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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Ø  本报告由百度地图智慧交通团队产出，所载全部内容仅供参考。路况拥堵和迁徙热度分析基于百度地图海量位置服务

数据、地理大数据和路况大数据，通过多维度分析挖掘，客观预测“五一”期间出行情况。 

Ø  本报告版权为百度地图智慧交通团队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及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发布，转载

需注明出处“百度地图智慧交通”，且不得对报告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Ø  本报告仅供出行参考，如遇特殊天气、重大交通事故、交通临时管制等情况则预测无效。 

Ø   百度地图智慧交通团队对于本声明具有修改和最终解释权。 



                                                                                                                                                                                                           《2017年”五一”劳动节出行预测报告》    

概述 

2017年“五一”期间（4月29日－5月1日），全国高速拥堵趋势呈“双驼峰”型，受高速免费政策影响，预计4月2

9日为出程高峰，5月1日为返程高峰。 

      “五一” 期间，预计广州、北京、深圳、上海等一线城市为热门迁入城市。西安、苏州等旅游城市也会成为部分公众

的首选目的地。 

杭州西湖风景区、北京颐和园、南京夫子庙、北京八达岭长城、嘉兴乌镇风景区将成为“五一”期间的热门5A级景

区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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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高速拥堵趋势（日平均） 
预计“五一”期间高速拥堵趋势呈“双驼峰”型，在4月29日和5月1日达到波峰，4月30日，高速拥堵趋势有所缓解。5月2

日以后逐渐恢复到正常。 

“五一”假期三天，受全国高速免费影响，预计高速拥堵里程将比平日均值增加220%、125%、260%。 

＋220% 
＋125%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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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高速拥堵里程 

平日高速拥堵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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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高速拥堵趋势（小时平均） 
预测从4月28日晚高峰起，全国高速拥堵趋势呈增长趋势，从4月29日3:00后，全国高速拥堵趋势显著增高，至10:00达到出

行最高峰，较平日均值增加620%；5月1日16:00高速拥堵里程达到返程最高峰，拥堵里程预计较平日均值增加830%。 

＋620% ＋470% 

＋830% 五一高速拥堵里程 

平日高速拥堵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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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出程拥堵高速分布图 

预计在4月29日高速出程方向拥堵达到高峰，较易发生拥堵的高速主要集中在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地区。 

 
高速名称 拥堵路段 

G45大广高速 从芍药居桥至大柳树桥路段 

G2501杭州绕城高速 从乔司枢纽至留下枢纽路段 

G72泉南高速 柳州鹿寨县境内　 

G45大广高速 从高米店收费站至黄垡桥路段 

G15沈海高速 广州天河区境内,白云区境内,越秀区境内　 

G35济广高速 从济南北立交至济南殷家林枢纽路段 

G15沈海高速 从溪之谷收费站至平湖收费站路段 

G50汉宜高速 从永安服务区至北河收费站路段 

G60沪昆高速 从绕城东枢纽至杨汛桥互通路段 

S15沈海高速广州支线 广州天河区境内,白云区境内,越秀区境内　 

京津冀 

长三角 

珠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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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名称 拥堵路段 拥堵时间 所属城市 

G45大广高速 从芍药居桥至大柳树桥路段 7:00-13:00 北京 

G2501杭州绕城高速 从乔司枢纽至留下枢纽路段 8:00-14:00 杭州 

G72泉南高速 柳州鹿寨县境内　 5:00-16:00 柳州 

G45大广高速 从高米店收费站至黄垡桥路段 7:00-12:00、15:00-18:00 北京 

G15沈海高速 广州天河区境内,白云区境内,越秀区境内　 10:00-20:00　 江门 

G35济广高速 从济南北立交至济南殷家林枢纽路段 8:00-11:00 济南 

G15沈海高速 从溪之谷收费站至平湖收费站路段 10:00-12:00、14:00-16:00 深圳 

G50汉宜高速 从永安服务区至北河收费站路段 10:00-17:00 武汉 

G60沪昆高速 从绕城东枢纽至杨汛桥互通路段 9:00-11:00,14:00-17:00 杭州 

S15沈海高速广州支线 广州天河区境内,白云区境内,越秀区境内　 15:00-19:00 广州 

全国出程TOP10拥堵高速易拥堵时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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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 

长三角 

珠三角 

成渝 

全国返程拥堵高速分布图 

预计在5月1日高速返程方向拥堵达到高峰，较易发生拥堵的高速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及京津冀地区。 

 

 高速名称 拥堵路段 

G42沪蓉高速 从五牧河大桥至硕放枢纽路段 

G35济广高速 惠州博罗县境内 

G0512成乐高速 从思蒙河大桥至青龙收费站路段 

G15沈海高速 从兴通枢纽至苏通大桥路段 

G42沪蓉高速 从汪家湾大桥至石桥沟大桥路段 

G80广昆高速 从布院大桥至富佛互通桥路段 

G2京沪高速 从无锡枢纽至鑫河大桥路段 

G2501杭州绕城高速 从龙坞互通至南庄兜互通路段 

G1京哈高速 唐山滦县境内,迁安市境内,唐山开平区境内 

G4京港澳高速 从中山市城区收费站至横沥桥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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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名称 拥堵路段 拥堵时间 所属城市 

G42沪蓉高速 从五牧河大桥至硕放枢纽路段 15:00-23:00 无锡 

G35济广高速 博罗县境内 12:00-23:00 惠州 

G0512成乐高速 从思蒙河大桥至青龙收费站路段 13:00-21:00 眉山 

G15沈海高速 从兴通枢纽至苏通大桥路段 12:00-13:00,14:00-22:00 南通 

G42沪蓉高速 从汪家湾大桥至石桥沟大桥路段 15:00-21:00 重庆 

G80广昆高速 从布院大桥至富佛互通桥路段 16:00-22:00 肇庆 

G2京沪高速 从无锡枢纽至鑫河大桥路段 17:00-21:00 无锡 

G2501杭州绕城高速 从龙坞互通至南庄兜互通路段 12:00-13:00,14:00-18:00 杭州 

G1京哈高速 唐山滦县境内,迁安市境内,唐山开平区境内 16:00-18:00 唐山、迁安 

G4京港澳高速 从中山市城区收费站至横沥桥路段 16:00-20:00 中山 

全国返程TOP10拥堵高速易拥堵时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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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广州 1 

北京 2 

3 

热门迁入城市 
 “五一”期间，预计广州、北京、深圳、上海等一线城市为热门迁入城市。西安、苏州等旅游城市也将成为部分公众的首选

目的地。 

广州市 

北京市 

深圳市 

上海市 

成都市 

郑州市 

西安市 

苏州市 

武汉市 

杭州市 

“五一”期间Top10热门迁入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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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10大热门5A级景区 

预计“五一”期间，杭州西湖风景区、北京颐和园、南京夫子庙、北京八达岭长城、嘉兴乌镇风景区将成为全国热门5A级景

区。随着气温的升高，公众对自然风景和古镇的关注度将随之增高。长三角一带的景点热度相对较高，预计南京夫子庙、嘉兴

乌镇风景区、苏州拙政园热度增长将超过300%，平遥古城或超505%。 

热度排行 城市 景区 热度涨幅 

1 杭州市 西湖风景区 ⇡ 205% 

2 北京市 颐和园 ⇡ 200% 

3 南京市 夫子庙 ⇡ 310% 

4 北京市 八达岭长城 ⇡ 290% 

5 嘉兴市 乌镇风景区 ⇡ 310% 

6 黄山市 黄山风景区 ⇡ 235% 

7 苏州市 周庄古镇景区 ⇡ 295% 

8 苏州市 拙政园 ⇡ 310% 

9 北京市 故宫博物院 ⇡ 160% 

10 晋中市 平遥古城 ⇡ 505% 

注：热度涨幅＝“五一”假期预测热度/平日热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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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10大热门购物中心 

热度排行 城市 购物中心 热度涨幅 

1 成都市 成都远洋太古里 ⇡ 155% 

2 北京市 荟聚西红门购物中心 ⇡ 90% 

3 上海市 大悦城 ⇡ 150% 

4 南京市 万达广场(建邺店) ⇡ 90% 

5 北京市 五彩城购物中心 ⇡ 70% 

6 上海市 月星·环球港 ⇡ 100% 

7 北京市 蓝色港湾 ⇡ 75% 

8 成都市 大悦城 ⇡ 85% 

9 北京市 西单购物中心 ⇡ 125% 

10 深圳市 海雅缤纷城 ⇡ 60% 

成都(2个) 

北京(4个) 

上海(2个) 

深圳(1个) 

预计“五一”期间，全国十大热门购物中心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成都、深圳等中心城市。预计成都远洋太古里、上海大

悦城、上海月星·环球港、北京西单购物中心四个购物中心热度增幅将超过100%。 

南京(1个) 

注：热度涨幅＝“五一”假期预测热度/平日热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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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高速拥堵趋势（日平均） 

＋220% 
＋115% ＋170% 

“五一”期间京津冀地区高速拥堵趋势呈“双驼峰”型，且出程高速拥堵更加明显，在4月29日和5月1日达到波峰。4月30日，

高速拥堵趋势有所缓解。5月2日以后京津冀地区的高速拥堵趋势将逐渐恢复到正常。 

“五一”假期三天，受高速免费影响，预计高速拥堵里程将比平日均值分别增长220%、115%、170%。 

 

4/26 4/27 4/28 4/29 4/30 5/1 5/2 5/3 5/4 5/5 5/6 5/7 

五一高速拥堵里程 

平日高速拥堵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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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高速拥堵趋势（小时平均） 

五一高速拥堵里程 

平日高速拥堵里程 

＋595% 
＋385% 

＋525% 

预计京津冀地区从4月28日晚高峰起，拥堵趋势增强，自4月29日起，高速车流量将显著增多。从4月29日6:00后，高速拥堵

趋势将显著增高，预计在9:00-11:00达到拥堵最高峰，拥堵里程预计较平日增加595%；预计5月1日16:00高速拥堵里程达到

返程最高峰，拥堵里程预计较平日增加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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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出程拥堵高速分布图 

京津冀地区出程拥堵高速主要分布在北京、天津地区，其中G45大广高速、G1京哈高速、G6京藏高速、S1津蓟高速公路 

较易发生拥堵。 

高速名称 拥堵时间及拥堵路段 所属城市 

G45大广高速 6:00-11:00 
从芍药居桥至大柳树营桥路段 北京 

G45大广高速 7:00-12:00、15:00-18:00 
从高米店收费站至黄垡桥路段 北京 

G1京哈高速 7:00-11:00 
从黑庄户桥至儒林桥路段 北京 

G6京藏高速 7:00-12:00 
从小汤山收费站至南口收费站路段 北京 

S1津蓟高速公路 9:00-12:00 
从津蓟跨线大桥至潮白河特大桥路段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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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返程拥堵高速分布图 

京津冀地区返程拥堵高速主要集中在北京、石家庄、唐山地区，其中G1京哈高速、G45大广高速、G1811黄石高速、G4京

港澳高速和北京六环较易发生拥堵。 

 

 

高速名称 拥堵时间及拥堵路段 所属城市 

G1京哈高速 
16:00-18:00 

唐山滦县境内,迁安市境内, 
唐山开平区境内 

唐山、迁安 

G45大广高速 14:00-22:00 
从永定河大桥至大庄桥路段 北京 

G1811黄石高速 16:00-18:00 
晋州市境内,藁城区境内 石家庄 

G4京港澳高速 14:00-20:00 
从河北主线收费站至房山梨园桥路段 北京 

北京六环 16:00-17:00 
从马驹桥至小圣庙桥路段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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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高速拥堵趋势（日平均） 

＋465% 

＋375% ＋515% 

“五一”期间珠三角地区高速拥堵趋势呈“双驼峰”型，预计返程高速拥堵情况相对严重。珠三角高速拥堵的峰值将出现在4

月29日和5月1日，预计4月30日高速拥堵趋势将有所缓解。5月2日以后预计高速将逐渐恢复到正常。 

“五一”假期三天，受高速免费影响，预计高速拥堵里程将分别比平日均值增加465%、375%、515% 

 

4/26 4/27 4/28 4/29 4/30 5/1 5/2 5/3 5/4 5/5 5/6 5/7 

五一高速拥堵里程 

平日高速拥堵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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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高速拥堵趋势（小时平均） 

五一高速拥堵里程 

平日高速拥堵里程 

＋350% 

＋790% 

＋610% 

预计珠三角地区自4月28日开始，高速车流量较平日将增多。从4月29日5:00后，高速拥堵趋势将迅速增长，在11:00达到第

一个出行最高峰后拥堵里程有所下降，13:00再次增长，至16:00达到全天最高峰，高速拥堵里程较平日增加350%；预计5月

1日16:00高速拥堵里程达到返程最高峰，拥堵里程预计较平日增加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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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出程拥堵高速分布图 

珠三角地区出程拥堵高速主要集中在江门、深圳、广州、惠州、东莞地区，其中G15沈海高速、S15沈海高速广州支线、G25

长深高速、S3广深沿江高速较易发生拥堵。 

 

 

 

 
高速名称 拥堵时间及拥堵路段 所属城市 

G15沈海高速 
0:00-2:00、8:00-18:00、 

22:00-23:00 
江门鹤山市境内 

江门 

G15沈海高速 
10:00-12:00、14:00-16:00 

从溪之谷收费站至平湖收费站路段 深圳 

S15沈海高速广州支
线 

15:00-19:00 
从科韵路收费站至沙贝立交路段 广州 

G25长深高速 
0:00-2:00、20:00-22:00 

从东江大桥至埔前河大桥路段 惠州 

S3广深沿江高速 
10:00-12:00、16:00 

从长安互通立交至威远立交路段 东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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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返程拥堵高速分布图 
珠三角地区返程拥堵高速主要集中在惠州、肇庆、中山、广州地区，其中G35济广高速、G80广昆高速、G4京港澳高速、

S110广清高速较易发生拥堵。 

高速名称 拥堵时间及拥堵路段 所属城市 

G35济广高速 
12:00-23:00 

惠州博罗县境内 惠州 

G80广昆高速 
16:00-22:00 

从布院大桥至富佛互通桥路段 肇庆 

G4京港澳高速 
16:00-20:00 

从中山市城区收费至横沥桥路段 中山 

G80广昆高速 
16:00-20:00、22:00 

从马安大桥至富佛互通路段 肇庆 

S110广清高速 
15:00-22:00 

从狮岭互通立交至神山收费站路段 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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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高速拥堵趋势（日平均） 

＋485% 

＋210% 

＋540% 

“五一”期间长三角地区高速拥堵趋势呈“双驼峰”型，且返程高速拥堵情况相对严重，预计在4月29日和5月1日达到峰值，

4月30日，高速拥堵趋势有所缓解。5月2日以后逐渐恢复到正常。 

“五一”假期三天，受高速免费影响，预计高速拥堵里程将比平日均值增加485%、210%、540% 

 

 

4/26 4/27 4/28 4/29 4/30 5/1 5/2 5/3 5/4 5/5 5/6 5/7 

五一拥堵里程 

平日拥堵里程 

五一高速拥堵里程 

平日高速拥堵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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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高速拥堵趋势（小时平均） 

五一高速拥堵里程 

平日高速拥堵里程 ＋390% 

＋1100% 

预计长三角地区自4月28日晚高峰开始，高速车流量较平日增多，从4月29日4:00后，高速拥堵趋势将迅速增高，在10:00达

到出行最高峰，高速拥堵里程较平日增加565%；预计5月1日16:00高速拥堵里程达到返程最高峰，拥堵里程较平日预计增加

1100%。 

＋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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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出程拥堵高速分布图 
长三角地区出程拥堵高速主要集中在杭州、无锡、苏州地区，其中G2501杭州绕城高速、G60沪昆高速、G42沪蓉高速、

G15W常台高速、G40沪陕高速较易发生拥堵。 

 

 高速名称 拥堵时间及拥堵路段 所属城市 

G2501杭州绕城高速 8:00-14:00 
从乔司枢纽至留下枢纽路段 杭州 

G60沪昆高速 9:00-11:00,14:00-17:00 
从绕城东枢纽至杨汛桥互通路段 杭州 

G42沪蓉高速 0:00-2:00 
从鑫河大桥至无锡枢纽路段 无锡 

G15W常台高速 8:00-10:00、15:00-16:00 
从苏州北枢纽至盛泽高架桥路段 苏州 

G40沪陕高速 0:00-4:00、14:00-15:00 
从如泰运河大桥至引江河大桥路段 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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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返程拥堵高速分布图 
长三角地区返程拥堵高速主要集中在无锡、南通、杭州、泰州地区，其中G42沪蓉高速、G15沈海高速、G2京沪高速、

G2501杭州绕城高速拥堵较为明显。 

 

 高速名称 拥堵时间及拥堵路段 所属城市 

G42沪蓉高速 15:00-23:00 
从五牧河大桥至硕放枢纽路段 无锡 

G15沈海高速 12:00-13:00,14:00-22:00 
从兴通枢纽至苏通大桥路段 南通 

G2京沪高速 17:00-21:00 
从无锡枢纽至鑫河大桥路段 无锡 

G2501杭州绕城高速 12:00-13:00,14:00-18:00 
从龙坞互通至南庄兜互通路段 杭州 

G2京沪高速 14:00-16:00,21:00-23:00 
从广陵枢纽至江阴大桥路段 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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