从南沙大桥经

莞番高速、广深高速、虎门港支线或五点梅支线往返虎岗

高速方向。

5、南沙大桥往返虎岗高速方向：车辆从南沙大桥经

莞番高速、广深高速、虎门港支线或五点梅支线往返虎岗

高速方向。

6、南沙大桥往返广深高速北行方向（湖南、江西方

向）： 车辆从南沙大桥经莞番高速往返广深高速北行方

向。

高速公路绕行方案

东莞高速易出现交通拥堵的路段为：

南沙大桥路段

（莞番高速一期驶入南沙大桥的路线指南）

东华、光明、翰林

三大校区假期交

通管制时间调整

五一假期将至， 根据国家规定，5 月 1

日~4 日 4 天为五一假期，同时，4 月 28

（周

日）

和 5 月 5 日

（周日）

上班。 为配合东莞全

市各中小学五一节放假时间，将对东华

（东城

校区）

、光明、翰林三大校区交通管制时间根据

各学校上课时间不同，进行相应调整。

东华-光明校区：4 月 28 日

（周日）

、5

月 3 日

（周五 ）

、5 日

（周日 ）

不实施交通管

制，4 月 26 日

（周五）

、27日

（周六）

、29日

（周

一）

、30日

（周二）

、5月 4日

（周六）

实施交通管

制；翰林校区：翰林校区 4月 26日

（周五）

、27

日

（周六）

、28日

（周日）

、5月 3日（周五）、5日

（周日）不实施交通管制，4月 29日

（周一）

、30

日

（周二）

、5 月 4 日

（周六）

实施交通管制。

下周将恢复原定交通管制时间。

届时， 交警部门将对以下路段实行交

通管制：东华

（东城）

、光明校区周边交通管

制区域： 莞长路-八一路-光明二路-光明

三路-环城南路-林政路-光明路连接范围

以内区域

（含上述道路，莞长路、八一路、环

城南路除外）

； 翰林校区周边交通管制区

域： 环城西路-学校东侧支路-创业工业

路-东江岸边景观路连接范围以内区域

（含上述道路）

。

“五一”期间高速公

路禁止危险货物运输车

辆通行

4 月 28 日记者从东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获悉，根

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调整 2019 年劳动节假期安排的

通知》， 现对五一假期省内高速公路禁止危险货物运输

车辆通行时间调整如下： 限行时间由 5 月 1 日零时至

24 时调整为 4 月 30 日零时至 5 月 4 日 24 时。

东莞交警介绍， 所谓危险货物， 是指具有爆炸、易

燃、毒害、感染、腐蚀等危险特性，在道路运输过程中，容

易造成人身伤亡，环境污染或者财产损毁而需要特别防

护的物质、材料或者物品。危险货物以列入《危险货物品

名表》（GB12268）的为准。 凡是运输上述物质、材料或者

物品的车辆在五一假期期间均禁止在高速上行驶。

东莞 边检

送上快捷通关

小贴士

据东莞边检预报， 五一小长假前后，

虎门太平口岸将迎来大批出入境旅客，4

月 25 日将逐步进入高峰， 客流高峰集中

于 4 月 25 日至 4 月 30 日，其中，28 号

（周

日）

为团体出境最高峰。高峰期日均有 4~5

个团体出行，平均团人数超 40 人，比平时

增长近 50%。 本次五一出行旅行团的目的

地，从以往的集中于东南亚新马泰，拓展

到迪拜、美国、越南、澳洲等地区，比往时

更加多样化。 同时，由于广交会、中国（虎

门）纺织交易会等展会活动，近期入境外

籍旅客数量持续增长。

为确保旅客顺畅通关，东莞边检积极

落实国家移民管理局“放管服”改革相关

便民举措，启动假期高峰勤务模式，提前

与客运公司联络，掌握客流动态，开足验

放通道，缩短旅客候检时间。

同时，根据出境旅行团多、入境外籍

旅客多的分布情况，边检部门在原有的设

置上， 在出境大厅增加团体旅客通道，在

入境增加外籍旅客旅客，通过 LED 电子显

示屏对通道进行划分， 疏导旅客分流，确

保在高峰时段也能全力保障中国公民通

关排队不超过 30 分钟。

考虑到小长假，家庭出行较多，老年

及带幼儿旅客增加，东莞边检增派台外力

量，帮扶有需要的旅客通关，同时开设特

别通道，积极落实保障 60 周岁以上老人、

带幼儿的旅客和残障人士能快速出入境，

免排优先通关。

避堵

东莞市镇街易堵路段

绕行 交管

过关

禁行

高速路况监控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