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차량번호,노선

4-구베이 지역,티엔산루 4

12-징팅웬-천안호원 12

21-금수1,2/완왠신청,

27-금수4,구가상군
21 27

40-완커지역 40

41-홍챠오푸리-롱바이 41

43-지우팅,47-런헝 43 47

차량번호,노선

1-홍챠오푸리-중산공원 1

2-진후이하오팅,3-명도성1,2기 2 3

3,5,6,7-구베이, 명도성 5 6 7

8,9,10- 구베이 8 9 四季晶园,上城 10

11-홍메이루 지역 11

13,14,15- 풍도국제 13 14 15

16,17,18,19-징팅웬 16 17 井亭苑 중등 18 井亭苑 고1,2 19

20,22,23,24-금수1기,완웬신청 20 22 锦绣1期초5,6,중1 23 锦绣1期 중2,3,고1 24

25,26-금수강남 1,2기 25 26

28,29,30,31-금수강남 4기 28 锦绣4期 초등3,4,5 29 锦绣4期 중등 30 31

32,33,34-롱밍루,구가상군 32 九歌上郡 초등 33 34

35-롱밍루,36-천안호원 35 36

37,38-롱바이,금수1기 37 38

39-완커-신좡 39

42-완커지역 42

44,45-지우팅,베이상완 44 45

46-지우팅 ,47-런헝 46 47

  风度国际, 井亭苑 (15:08) ▷ 天安豪园 (15:10)  ▷ 万源城 (15:17)

嘉富丽苑 ▷华光城 ▷韵动时代 ▷万源新城 ▷九歌上郡▷锦绣江南1期 锦绣江南,2期,4期 (15:10) ▷上海风景(15:12) ▷ 九歌花园

2018년 1학기  화,목요일 (星期二 · 四 放学) 하교 노선

   王子公寓  ▷君悦花园 ▷ 华光花园  ▷ 流晶逸彩

万科城花新园 (14:55)▷  魅力之城，朗润园 (15:00) ▷ 七韵美地苑

  万科时一区-一期 ▷ 虹桥富力(14:50) ▷紫京苑(15:05) ▷ 香榭苑

 奥林匹克花园▷贝尚湾, 九城湖滨▷ 绿庭尚城 ▷五洲云景▷英伦风尚▷中大九里德,新虹桥首府 仁恒西郊花园 (14:55)

 <초3~12학년> 16:25 통학차량 출발                                                      - 아파트 또는 기존 승하차 지점하차

   虹桥富力 ▷ 天山河畔, 仁恒河滨花园  ▷ 路易凱旋宮

名都城1期 고1,2 ▷ 姚虹路 名都城1期 고3

罗马花园 ▷强生花园▷ 国际广场 ▷ 国际花园,瑞士花园 ▷ 御翠豪庭 名都城1 초3~6

   金汇豪庭  ▷ 欧风花都 ▷  万源城  ▷ 西班牙名园 名都城1期 중1,2 ▷ 名都城2期 ▷天鴻公寓

 <초1,2학년> 14:30 통학차량 출발                                                          - 아파트 또는 기존 승하차 지점하차

 工商银行 (15:12) ▷上城 (15:14) ▷ 名都城1期 (15:15) ▷名都城2期 ▷红松东路,伊利南路 (15:17) ▷ 强生花园,金色贝拉

▷国际广场(华丽家族) ▷国际花园, 瑞士花园(15:20) ▷ 新泾七村 ▷仁恒河滨花园 (15:40)

仁恒西郊花园   九城湖滨 ▷ 绿庭尚城 ▷ 知雅滙 ▷ 金丰蓝庭 ▷ 颐亭花园

锦绣江南4期 초6 ▷ 九歌上郡 중고등 上海风景

金色西郊城 ▷风度国际 초등 风度国际 중등, 고1 风度国际 고2,3

井亭苑(초등) ▷ 亦园别墅 锦绣江南5期 ▷ 井亭苑 고3

万源新城 ▷ 苹果苑 锦绣江南1期 고2,3

锦绣江南1期 초3,4 /锦绣江南2期 초등 锦绣江南2期 중,고등

锦绣江南4期 고1,2   锦绣江南4期 고3

工商银行 ▷ 名都城1期중3

   奥林匹克花园 ▷贝尚湾 초3,4,5 ▷九亭地铁站 ▷嘉和阳光城 ▷复地九月 贝尚湾 초6,중고등 ▷ 摩卡小城 ▷ 英伦风尚 ▷新虹桥首府

   九歌茗园 ▷ 九歌花园 ▷  江南星城 天安豪园

   嘉利豪园▷宝虹公寓 ▷ 金汇华光城 ▷韵动时代 ▷金斯花园  龙柏城市花园▷嘉富丽苑▷香榭苑 ▷中康公寓▷井亭公寓▷七韵美地苑

  诸新路 ▷万科北门（中春路）▷西门 ▷魅力之城，朗润园 ▷ 莲浦府邸 ▷皇都花园  ▷ 闵城路 ▷ 假日风景

   金丰路(保乐路)▷纪翟路 ▷万科城花新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