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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城市簡介-

城市地位

➢ 深圳是中國改⾰革開放建立的第⼀一個經濟特區，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視窗，已發展為有⼀一定影響⼒力力的國際化城市。

⼈人均資料

➢ 2017年年   ⼈人均GDP超17萬元，全國副省級以上城市⾸首位。

➢ 2017年年   ⼈人均可⽀支配收入達52980元，增長8.8%左右。

總量量數據

➢ 2017年年   GDP總量量超過2.2萬億元，超越香港，全國排名第三，僅次於北京上海海。最新常住⼈人⼝口1077萬⼈人。

➢ 2017年年   社會消費零售總額6020億元。

➢ 2017年年   深圳新增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3193家，累計達1.12萬家，新增全職院⼠士12名、“千⼈人計畫”66名、“孔雀計畫”團

隊30個，全年年共引進各類⼈人才26.3萬名、增長42%。出臺加強智慧財產權保護36條，獲國家科技獎15項，獲中國專利利⾦金金

獎5項、占全國1/5，有效發明專利利5年年以上維持率在85%以上、居全國第⼀一。

➢ 2017年年   PCT專利利申請量量全國第⼀一，全球僅次於東京，領先矽⾕谷彰顯深圳速度+深圳潛⼒力力。

⼴广州 上海海 北京 深圳 

34.75 35.26 33.81 35.61

88.94 89.41 91.49 90.16

户外媒体 地铁媒体

⼀一線城市⼾戶外廣告⽇日到達率對比

資料來來源：CTR及官⽅方公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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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機場鉑⾦金金商圈

2. ⼤大學城商圈

3. 前海海⾃自貿區商圈

4. 後海海商圈

5. ⾼高新產業區

6. 旅遊商圈

7. 濱海海觀光商圈

8. ⾞車車公廟商圈

9. 福⽥田CBD

10.市⺠民中⼼心商圈

11.公務員商圈

12.⾼高鐵商圈

13.阪⽥田⾼高新區

14.華強北商圈

15.皇崗⼝口岸商圈

16.老街商圈

17.羅湖CBD

18.火⾞車車站商圈

18⼤大核⼼心商圈



 

 

 

寶安中⼼心前海海商圈
⾼高速發展的深圳新城市中⼼心，⾼高檔住
宅區、甲級寫字樓樓、⼤大型百貨商場紛
紛入駐。

華僑城商圈
擁有世界之窗、歡樂穀
的深圳娛樂中⼼心。

香蜜湖、
⾞車車公廟商圈
重要商務區，⾼高檔寫字樓樓
林林立。區域內密佈著銀⾏行行
⼤大廈和⾼高檔社區。

福⽥田CBD
兩兩⼤大中央商務區之
⼀一，購物、會展、
娛樂中⼼心。

華強北、
⼤大劇院商圈
“中國電⼦子第⼀一街”，集聚
商務、購物、娛樂多種功
能的重要商圈。

羅湖、⼤大劇院商圈
兩兩⼤大中央商務區之⼀一，城市地標毗
鄰⽽而立。⾼高端購物聖地。

火⾞車車站商圈
重要的鐵路路交通樞紐及
來來往香港的⼝口岸。

深⼤大⾼高新園商圈
以騰訊為代表，覆蓋⾼高新科
技、電⼦子商務、⾦金金融業⾼高精尖
⼈人才。

羅寶線
-財-富-⼤大-道-
是⼀一條集商務、旅遊、購物、休

閒娛樂於⼀一體的綜合性黃⾦金金線

路路，是深圳地鐵的旗艦線路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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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口線
-價-值-⾼高-地-
穿過深圳多處⾼高檔住宅區、是名

副其實的“財富之路路”，同時也串串聯聯

了了深圳多處重要的商業中⼼心和⾏行行

政、⽂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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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口⾃自貿區商圈
深圳市重點發展區，擁有⾚赤灣
港、蛇⼝口港兩兩⼤大碼頭，其中蛇
⼝口港是通往香港、澳⾨門的重要
海海上客運樞紐，周圍⾼高端住宅
林林立。

後海海商圈
南⼭山區商務、購物、娛樂
中⼼心。⾼高檔寫字樓樓、購物
中⼼心和種類繁多的餐飲娛
樂服務遍佈。

華僑城商圈
擁有世界之窗、歡樂
穀的深圳娛樂中⼼心。

福⽥田市政中⼼心
⾏行行政、⽂文化中⼼心，市政府、⼈人
⼤大所在地，位於福⽥田CBD北
側，寫字樓樓密集。

華強北、⼤大劇院商圈
“中國電⼦子第⼀一街”，集聚商務、購物、
娛樂多種功能的重要商圈。

羅湖商圈
兩兩⼤大中央商務區之⼀一，
城市地標毗鄰⽽而立。⾼高
端購物聖地。

福⽥田⾼高端住
宅商圈
名校資源加⾼高端住宅
商圈。



環中線
-未-來來-之-路路-
覆蓋了了深圳中⼼心城區周邊多處核⼼心產

業園區、⽩白領密集的居住區和重要的

交通樞紐，聚集了了有很強消費欲望的

能⼒力力的年年輕城市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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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安中⼼心商圈
⾼高速發展的深圳新城市中⼼心，⾼高檔住宅區、
甲級寫字樓樓、⼤大型百貨商場紛紛入駐。

前海海商圈
寶安區傳統的⾏行行政、商
業、娛樂、⽣生活中⼼心，
是寶安區社區、商場最
密集的地區。

⻄西麗商圈
⼤大學城和產學研基
地。清華、北⼤大等⾼高
校研究⽣生院彙集，也
是樓樓盤眾多的宜居之
地。

⾼高鐵商圈
深圳北站⾼高鐵樞紐中⼼心，
距離福⽥田中⼼心區僅有1０多
分鐘⾞車車程，是深圳城市重
⼼心北移的重點區域，已形
成⼤大規模的社區。

布吉商圈
毗鄰羅湖中⼼心區，
居住著⼤大量量在羅湖
⼯工作的⽩白領。

羅湖商圈
區域內分佈著羅湖區各
政府機構，成熟社區聚
集，⽣生活氣息濃厚，也
是羅湖的⽂文化、休閒、
體育中⼼心。



⻄西麗線
-⽣生-活-之-道-
覆蓋南⼭山、福⽥田、羅湖關內三⼤大區內

核⼼心常住⼈人⼝口，途徑深圳重點⾼高校產

業園區、⼤大型居住社區和重要的交通

樞紐、⼝口岸商圈，客流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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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麗⼤大學城商圈
⼤大學城和產學研基地。清華、北
⼤大等⾼高校研究⽣生院彙集，也是樓樓
盤眾多的宜居之地.

⻄西麗優質住宅區
片區優質樓樓盤雲集，綠化程度
⾼高，花園式住宅片區.

福⽥田⾼高檔住宅區
福⽥田南⼭山交匯處，集⾏行行政、⾦金金
融、商務、⽂文化、資訊、會展、
旅遊於⼀一體的現代化國際城市中
⼼心.

⾞車車公廟商圈
重要商務區，⾼高檔寫字樓樓林林立。區
域內密佈銀⾏行行⼤大廈和⾼高檔社區.

皇崗⼝口岸商圈
皇崗⼝口岸商圈第⼀一條地鐵線，
位置優越，⼝口岸商圈繁榮，⼤大
型商業業態崛起，覆蓋中⾼高檔
住宅區.

華強北商圈
“中國電⼦子第⼀一街”，集聚商務、購
物、娛樂多功能的重要商圈.

筍崗置業商圈
雲集多家服裝交易易批發市場，集家
裝、汽貿、物流倉儲、玩具、⽂文具、
禮品于⼀一體的商圈業態.

羅湖⾏行行政區商圈
區域內分佈著羅湖區政府機構，成
熟社區聚集，⽣生活氣息濃厚。也是
羅湖⽂文化、休閒、體育中⼼心.



梅梅林林線
-⾼高-端-社-區-
覆蓋了了深圳最⼤大公務員社區梅梅林林⼀一村，沿

線為各區經典⾼高端住宅集中地。並向⻄西直

達深圳灣公園站，成為市⺠民市內休閒出⾏行行

必乘線路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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濱海海休閒觀光區
毗鄰深圳灣公園，周邊覆蓋⾼高檔
住宅區，彙集城內⾼高端收入⼈人群
的休閒、度假、住宅區

⾞車車公廟商圈
⾼高檔寫字樓樓林林立。區域內密佈銀⾏行行
⼤大廈和⾼高檔社區。

福⽥田中⼼心住宅商務區
城市⽣生活區域，擁有有政府機關、醫
院、及辦公⼤大樓樓，住宅區域構成多元。

公務員社區
亞洲第⼀一村  梅梅林林配套成熟⽣生活住
宅片區，⼤大型福利利房，周邊學校資
源豐厚，商業氛圍和檔次⽇日益提⾼高

筍崗置業商圈
雲集多家服裝交易易批發市場，集
家裝、汽貿、物流倉儲、玩具、
⽂文具、禮品于⼀一體的商圈業態。

老街商圈
緊靠羅湖CBD，城市地標毗鄰⽽而
立，⼈人氣最旺商圈，時尚購物和
新潮購物為主。

火⾞車車站商圈
重要的鐵路路樞紐及來來往香港⼝口
岸，眾多中⾼高端購物商場，吸引
深港居⺠民、遊客消費，娛樂業發
達.



松崗⽣生活區、產業園區
⼈人⼝口眾多，商業興旺。地鐵開通後成熟知名
企業入駐科技園區。臨臨近東莞社區，⼤大量量國
內，未來來城市接駁站，發展潛⼒力力巨⼤大。

寶安成熟商業、居住區
寶安區傳統的⾏行行政、商業、娛樂、⽣生活中⼼心，⾼高
速發展的深圳新城市中⼼心，⾼高檔住宅區、甲級寫
字樓樓、⼤大型百貨商場紛紛入駐。

機場鉑⾦金金商圈
與地鐵無縫連接的寶安國際機場是中國第四⼤大航
空港，網羅精英⼈人群，具有廣泛的品牌輻輻射效
應。深圳空港開發區，未來來深圳新會展中⼼心、深
中通道、廣深沿江⾼高速彙集區。

前海海蛇⼝口⾃自貿區商圈
前海海蛇⼝口⾃自貿區將推進中國市場化改⾰革。前海海⾃自
貿區將規劃辦公⾯面積1200萬平⽅方米，商業建築
⾯面積360萬平⽅方米，未來來深圳名片，全國經濟、
⾦金金融、商務、物流中⼼心。

後海海商圈
南⼭山區商務、科技、購物娛樂中⼼心。⾼高檔寫字
樓樓、購物中⼼心和未來來的中國矽⾕谷，百度、阿裡巴
巴、騰訊、華為國內頂尖企業紛紛入駐。

交通樞紐、市政中⼼心區
⾏行行政、⽂文化中⼼心，市政府所在地，位於福⽥田CBD
北側，寫字樓樓密集。福⽥田⾼高鐵網站成為核⼼心交通
樞紐，連接香港九龍及各⼤大城市，深圳核⼼心區。

⾞車車公廟商圈
兩兩⼤大中央商務區之⼀一，福⽥田CDB，⾼高檔寫字樓樓林林
立。區域內密佈著銀⾏行行⼤大廈和⾼高檔社區。未來來深
圳地鐵4條地鐵線交匯網站。

機場線
-鉑-⾦金金-專-線-
全國⾸首條海海上地鐵線路路，運⾏行行速度⾼高於普通列列

⾞車車。從福⽥田CBD出發途徑福⽥田、南⼭山黃⾦金金商圈

後半⼩小時達到機場，並設有⾼高端商務艙，線路路

價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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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7/9/11號線共28個換乘網站，全線網占比97%

全網總客流：616萬/⼈人次

其中1/2/5/7/9/11號線
客流量量占總客流量量的

76%

1號線羅寶線

2號線蛇⼝口線 7號線⻄西麗線

5號線環中線 9號線梅梅林林線

11號線機場線

3號線龍崗線

4號線龍華線

18
22

2827

15

302930 網站（個）

52

25.3
30

48

21

41
36

41

⾥里里程（公⾥里里）

19%

7%

5%
8%

25%

12%

資料來來源：CTR及官⽅方公開資料



42%⾃自駕⾞車車

34.4%⾃自⾏行行⾞車車/摩托⾞車車

57%搭乘過計程⾞車車

89.4%搭乘過公交

79.7%搭乘過地鐵
地鐵乘客滲透率

⾼高收入群體 
個⼈人⽉月均收入

7,753.5元

城市主⼒力力軍 
平均年年齡31.3歲

⾼高素質群體

76.5% 
的乘客受過⼤大專以上教育

⾼高職位群體 
41.7% 
的地鐵乘客為中⾼高端
職業⼈人群

乘客平均每週搭乘次數

■ 重度10次或以上

■ 中度3—9次

■ 輕度2次或以下

■ 平均值25.8%

10.2%
13.1%

深圳地鐵乘客以收入較⾼高、消費⼒力力
強的年年輕⽩白領為主，是非常理理想的
廣告⽬目標受眾

DATA INFO
OF SHENZHEN
METRO 64.7%

主要依靠地鐵出⾏行行

深圳地鐵⼈人群主⼒力力為朝九晚六的⽩白領
64.7%的H3⼈人群（年年齡18—54歲，2018年年⼈人均⽉月
收入RMB：7,753.5元）

1⼩小时以下

1-2⼩小时

3-4⼩小时

5-8⼩小时

9⼩小时或以上 5.10%

18.00%

18.10%

29.30%

29.40%

每週搭乘地鐵時間

資料來來源：CTR及官⽅方公開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