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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定》在香港簽署，國家

主席習近平出席簽署儀式。

粵港澳大灣區概況

粵港澳大灣區（英文名稱：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縮寫GBA），指的是由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和廣東省廣

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東莞、中山、江門、肇慶九個地市組成的城

市群，是繼美國紐約灣區、美國三藩市灣區、日本東京灣區之後，世界第四

大灣區。是國家建設世界級城市群和參與全球競爭的重要空間載體。

粵港澳大灣區 的總面積5.6km²，2018年末總人口已達7000萬人，

是中國開放程度最高、經濟活力最強的區域之一，在國家發展大局中具有

重要戰略地位。2017年7月1日，習近平出席《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

區建設框架協定》簽署儀式 。

2013年9月和10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出訪中亞和東南亞國家

期間，提出“一帶一路”的重大倡議，得到國際社會高度關注.根據《推動

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提出充分發

揮深圳前海、廣州南沙、珠海橫琴等開放合作區作用，深化與港澳合作，

打造粵港澳大灣區；並大力支持鐵路建設。



粵港澳大灣區四大重點城市

澳門 廣州 深圳香 港

國際大都市

人均GDP:157,668.1（元）

總人口：1490.44（萬人）

充分發揮國家中心城市和綜

合性門戶城市引領作用，增強

國際商貿中心、綜合交通樞紐

功能，培育提升科技教育文化

中心功能，建設國際大都市。

現代化國際城市

人均GDP:185,942.46（元）

發揮作為經濟特區、全國性

經濟中心城市和國家創新型城

市的引領作用，加快建成現代

化國際化城市，努力成為具有

世界影響力的創新創意之都。

總人口：1302.66（萬人）

世界旅遊商貿中心

總人口：65.6（萬人）

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中

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

台，促進經濟適度多元發展，

打造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

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

人均GDP:587,214（元）

國際金融貿易中心

人均GDP:329,915.6（元）

總人口：748.25（萬人）

強化香港的全球離岸人民幣

業務樞紐地位，鞏固提升香港

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

位。

以澳門、香港、深圳、廣州 為主導的

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是我國開放程度最高、經濟活力最強的區域之一，具備建成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的良好條件，在國家發展大局中具

有重要戰略地位。地區生產總值高達10.867萬億元人民幣！推進“澳門－香港－深圳－廣州”科技創新走廊建設，探索有利於人才、資本、資

訊、技術等創新要素跨境流動和區域融通的政策舉措，共建粵港澳大灣區大數據中心和國際化創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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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鐵路媒體發展計畫是新時代潮流下史無前例的創舉，是順應“一帶一路”，立足於“大灣區”雙重戰略下的

必然選擇！媒體計畫中，品牌每年可覆蓋高質量乘客近2.71億人次，極高的人流量帶來極大的商機，是品牌的絕佳選擇！

2.71億人次

每年累計可覆蓋

大灣區鐵路媒體客流量分析

30,000,000
人次

（年客流量計）

廣州東站

26,000,000
人次

（年客流量計）

深圳火車站

50,000,000
人次

（年客流量計）

廣珠城際列車

165,000,000
人次

（年客流量計）

廣州南站



大灣區鐵路媒體傳播優勢

精準鎖定目標人群 封閉、舒適空間 近距離觀看 多種媒體形式 資訊交互 媒體到達率極為可觀

粵港澳大灣區鐵路媒體計畫中的
乘客是中國最富裕，收入最高、
消費能力最高的人群之一。

車廂內1小時+的舒適、封閉環境，
乘客全程都能解讀品牌的廣告資訊。
精神放鬆狀態下更易接受品牌資訊，
可形成良好的互動行銷。

車廂內廣告畫面距離乘客不到一米，

“低頭見、抬頭也見”的強勢灌輸，

為品牌提供良好的品牌傳播資訊環境。

乘客從入站檢票候車便通過LED大
屏接受品牌的廣告訊息，進入車廂
後，車廂內平面廣告“一對
一”“面對面”直擊目標人群，配
合列車播音、列車視頻多種媒體新
式提高品牌記憶度。

承載著品牌資訊的高速列車，在大
灣區間往返、穿梭傳播，加深品牌
記憶，助力品牌實現區域精準行銷。

場景化的行銷形式，配合強制

性的品牌灌輸，形成良好的品

牌傳播環境，媒體到達率極為

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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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南站—特級交通樞紐、最繁忙車站

45分鐘：通達大灣區所有城市

4小時內：覆蓋粵、桂、滇、黔、湘、鄂6省主要城市

8小時內：直達鄭州、北京、西安等城市

北端

北端引入京廣高鐵，串聯長沙、武漢、西安等省會城

市，最後抵達北京。由南到北，拉動沿線經濟發展

南端

廣深港高速鐵路、廣珠城軌起點，是粵

港澳大灣區核心高鐵站和重要門戶樞紐

西端

西端連接貴廣高鐵、 南廣高鐵、廣東西

部沿海鐵路、廣佛環線、廣佛肇城際

東端

東端連接廣莞惠城際、廈深鐵路

通過與貴廣高鐵、南廣高鐵對接，輻射至中國大西南地區；與武廣高鐵對接，輻

射中南地區；與沿海高鐵對接，輻射東南地區。廣告主可通過廣州南站站廳媒體，連

接全國各大主要城市，輻射周邊三、四線城市，實現的全國各階段人群的全覆蓋。

2020年客運量：1.65億人次



廣州南站 出發層候車大廳LED動態大屏位置

候車廳檢票口燈箱媒體

廣州南站候車廳展位分佈平面圖

廣州南站候車廳是旅客接觸媒體時間最

長的封閉空間，而檢票口是所有旅客都

會經過、停留、檢票的地方，檢票口上

方媒體是最有效的品牌展示平台。

廣州南站三層—出發候車層

得三層者坐擁最大關注

投放數量 刊播秒數 面積

2屏聯播 15秒 245m2

4屏聯播 15秒 490m2



以上為效果圖

候車廳檢票口LED透明大屏展示廣州南站



以上為效果圖

媒體材質：

LED透明屏

特點：

有別于以往傳統LED顯示幕笨

重規整的外觀，LED透明屏具

有通透性高、輕薄美觀、高功

率的特性。

LED透明屏廣告顯示，更有創

意性：為產品銷售及廣告宣傳

做出有趣多變的設備支援，讓

廣告創意直擊實際產品。

媒體效果圖展示廣州南站



媒體效果圖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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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東站 優勢分析

廣州南站三層—出發候車層

得三層者坐擁最大關注

深 圳廣 州 東 莞 香 港

廣州東站輻射粵港澳大灣區中四大重點城市：廣州-東莞-深圳，並在羅湖口岸與香港無縫接駁。

連接的2個一線城市中，廣州加深圳人囗約有2,900萬，新一線城市東莞人口約839.22萬，廣深兩地GDP生產總值高達47000億元以上。

全線運行139公里，行車時間壓縮至1小時17分鐘，每月人流可高達約250萬人次，平均8分鐘一班的和諧號加上年人流量超過1億的羅湖口岸，都是連接廣深莞

港四城的關鍵節點。自1996年開通後，便成功贏得廣大商務出行人群青睞，成為全國人流量最高的線路。

羅湖口岸

8:00

廣州東站是中國鐵路廣州局集團有限公司管轄的特等站, 廣州-香港紅磡的起始站，同時廣州東站對接京廣、京九、廣茂及

潮汕；站內接駁廣州地鐵1號線和3號線、背靠廣州客運站，使東站成為廣州市的一個重要交通樞紐；企業每年可向廣深莞

區域中三千萬目標客戶群體“面對面”傳遞品牌訊息！

精準定位目標“四高”人群高素質、高收入、高消費、高品牌意識

廣州東 常平站 平湖站

東莞站 樟木頭站 深圳站

9:15 



廣州東站 媒體效果圖展示



廣州東站 媒體效果圖展示

燈箱 包柱燈箱 眉頭燈箱

方柱燈箱 包柱牆貼 大牆貼



廣州東站 媒體效果圖展示

三連裝燈箱 通道燈箱

眉頭燈箱 環形廳牆畫

媒體材質：

燈箱

牆貼

特點：

大型燈箱廣告位元尺寸大，視線

直達，媒體張力盡顯，巨幅畫面，

成規模分佈，視覺衝擊力強。

燈箱大牌一般位於候車廳休息區。

可覆蓋候車人群，乘客停留時間

長、廣告閱讀時間長、品牌曝光

時間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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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站概況

深圳火車站是中國鐵路廣州局集團有限公司管轄的一等站，

為深圳鐵路樞紐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鐵路的大型口岸車站之

一，也是廣深鐵路城際列車的始發終到站之一。

深圳火車站為一座地面鐵路車站，共有三層，車站地下一層

包括東西兩個出站口、廣深鐵路城際列車地下售票處和進站候車

廳、地下停車場以及地鐵站C出口。車站地面一層為月台層、長

途列車售票處和檢票候車廳。車站地面二層為長途旅客候車廳和

辦公區域，設有18個檢票口、6個普通候車室和2個軟席候車室。

深圳火車站地面一層和地下一層均有走廊連接羅湖口岸聯檢樓。

每天約有近五十對列車從這裡開向全國各大城市，大量的國

內外旅遊客流，年客流量達2600萬人次。

香格里拉大酒店

羅湖汽車站

羅湖口岸交通樓

港逸豪庭

廣深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火車站

深圳火車站



媒體效果圖展示深圳火車站



媒體效果圖展示

包柱燈箱 通道燈箱 眉頭燈箱

戶外牆大牌梯牌套裝
媒體材質：燈箱、梯牌、牆貼

特點：

大型燈箱廣告位元尺寸大，視線直

達，媒體張力盡顯，巨幅畫面，成

規模分佈，視覺衝擊力強, 品牌曝光

時間長。

深圳火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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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珠城際列車 地區優勢

佛山

國家創新型城市

人均GDP:125,680（元）

總人口：790.57（萬人）

粵港澳大灣區重要節點城市，是

全國先進製造業基地、“珠江-西江

經濟帶”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廣東省

經濟發展中處於領先地位。

國際大都市

人均GDP:157,668.1（元）

總人口：1490.44（萬人）

廣東省省會，華南地區的經濟、

文化、科技和教育中心，交通樞紐，

中國南方最大、歷史最悠久的對外通

商口岸，中國歷史文化名城。

廣州 江門

國際大都市

人均GDP:157,668.1（元）

總人口：331（萬人）

珠三角中心城市、粵港澳大灣

區重要節點城市、連續多年保持廣

東省第五的經濟總量，與順德、南

海、東莞一起被稱為廣東四小虎。

中山 珠海

國家創新型城市

人均GDP:159,400（元）

總人口：189.11（萬人）

珠江三角洲核心城市、粵港澳

大灣區重要節點城市、省域副中心

城市、中國最早設立四個經濟特區

之一，全國唯一以整體城市景觀入

選“全國旅遊勝地四十佳”，珠海

是廣府文化的代表城市之一。

東
升

碧
江

北
滘

順德
學院

容
桂

順
德

小
欖

南
頭

廣州南
中
山

南
朗

明
珠

前
山

中山北 珠海北 唐家灣 珠海站



廣珠城際列車 列車概況

廣珠城際列車全年客流量超過 5000萬人次。

廣珠城際線路圖

針對性強

直接針對往來廣珠

澳地區的中高端商

旅人士

輻射範圍廣

累計里程210公里,覆

蓋2300萬人次/年的

高價值受眾群體

傳播環境優

把旅程中的碎片時

間轉變為與品牌接

觸機會

全長：122.625km

列車運行情況
列車數量：25列 每日平均開行：243班次 年度客運量：超過5000萬人次運行速度：200km/h

廣珠城軌主線：廣州南站至珠海站段共設22座車站，其中小欖站至新會站段全長26.609千米。

廣珠城軌延長線：珠機城際(一期)從位於拱北的珠海站延伸到珠海長隆站，長度16.86公里。沿線共設置珠海站、灣仔北站、

灣仔站、十字門站、橫琴北站、橫琴站、珠海長隆站7個站點。2020年已正式通車，實現了與澳門輕軌無縫對接。



廣珠城際列車 列車媒體效果圖展示

廣珠城際列車交通，覆蓋珠三角西岸各個城市，北接廣州，南通澳門，對加快廣州、佛山、中山、江門、珠海和澳門的交通一體化進程以及開啟

城市群居住模式等皆有歷史性的意義，帶動了城市群居住和出行模式的興起，促進了沿線城市經濟的發展，形成了珠三角西岸一小時經濟圈。

以上為效果圖片

冠名列車
冠名車身貼廣告、座位小桌板廣告、座位枕巾廣告、車廂海報廣告、行李架彩貼、車門彩色玻璃貼、電子顯示幕

& 列車播音廣告

冠名車身

車廂座椅小桌板廣告 車廂座位頭枕片廣告 車廂展板廣告

行李架彩貼 車門彩色玻璃貼 電子顯示幕&列車播音廣告



香港製作有限公司
Hong Kong Made Company Limited 

香港辦事處 :  香港九龍觀塘創業街15-17號萬泰利廣場33樓G室

香港查詢熱線 : 852-2111-33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