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鐵簡訊
港鐵（深圳）簡訊是港鐵（深圳）的雙月刊，旨在向各界通報軌道交通龍華綫（4號線）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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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站具體的位置，周圍有什麽住宅或主要建築？
民樂站位于梅林檢查站西側的綠地中。車站距離檢查站距離約 100 米。

車站西側是新區大道；車站東側現在的梅林檢查站的部分用地將被規劃為交
通樞紐；車站北邊是住宅書香門第 1 期及 2期，車站東南面是規劃的梅觀
立交橋。整個車站大至呈東北 - 西南向布置，屬地面島式車站。

有幾個出入口，都分別在什麽位置？
本站共設兩層，分為站廳層和站台層。站廳層在上層，站台層在下層。共設
兩個出入口通道和兩個疏散樓梯。

車站目前有兩個出入口（A、B出入口）。A號地面出入口位于車站主體北側，
臨近梅林檢查站，出入口天橋預留與過街天橋的接口條件，遠期與公交樞紐
相接駁。B號地面出入口位于車站主體南側，臨近規劃的新區大道，位于規
劃中的集散廣場中。

車展主題顏色是什麽，車站設計有什麽特點？
車站采用合理經濟的結構形式，降低造價，創造最大的經濟價值的同時，儘
量避免或减少對周圍景觀的影響。

車站的主題顏色將為明快亮目的黃色。同時車站采用簡潔的造形，完整大氣
的設計手法創造車站建築的新形象。

本站在車站A、B出入口設置無障礙電梯及無障礙坡道，有需要的人士經出
入口無障礙電梯，進入車站站廳層，在站廳層經過雙向寬通道檢票機進入付
費區，付費區內布置垂直電梯，垂直電梯可達到站台。在站廳層的付費區內
設置無障礙衛生間。同時在車站裝修設計時，在無障礙流綫上，設計盲人導

向帶及標志系統。

車站占地面積大小，長度、寬度是多少？
車站總長192.55米，總寬22.29米，站台寬11米，有效站台長度為140米，
車站用地面積約：7940.8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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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樂站—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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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港鐵軌道交通（深圳）有限公司投資及建設

的軌道交通龍華線（4號線）二期工程上梅林

至民樂區間大腦殼山隧道於 2009 年 10 月 20

日貫通。龍華線二期連接少年宮站至清湖站，

在特區關內地下段長約 5公里，由 2個地下車

站（蓮花北站、上梅林站）及 3個隧道區間組

成；其中少年宮至蓮花北區間蓮花山隧道和蓮

花北至上梅林區間的盾構隧道已

分別於 2009 年 1 月份和 5 月份

貫通，加上此次貫通的上梅林至

民樂區間大腦殼山隧道，整個龍

華線二期工程隧道全線貫通。

港鐵軌道交通（深圳）有限公司

項目總經理蔡豐松先生說：“港

鐵公司始終堅持把「安全第一，

風險預控」的原則融入整個施工

過程並克服了地質條件複雜多變

等重重困難，在各方的共同努力

下，大腦殼山隧道以「零傷亡、

零重大事故」的成績順利貫通。”

目前龍華線二期各項工程進展順利，已於

2009 年年底前基本完成所有土建工程，為實

現 2011 年大運會前全線開通打下堅實基礎。

�� 項目總經理蔡豐松先生（左二）與深圳市政府副秘書長趙鵬林
先生（左三）共同見證隧道貫通瞬間

深圳市代市長王榮先生一行 30 多人於 2009

年 11 月 29 日造訪港鐵公司香港總部。王榮代

市長一行在港鐵公司行政總裁周松崗先生的陪

同下，參觀了青衣車務控制中心，並乘坐機場

快線前往九龍站圓方商場，詳細瞭解了港鐵公

司『鐵路和物業綜合發展』的商

業模式。

周松崗總裁表示：“深港兩地在

地理上的優勢和緊密的經濟聯

繫，唇齒相依，將來往來兩地的

交往更趨頻繁。我們期望能協助

深圳市發展高效和優質的鐵路服

務提供給當地居民。”

港鐵（深圳）公司總經理劉天成

先生更向王榮代市長彙報了深圳

市軌道交通龍華線的工程進度及

運營準備情況，�並對今後港鐵與

深圳的進一步合作提出了建議。

王榮代市長對『鐵路和物業綜合發展』的商業

模式、香港的新鐵路項目和深圳市軌道交通龍

華線的建造工程進度表現出濃厚的興趣。

�� 行政總裁周松崗先生（右）致送紀念品予深圳代市長王榮先生

本期內容

港鐵軌道交通 （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區梅林路 48 號 

郵編：518049

VMV 辦公室 
布置大賽

龍華線二期 
工程地下段 
全線貫通

深圳市代市長
王榮參觀 
港鐵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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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進度

本期要聞

深圳軌道交通龍華線二期工程地下段全線貫通

深圳市代市長王榮參觀港鐵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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牽引及車輛總體方案及各主要設備選型已經確定 , 與其它主要

系統的接口澄清已大部分完成，深化設計工作已完成約 50%。

信號系統深化設計完成 45%，與各機電及土建專業的接口設計

仍在進行中。

供電系統及主變電站中期設計與終期設計的相關工作繼續同步

進行，預計數周內可完成；大部分設備的生產程序正在進行中。

主變電站主要內部裝修已完成 98%，外部裝修已全部完成；�

第一回路電纜路徑已全部完成；西鄉及龍塘輸電工程第二回路

的相關申請已得到規劃局和建設局的批准，深化設計工作正在

進行。�

通信系統施工圖深化設計已基本完成。主控系統施工圖設計已

完成80%；設備採購正在洽談中，大部分設備採購合同已簽訂，

樣機審核已完成。

樓宇設備：地下段樓宇設備深化設計接近尾聲，大部分主要設

備及材料的生產廠家已確定，正在進行安裝，同時進行選型工

作，材料和設備的採購工作仍在繼續。高架段樓宇設備深化設

計已完成 95%，車輛段樓宇設備深化設計工作已完成 65%，

且正在進行安裝。主要設備、材料生產廠家基本確定，正在進

行材料、設備的採購工作；繼續開展物業平臺、辦公樓、單身

公寓的管線安裝工作。

深圳地鐵龍華綫工程進度簡介

機電工程

主體工程進度

至 2009 年 12 月底，深圳軌道交通 4號線二期工程車站主體結構已完成（除深圳北站外），車站

的內部裝修工作進展順利；地下區間已全部貫通，高架區間完成 92%；車輛段土建主體工程完成

88%。車站及車輛段樓宇設備施工安裝進展順利；供電系統主變壓器和開關櫃施工安裝正在進行；弱

電系統施工圖深化設計已基本完成，部分設備監造和樣機測試仍在進行中；車輛和信號系統正在進行

深化設計工作，與其它系統的接口澄清已大部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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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上民暗挖隧道人防隔斷門第一段二襯
鋼筋綁紮立模準備

�� 402—上梅林站頂

�� 403—民樂站站廳層管線安裝 �� 404—上塘站鋼結構安裝

�� 405—聲屏障試驗段安裝 �� 406—車輛段物業發展平臺 21區砼澆注

401標段

上 - 民及少 - 蓮隧道的二襯、中隔牆工程基本完成。

402標段

地下車站蓮花北站及上梅林站主體結構完成，上梅林
站裝修工作進展順利。盾構隧道驗收已完成。蓮花北
站正展開車站砌牆及裝修作業。

403標段

民樂站、白石龍站車站主體結構完成；民樂 - 白石龍
區間主體結構完成；白石龍 - 紅山 ( 不含深圳北站 ) 區
間完成 80%。

404標段

紅山站、上塘站、龍勝站車站主體結構完成。紅山 -
上塘區間及上塘 - 龍勝區間主體結構完成。目前正展
開紅山、上塘及龍勝車站裝修工作和區間軌旁附屬結
構安裝工作。

405標段

龍華站和清湖站主體結構完成。龍華-終點區間、龍勝-
龍華區間及車輛段出入線主體結構完成。目前正展開
車站裝修工作和區間軌旁附屬結構安裝工作。

406標段

完成 60,513 平方米物業平臺澆注，正進行辦公大樓
裝修工作，總體完成 75%。

407標段

車輛段基礎鑽孔樁已完成，總體完成 98%。

由於受陳慰忠地塊讓地及和平路管線改遷影響，新區
大道施工進度滯後，導致 406/407 標段的施工進度受
到影響。

420標段

�車輛段和高架段正展開鋪軌工作。

土建工程

�� 樓宇設備安裝工程進行中

�� 主變電所結構工程及裝修已完成

�� 月台幕門工廠測試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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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運營的準備工作已全面展開，目前

已完成整體工作的76%，主要內容包括：

1.�人員的招聘工作仍在持續進行中。截

至目前，運營人員已達 462 人，已基

本滿足一期運營的需要，部分崗位亦

在持續招募中。

2.�各類培訓和取證工作正在進行中。所

有到崗人員均已完成基本的安全培

訓，部分人員已完成赴香港的培訓，

其餘人員的赴港培訓亦已有確定的時

程安排。

3.�站務、乘務、控制中心的各項運營準

備工作已接近尾聲；車輛、基建、車

站等維修部門計劃工作也已基本完

成。安全與質量部、運營支援部、技

術支援與策劃部、市務部、倉務部等

部門約已完成整體工作計劃的 75%以

上。同時，為加強員工的實際操作能

力，運營部在梅林基地建立了模擬工

場，現已投入使用。該工場涵蓋了各

維修部門的基本設備及工作器具，為

各維修員工提供了良好的實踐操作機

會。

4.�高度重視安全管理。各類安全管理規

則、措施的制定基本完成並已開始運

用於實際工作中。《運營規則與程序》

及《事故處理程序》已發佈。

5.�運營一期接管的各項桌面演練正逐步

深入和擴大，演練內容包括日常運營

和應急處理的各項內容。

6.�所有二期機電建造合同已開始執行。

包括地鐵列車及信號系統在內的深化

設計工作已全面展開；維修團隊於機

電設備的設計、採購、安裝、調試的

工作已開始介入並積極參與；各維修

專業的備品備件清單仍在進一步完善

並將陸續完成。

7.�重要的維修管理系統—MMIS 系統的

基本數據已完成輸入工作，且已通過

測試和模擬使用。

隨著深圳 4號線一期的接管日益臨近，港鐵（深圳）運營團隊不斷壯大。為了能讓

新一批前線運營人員更好鞏固專業知識和豐富實踐經驗，共計 123 名乘務和站務

員工已於 2009 年 11 月 23 日開始為期三周的香港在職培訓。

全部受訓人員分兩批於香港市區線太子等 17 個車站及香港東鐵線落馬洲等 13 個

車站進行在職培訓。港鐵（深圳）希望通過此次培訓可以令受訓人員熟悉車站的日

常運作，學習香港優秀的運營管理經驗，並體驗傳承香港車站的優質服務傳統。

4號線一期迫在眉睫，全體前線運營人員深知任重而道遠，見習站務主任黃蕙津小

姐表示：“我們前線同事定將珍惜這來之不易的機會，將赴港學到的專業知識和豐

富的運營經驗帶回深圳，為深圳市民帶來最優質的服務！”

�� 接受培訓的員工認真學習車輛調度知識

前線同事具備過硬的技術，擁有實際

操作的經驗是成功運營深圳 4號線的

保證。除了要進行課堂及在職培訓之

外，運營同事的實際演練更是至關重

要。為了令運營部的同事儘早進行現

場實際演練，最近港鐵（深圳）梅林

工地辦公室周圍建起了一片小型的模

擬工廠和一段模擬鐵軌，專門用於運

營維修同事進行實際操作訓練，培養

實際經驗。每天都有運營部的同事在

模擬工廠裡利用簡單實用的設備進行

實際操作練習，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 運營部同事們在模擬工廠裡認真模擬維修
操作

�� 梅林工地辦公室的一段模擬鐵軌，用於同事們進行實際演練

運營視窗

運營籌備進展情況 在職培訓誠可貴

實際演練價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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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深圳市軌道交通辦公室、深圳市教育局主辦，港鐵（深圳）

公司承辦的宣傳活動�—“我心中的地鐵生活”繪畫比賽，於

1月 7日在少年宮音樂廳舉辦了隆重的頒獎典禮。

在這座充滿夢想的殿堂裡，聚集了一百多名獲獎小畫家、優

秀輔導老師及獲獎機構代表。深圳市政府副秘書長，市軌道

交通辦公室主任趙鵬林先生，港鐵（深圳）公司總經理劉

天成先生，和相關單位領導也親臨會場，為獲獎小朋友頒

獎。�

本次比賽自 2009年 10月底開展以來，得到了市地鐵集

團、地鐵三號線公司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以及全市範圍

的廣泛關注和參與。全市共有一百多所幼兒園、小學

及少兒繪畫培訓機構呈送了近 2,000 幅參賽作品。

趙鵬林先生在為一等獎小畫家頒發獎品同時，也饒有

港鐵（深圳）於 2009 年 10 月底

至 12月初依次在：

　　　福田區蓮花山公園

　　　地鐵 4號線會展中心站

　　　地鐵 4號線福田口岸站

　　　福田區梅林路天虹商場及

　　　梅林關檢查站

五個地點開展了大型的巡迴展覽

活動。此次展覽是為了配合市政

府加強軌道交通宣傳所做的工

作，把港鐵“社區鐵路”的概念

和“心系生活每一程”的理念帶

給廣大深圳市民。同時也是港鐵

（深圳）在深圳為宣傳軌道交通

龍華線所開展的第一次大型社區

溝通活動。豐富而精彩的展覽內

容吸引了數萬市民駐足參觀。許

多市民在參觀之後留下了寶貴的

意見和建議，這將有助於港鐵（深

圳）以最直接的方式瞭解到市民

的要求和希望，並為運營 4號線

做好充分的準備。

�� 市政府副秘書長趙鵬林先生，港鐵（深圳）總經理劉天成
先生與獲獎小朋友合影留念

�� 港鐵（深圳）員工在蓮花山公園為參觀展覽的市民講解展
板內容並派發宣傳材料

�� 我心
中的地

鐵生活
”繪畫

比賽宣
傳海報

。

興致地欣賞了這些充滿創意的獲獎畫作，並在致辭中表達了對於深圳

軌道交通整體網絡的寄望，他表示：“年輕的深圳軌道交通與這些富

有潛力和想像的孩子們一樣，需要在社會各界的關注和支持下健康地

成長。”

港鐵（深圳）總經理劉天成先生在致辭中表示：“孩子們利用自己獨

特的視角，豐富的想像力描繪他們心目中的地鐵生活。他們以‘地鐵

到我家’、‘綠色地鐵’、‘多彩生活’、以及‘安全、快捷、舒適’

為題，表達了他們對地鐵生活的期待和願望。孩子們的期望，將成為

各軌道交通建設單位的動力之一。”�

社區關懷入深圳

本市青少兒共築“我心中的地鐵生活”

港鐵（深圳）公司正式展開社區活動

�� 來自
北大附

小的黃
雅詩小

朋友與
自己獲

得一等
獎的作

品

合影

港鐵（深圳）今後將繼續開展各項社區宣傳活動，真

正令到公司“社區鐵路”的概念深入廣大深圳市民心

中。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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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11 月 14 日上午，香港及內地 07、08、09 級全體

見習管理人員近 40人齊聚港鐵（深圳）梅林辦公室。剛剛加

入公司的 09級見習管理人員首先和全體分享了他們進入公司

幾個月來的收穫與心得。之後，07 級的“學長”、“學姐”

們將工作經驗傳授給了“學弟”、“學妹”們。大夥更有幸

請到了港鐵（深圳）公司的運營總經理李聖基先生為大家介

紹 4號線的運營前期準備情況。李聖基先生則是將自己過往

的工作經驗融入了對各位見習管理人員前途的美好祝福中，

為大家上了一堂精彩生動的“人生課”。

香港民建聯沙田區議會參訪代表團一行 14 人，在民建聯秘

書長彭長緯先生的帶領下，於 2009 年 11 月 23 日抵達港鐵

（深圳）公司參觀交流。總經理劉天成先生向參訪團詳細介

紹了港鐵在深圳各方面的發展。會後，在總建造經理—土建

周蘇鴻先生的陪同下，參訪團考察了 4號線二期龍華車輛段

的施工現場，實地瞭解了土建工程的進展情況。

�� 民建聯秘書長彭長緯先生（右三）認真瞭解深圳軌道交通 4號線
車輛段的建設情況

有朋自遠方來

�� 香港工程師學會參觀並瞭解深圳軌道交通 4號線二期工程的
建設情況

�� 運營總經理李聖基先生（中排右六）與全體見習管理人員在港鐵
（深圳）梅林辦公室前合影留念

香港工程師學會于 2009 年 10月 10日來到深圳軌道

交通（深圳）有限公司參觀訪問。

�� 總建造經理—機電郭偉權先生（右）向英國駐廣州總領館首席投
資領事萬博文先生（左）致送紀念品

英國駐廣州總領館首席投資領事萬博文先生于 2009 年 10 月

27 日來到港鐵（深圳）公司參觀交流。總建造經理—機電郭

偉權先生及總合約經理林世光先生向來賓介紹了深圳軌道交

通4號線各方面的情況，並與萬博文先生進行了廣泛的交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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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鐵香港總部的員工總數已經超過了

13,000 人，而港鐵（深圳）的員工數

字也已經超過了 600 人。龐大的員工

隊伍擁有無限的集體智慧，如何充分

運用這巨大財富便成為了公司的一個

挑戰。

牡丹花工作小組 * 於 2009 年 7月 20

日起邀請所有港鐵員工參與福田口岸

優化創意大賽。這是公司首次邀請香

港和深圳兩地的同事共同為深圳 4號

線的發展出謀劃策。此次活動不但讓

香港同事對深圳 4號線有了更多的瞭

解，更增進了兩地同事之間的交流與

合作。全公司上下對優化創意大賽的

反響熱烈，牡丹花工作小組收到大量

來自香港及深圳公司不同部門同事的

創意作品。

本次比賽籌委會於 2009 年 12 月 14

日和 2009 年 12 月 23 日分別在深圳

辦公室及香港總部舉行了頒獎典禮。

8名獲獎者從項目總經理蔡豐松、運

營總經理李聖基接過獎狀和豐厚獎

品。一等獎獲得者葉瑞明先生與我們

分享了他的得獎心得，他表示：“自

己是來自香港東鐵線的同事，很榮幸

能將自己的創意融入深圳 4號線，並

希望以後能繼續支持深圳 4號線的發

展。”

�� 總經理劉天成（右二），項目總經理蔡豐松（左二），運營總經理李聖基（右一）和
房地產發展部副總經理梁秉堅（左一）為獲獎同事頒獎：基建維修部的陳和平（左三），
運營處黃永平（左四），總部運營部郭垂得（右四），合約部陳宏祥（右三）

2009 年 11 月，港鐵（深圳）興起了宣傳和學習 VMV的風潮，在企業內部舉辦了一場極有創意性的

“VMV辦公室佈置“大賽。通過這個互動性的辦公室活動，員工們不僅增進了對彼此的瞭解，分享了

團隊合作的樂趣和成果，更對公司的 VMV有了深入的認識，鞏固了公司內的誠信文化。

佈置大賽作品展示

*牡丹花工作小組：于2009年4月成立，

由港鐵總部的建築部、品牌策劃部，和

港鐵（深圳）的設計管理部，市務部組

成。目的是對深圳軌道交通 4號線的車

站環境及主題設計方案進行優化。

企業文化建設

港鐵員工參與福田口岸優化創意大賽

VMV 辦公室布置大賽

�� 福田口岸車站優化創意大賽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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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 Vision】
�; 用貼心的服務，連接和建設社區，立志成為全球公認的行業

領導者。

【使命 Mission】

�; �確保深圳 4號線工程安全、準時及按值完成。

�; �提供安全及可靠的軌道交通運營，通過優秀的服務和品質，

提高顧客的生活素質並預見他們的需要。

�; 建立鮮明的企業文化，為員工提供不斷學習的環境和發展的

空間。

�; 將深圳 4號線打造成為港鐵公司拓展內地業務的典範，讓員

工引以為豪。

�; 為投資者提供合理的回報；向成為最佳的軌道交通運營商不

斷邁進。

【價值觀 Vision】

�; 優質服務：我們承諾積極提供安全、高效率及貼心的服務，

得到顧客的認可，可以創造財富並滿足當地需要。

�; 互敬互重：在一個開放的團隊中工作，我們要做到相互依賴、

相互尊重；聽取並尊重來自社區和股東的意見。

�; 創造價值：通過有效的執行、不斷改進和創新，為客戶提供

最優秀的產品和服務。

�; 勇於進取：勇於挑戰現狀，不斷進取，積極主動，足智多謀，

迎難而上，開創新境界。

【企業文化核心 Core Values】
�; 安全

�; 誠信

�; 主動

�; 和諧

香港鐵路系統被公認爲

全球首屈一指的鐵

路系統，而港鐵公司以其

安全、可靠程度、卓越的

顧客服務及高成本效率著

稱。為幫助員工面對挑戰，

並推動港鐵面向新環境，

港鐵公司在 2008 年 2 月

26 日與 150 名高級經理

優化了全新的《長遠目標、

使命和信念》（VMV）。

2004 年 3 月，港鐵（深

圳）公司成立，負責深圳

地鐵 4 號線的建設和運

營。港鐵（深圳）為保持

最高的企業道德及誠信標

準，以及為深圳市民提供

一貫的安全，有效率及

關懷的服務，港鐵（深

圳）在企業內部積極宣傳

VMV。

V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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