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博会公共交通出行指南
一、公交直达线路
序
线路名称
号

1

2

3

4

发班时刻表

线路走向

沿途站点

振兴大厦：8:00、8:30、
9:00、10:00、11:00、
振兴大厦至
12:00、13:00、14:00、
振兴大厦、云台宾馆（苍梧
工业展览中
振兴大厦-苍
15:00、16:00；
绿园站）、桃园宾馆（同科
心连博会公
梧路-花果山
工业展览中心：9:00、
汇丰国际站）、花果山国际
交专线
大道-工业展
10:00、11:00、11:30、
酒店、体育中心、猴嘴、昌
（21 日-23
览中心
12:00、13:00、14:00、
圩湖小区、工业展览中心
日运行）
15:00、16:00、16:30、
17:00、17:30
蔚蓝海岸：8:00、8:30、蔚蓝海岸-观
蔚蓝海岸国 9:00、10:00、11:00、 海路-海棠路
际大酒店至 12:00、13:00、14:00、-龙门路-鸿
蔚蓝海岸国际大酒店、神州
工业展览中 15:00、16:00；
海路-西墅路
宾馆、连云区政府、海州湾
心连博会公 工业展览中心：9:00、 -海滨大道会议中心、新海连大厦、工
交专线
10:00、11:00、11:30、汇海路-大港
业展览中心
（21 日-23 12:00、13:00、14:00、路-花果山大
日运行）
15:00、16:00、16:30、道-工业展览
17:00、17:30
中心
火车站、汽车总站、利玛国
际锦苑、通灌北路、新浦中
学、沃尔玛超市、第一人民
火车站-人民
医院、步行东街、苏宁广场、
路-通灌路龙河广场、外国语学校、移
海连路-巨龙
公交 2 路
动大楼、自来水公司（北）、
路-解放路车
自来水公司西、天晴制药
凌洲路-港城
（16-23 日 6:00-18:20
厂、粥公馆、日月花园、蓝
大道-花果山
加密至 10 分 15 分钟左右一班
天华侨城、阳光园、木材市
大道-通园路
钟左右一
场、中储公司、高新路、振
-花果山大道
班）
华路、宋艞、霞辉路、体育
-东方大道中心、猴嘴街、猴嘴、金台
花果山大道实业、先锋大桥、昌圩湖小
新海连大厦
区、绿地世纪城、锦绣香江、
工业展览中心、金融大厦、
新海连大厦
公交 58 路
园丁小区-中 园丁小区、嘉年华、德兰国
车
6:30-18:30
华路-云和路 际、光伸国际、华东城家居
（16-23 日 15 分钟左右一班
-平山路-大 站、华东城皮革站、华东城
延伸至工业
港路-华东城 西、五洲半挂车、益海粮油、

展览中心）

公交 59 路
车
6:30-18:30
5 （16-23 日
15 分钟左右一班
延伸至工业
展览中心）

-新光路-黄 美通国际、伏墅港变电站、
海大道-花果 东睦新材料公司、天宏装
山大道-工业 备、天顺金属、南京嘉盛、
展览中心
金融大厦、新海连大厦、工
业展览中心
香溢公交总站、香溢世纪花
城、博纳花园、苍梧小区西
香溢公交总 门、兴业时代花园、移动大
站-建设东路 楼（南）、自来水公司、凌
-郁州路-海 洲广场、木材市场、阳光园、
连路-凌州路 人民路口、公交加油站、亚
-解放路-临 欧建材广场、大浦磷矿、新
洪大道-金桥 浦农场、国际汽贸城、丁字
路-开泰路- 路、丁字路口、立本农化、
大浦路-盐浦 裕明物流、中复碳纤、天联
路-云桥路- 木业、天晴制药、恒瑞制药、
东晋路-大浦 豪森药业、阳光晶源、金亚
路-黄海大道 木业、顺天木业、晨兴环保、
-花果山大道 贵科药业、圣起起重机、国
-工业展览中 电中心、国电正门、海擎公
心
司、启创铝业、华磁电器、
金融大厦、新海连大厦、工
业展览中心

二、主要公交换乘线路
序 线路名
线路走向
号称

1 B1 线

海州客运站幸福路-海连
路-港城大道中山路-海棠
路-在海一方
公园

2 B3 线

海州湾会议中
心-海滨大道观海路-海棠
路-海滨大道-

建议换
换乘线路
乘站点
海州客运站、幸福桥、光明小区、 宋艞 公交 2 路车
幸福广场、幸福中央、华北桥、黄
海影剧院（北）工商银行（南）、
天然居（南）、交通银行（北）、
市民广场、龙河广场、外国语学校、
蔚蓝海岸国
移动公司、自来水公司、凌州广场、一四九
际大酒店直
振华路、宋艞、体育中心、猴嘴、 医院
达专线
朝阳、出口加工区、新光路、五羊
路、平山、西园路、院前、嘉瑞宝
广场、墟沟购物中心、一四九医院、
在海一方公园
海州湾会议中心、连云区政府、东
蔚蓝海岸国
哨站、北固山庄、金海国际站、在 一四九
际大酒店直
海一方站、一四九医院站、墟沟购 医院
达专线
物中心站、郁海名郡站、中煤站、
沿途站点

连云古镇

海州客运站幸福路-海宁
路-瀛洲路-朝
阳路-学院路花果山大道港城大道-前
3 B12 线 进路-朝阳大
道-港城大道黄河路-昆仑
山路-港城大
道-五羊路-汇
泉路-新光路华东城

4 31 路

园丁小区-西
小山路-西园
路-中华西路海棠路-中山
东路-港口东

5 37 路

中华东路公交
站-中华路-云
和路-新光路黄河路-泰山
路-松花江路黄岭

远洋站、陶庵站、大松树站、荷花
街站、港务局站、连云古镇站
海州客运站、幸福桥、振海路站、 花果山 振兴大厦直
新孔路站、光明医院、海昌路站、 酒店 达专线
通灌路站、郁海广场站、客运南站、
劳动局（西）、瀛洲桥（南）、人
才市场、市检察院、联通大厦、行
政审批中心、市政府、市政府东门、
党校、科创城（东）、科技馆（西）、
商务中心、星海湖、中等专业学校、
中医药学校、师专、康达学院、花
体育中
果山酒店、体育中心东、体育中心、
公交 2 路车
心
猴嘴、猴嘴工业区、西山、沙河口、
西庄、刘巷、韩李、朝阳安置小区、
朝阳镇政府、朝阳中学、朝阳、沙
集、虎山道口、出口加工区、开发
区、新光路（东）、五羊路、连云
港东站、大港职业技术学校、华东
城
园丁小区、西苑中学、西小山路口、
西园小区、东方医院、海关、购物
中心南、石门桥、连云运管所、中
园丁小 公交 58 路
煤、远洋楼、海运客运站、陶庵、
区
车
大松树、庙岭、荷花街、港务局、
东联公司、隧道北、临海路、港口
东
中华东路公交站、人民商场、购物
中心南、海关、东方医院、西园小
区北门、园丁小区、嘉年华、平山
花园、久和北、久和南、豫苑小区、园丁小 公交 58 路
新光路、出口加工区南、开发区、 区
车
开发区管委会、庐山路、苏港检测
站、罗盖特、华盖东苑、中云办事
处、中云邮政局、中云、黄岭

三、出租车信息
序
号
1
2
3

出租车公司

联系电话

泰达出租车有限公司
金发出租车有限公司
连汽出租车公司

0518-82330045
0518-86289081
0518-85681718

4

旅游出租公司

0518-85681719

四、租车信息
序
号
1
2
3
4

租车公司

联系电话

万源轿车租赁
骏成汽车租赁
连云港嘉道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新友轿车租赁

15062955590
0518-82348977
0518-82324299
183606977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