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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北站的位置在哪里？规模有多大？
１.	莲花北站是连接深圳轨道交通四号线一期少年宫站与二期上梅林站之间

的地下站，主体位于莲花路与北环大道之间的宏威路地下，由南向北布
置。

2.	 主体的总长为 222.1m，总宽 21.30m，总建筑面积约 12825 ㎡。

莲花北站主题颜色是什么？
1.		 车站的主题颜色取自于莲花的淡紫色，主要应用于车站的马赛克墙面和

搪瓷钢板墙面。

莲花北站周边有哪些社区？它离莲花山近吗？
1.	 莲花北站东北端是大型社区——彩田村，深圳市艺术书画学院也坐落

于此；西北端近北环大道有与梅林相连的人行天桥；西南端有梅林海关
生活区、宏威花园、青莲公寓等多个社区；东南端是武警警备区多层住
宅小区——安居苑。	

2.	 莲花北站的A2号出入口离莲花山侧门只有一路之隔。

1

2

3

莲花北站—站台层效果图

莲花北站周边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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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副市長 
張思平先生 

視察深圳北站

地鐵安全進校園 
系列活動

4 月 8 日上午，港铁轨道交
通（深圳）有限公司首次召
开了主题为“轨道交通四号
线，一期运营准备”的媒体
见面会。深圳本地 17 家新
闻媒体以及国内其它媒体驻
深圳记者站共计 29 名媒体
人士出席了本次活动。活动
也得到了市轨道办处长陈强
先生，市政府办公厅公共关
系处处长熊星南先生的亲临
支持。

公司总经理刘天成先生，项
目总经理蔡丰松先生，运营

总经理李圣基先生，以及公
司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出席了
活动。在此次媒体见面会
上，公司对港铁发展历程，
四号线项目特色，四号线一
期运营筹备工作的开展，
以及对未来轨道交通的展望
向深圳媒体进行了完整的推
介。

刘天成先生表示：“无论是
香港，或是在内地的任何一
个城市，我们不断努力将更
便捷的铁路网络，更完善的
运营服务带给市民，让乘客

体验到港铁用心及优质的服
务。我们坚信地铁网络建设
的发展，不仅会舒缓交通堵
塞，改善城市空气质素；更
能通过对新城区的开发建
设，带动整个城市的发展，
有效提高市民生活素质。”

港铁（深圳）将秉承“心系
生活每一程”的理念，努力
为每个乘客提供主动、统
一、标准化的运营服务。港
铁（深圳）的每一段里程，
都将离不开市民、公众和各
界人士的关注与支持。

5 月 28 日下午，深圳市委
常委、副市长张思平先生，
市政府副秘书长赵鹏林先
生、市交通委副主任李筱毅
先生等领导来到深圳北站工
地，视察了深圳轨道交通四
号线深圳北站及相邻区间、
枢纽东广场、国铁钢屋盖建
设的情况。港铁（深圳）项
目总经理蔡丰松先生、总建
造经理（土建）傅贤哲先生
同市地铁集团以及三号线公
司代表等一起陪同参观。

下午 15 时 40 分，张思平
先生一行顶着烈日，风尘仆
仆地抵达深圳北站枢纽工地
后直奔施工现场，并认真视
察了热火朝天的工地。在听
取了相关人员的汇报后，张

思平首先对所有战斗在一线
的工程建设人员表示亲切
慰问并明确表态：市政府会
继续加大对轨道交通支持的
力度，同时也要求各参建单
位鼓舞士气，再接再厉、勇
挑重任，争取实现年底国铁
广深港开通到深圳北站的目
标，让广大深圳市民可以早
日坐上高铁。

深圳北站综合交通枢纽将汇
集深圳轨道交通 4、5、6号
地铁线，同时也有广深港高
速铁路、厦深铁路客运专
线、平南铁路等在此交汇，
是目前亚洲在建最大的综合
交通枢纽，建成后的深圳北
站综合交通枢纽将对改善深
圳市交通布局，促进内地与

香港的经济交流起到难以替
代的作用。

軌道交通四號線 . 一期運營準備

媒體見面會順利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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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代表与媒体人士合影

深圳市副市长张思平先生视察深圳北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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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營視窗

一期运营的准备工作已完成整体工作的 90%，
主要内容包括：

一期运营人员及香港总部支援一期接管的人员

已全部到位。各类培训和取证工作已完成总体

的 90%，除站务安全培训（AIEP）最后一班和

外间培训自动消防系统操作证于6月初进行外，

其余培训均已在 5月底前完成。

安全管理。各类安全管理规则、措施的制定已

经完成。《规则与程序手册》以及《事故处理

规则手册》已于 5月底发布，并定期检讨。其

它各部门工作指引及常用表格等已陆续发布。

加强桌面演练。运营一期接管的各项桌面演练

正逐步深入和扩大，演练内容包括日常运营和

应急处理的各项内容。运营处已举办多次内部

联合故障演练。各部门已开始模拟正常运作，

填记表格、记录等。

我司与深圳地铁集团公司已全面展

开了一期移交的相关工作：

移交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已召开多

次，各个工作小组分别与深圳地铁

展开了多次沟通；有关列车租用、

OCC 租赁、会展中心管理、施工

管理等事项双方已基本达成一致意

见；资料移交事项已完成第六批资

料移交，港铁已进行检讨并回复资

料补充移交需求；运营准备计划双

方已达成一致，并顺利开展跟班计

划。关于改造项目已基本达成一致

意见并进入执行阶段，个别改造项

目仍就细节进行协商。

运营筹备进展情况

2

一期移交工作进展

培训进行时

运营车务部内部强化专业知识

自 2010 年 3 月 1日，广银运营中心在下班后举行数次运

营专业知识内部交流，每周 3-4 次，采取自愿的原则，对

象为站务人员与乘务人员，由总部资深同事担任主讲。

举行这样的交流活动，为每一位员工提供了学习的机会、

交流的平台。几位香港同事将他们精深的理论知识、犀利

的社会洞察力以及丰富的工作经验，无私地传授给站务及

乘务同事，而同事之间工作经验的分享，也让他们更好地

提高对工作岗位的认识，增强对工作职责的理解，尽快适

应工作环境，熟悉工作流程，注重工作细节，扎实地做好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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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进行时

运营处创新培训：礼仪时间

随着四号线一期接管日子的临近，公司一方面强化职员的专业知

识，一方面隆重打造属于港铁特色的品牌服务。在港铁（深圳）邀

请了资深礼仪培训导师纪亚飞老师为运营站务部员工做了“职业形

象塑造”的培训之后，为了不让“礼仪培训”成为形式主义，不让

“礼仪风采”成为昙花一现，公司创造性地推出“礼仪时间”这一

活动。所谓“礼仪时间”，是指每位职员在规定的时间段，用严格

的礼仪标准来规范自己的谈吐、坐姿、站姿、行走姿态等。每天不

仅要坚持不懈地练习基本礼仪，在学习、做演练时，也要保持得体

的言行举止。车站还建立了职员“互相监督制”，齐心协力，互帮

互助，共同进步。

温馨的礼貌用语，热情的态度，专业效能的服务，这些看似微小的

经过多方努力，运营处各部门为接管四号线一期的深圳地铁之差异

性培训授课正在深圳地铁公司培训实训大楼全面展开。

此次培训分为理论培训和实践跟岗培训，持续时间将近三个月，是

继香港培训之后对员工又一次系统的运营专业知识的培训。结合在

香港的培训的知识及经验，大家认真总结报告在深圳地铁培训的专

业知识，让自己对运营专业知识的学习及收获有一个质的提高，对

接管四号线一期的各项运营工作做出最充分的热身准备。

运营处各部门在深铁进行差异性培训

在差异性培训的基础上，为了对有培训需求的岗位进行更有效的强化

培训，培训中心与前线部门及总部车务训练部精诚合作，采取了很多

创新的措施和方法：

首先，各前线部门选派有经验的员工作为兼职培训师，由总部车务训

练部设计了上课提问清单和资料收集清单，与车务训练部和培训中心

的培训师一道在差异性培训过程中收集资料，准备素材。随后，前线

部门专项专家（SME）与车务训练部 SME 共同分析培训需求，然后

由车务训练部与培训中心的培训师共同开发强化培训，实施培训。

在五月份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强化培训得以顺利完成，全赖各方紧

密配合，共同推动，充分体现了互敬互重和勇于进取的VMV精神。

培训中心联手各方共同完成强化培训工作

礼仪形式，将化成一条绚丽的彩带，穿梭在深圳四号线，

带给乘客宾至如归，如沐春风的感动，一路带动欢笑，一

路带动生活！�



�� 主变电所东侧

�� 清湖站台安装风管

�� 清湖站厅层

牵引（451A）及车辆（451）的主

要分包商及材料已确定，深化设计

工作已完成 75%，模型车及第一列

车的制造正在进行中。

信号系统（452）深化设计已完成

70%，分包合同及主要材料供应商

已确定。

供电系统（455）第一批供电设备已

送抵现场；其它设备的出厂验收仍

在进行。设备房内及区间设备安装

工作正在进行中。

西乡及龙塘输电工程（455B）第二

回路的相关申请已得到规划局和建

设局的批准，深化设计工作正在进

行；第一回路电缆路径已全部完成，

110kV 电缆的敷设、安装及调试的

工作亦已全部完成，并已通过初步

验收。

通信系统（462）施工图设计基本完

成 , 工厂测试验收基本完成 , 部分设

备已经到货 , 现场安装准备工作已经

启动。

自动售检票系统（463）深化设计已

基本完成。自动验票机，自动增值

机和自动售票机样机测试已完成。

自动验票机，自动增值机和自动售

票机开始量产。

火灾自动报警（467）主要设备、主

要材料已经到货；电线电缆正在送

检；各站线管敷设完成 90%以上，

设备安装正在进行中。

地下段楼宇设备（411）深化设计

完成约 95%，主要设备及材料的生

产厂家已确定，大部分设备选型工

作已完成；材料和设备主要设备订

单已签署完毕。

高架段楼宇设备（412）深化设计

工作已经结束，高架站 90%的管线

完成安装，同时部分设备已到货。

车辆段楼宇设备（414）完成 95%

深化设计工作，继续深化相关的接

口设计，主要设备及材料的生产厂

家基本确定；正在进行材料及设备

的采购工作，部分设备已到货。

电梯（456），基本完成产品、接

口设计、部件供货商审批，完成样

机验收。4 台电梯已生产，3 台电

梯正在安装。

自动扶梯（457），产品设计和施

工图完成，部件材料已审批，完成

样机验收，57 台扶梯已生产。23

台扶梯已吊装就位。

深圳地鐵龍華綫工程進度簡介

机电工程

楼宇设备

主体工程进度及投资完成情况
至 2010 年 4月底，深圳轨道交通 4号线二期工程车站土建主体结构（除深圳北站外）、地下区间土建主体结构已全部完

成。车辆段土建主体工程已完成 85%。车站的内部装修工作进展顺利；车站及车辆段楼宇设备施工安装进展顺利，并继

续深化相关接口设计；供电系统采购工作大致完成，主要设备仍在按计划陆续送抵现场并进行安装；主变电所整体及第一

回路设备的初验工作已经完成，消防验收正在进行；弱电系统部分设备已到货，现场安装准备工作已经启动；车辆和信号

系统仍在进行深化设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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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辆段预置平台道路

�� 清湖站台安装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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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北站 —北端风亭

�� 401�– 上民暗挖隧道左线轨道已铺至人防隔断
门处（民乐站向南铺）

�� 402�–�上区间—盾构隧道左线

�� 403�– 深红区间铺轨基本完成 �� 404�– 龙胜站钢结构施工

�� 404�– 红上区间铺轨施工 �� 405�– 清湖站站厅层机电及装修施工

土建工程 401標段

少—莲区间隧道二衬及中隔墙已完工；左线电力、通
信及信号轨旁支架已安装。

402標段

地下车站—莲花北站及上梅林站主体结构已全部完
成，上梅林站装修完成约 83%，莲花北站正展开装修
作业。

403標段

民乐站、白石龙站车站主体结构完成，车站装修完成
65%；目前正开展民乐站和白石龙站车站装修工作和
区间轨旁附属结构安装工作。正在进行深圳北站站厅
层立柱施工、国铁钢屋架吊装等工作。

404標段

红山站、上塘站、龙胜站车站装修完成45%。上塘站，
红山站钢屋顶安装已基本完成。目前正展开红山、上
塘、龙胜站的装修，龙胜站钢屋顶的安装，以及区间
轨旁附属结构的安装工作。

405標段

龙华站和清湖站主体结构及附属结构均已完成，车站
装修完成 60%；龙华 - 终点、龙胜 - 龙华区间以及
车辆段出入线主体结构均已完成；声屏障安装完成
80%；目前正展开车站装修工作和区间轨旁附属结构
安装工作。

406標段

已完成 83950 平方米物业平台浇注，正进行办公大楼
装修工作，总体完成 85%。

407標段

车辆段基础钻孔桩及混凝土预制管桩已全部施工完
成。

420標段

车辆段与正线正展开铺轨工作，完成计划约 65.3%。



3 月 19 日，2009 年度安全、质量与环境颁奖典礼在港铁

（深圳）梅林工地办公室隆重举行，总经理刘天成先生、

项目总经理蔡丰松先生出席典礼并为获奖者颁奖。

在典礼上，蔡丰松先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过去一

年的安质环工作表示了肯定，也对今后的工作寄予了厚望。

港铁项目的工作团队被深圳市轨道办评为 2009 年度重大

项目建设先进单位。

在此之前，在梅林工地第十二会议室举行了安全生产责任

状签字仪式，项目总经理蔡丰松先生、总建造经理（土建）

傅贤哲先生、总建造经理（机电）郭伟权先生出席了该仪

式。在签字仪式上，所有参建单位安全责任第一责任人与

港铁公司签定了安全生产责任状，各项目责任人均表示会

严格履行自身安全责任并积极达成各项安全目标。

企業文化 — 安全与質量

安质环颁奖典礼隆重举行

有朋自遠方來

郑州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夏景辉

总工程师（中）一行共 6 人于

2010年4月1日赴港铁（深圳）

公司探讨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设计

管理方法。副总设计经理刘永亮

先生（左四）、设计经理 - 土建

阮文忠先生（左二）、高级工程

师 - 高架段冯扬先生与来访团分享

了二期工程项目设计管理经验。副总

建造经理张自太先生（右四）随后带

领代表团前往上梅林站工地进行实地考

察。

�� 安全责任状签署仪式

�� 深圳市轨道交通四号线二期工程安全质量环保奖颁奖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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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5 月 7 日，来自香港总部

康乐委员会（MRC）的 15 位代表

在MRC 主席梁泉材先生（一排左

四）的带领下来到港铁（深圳）参

观交流。MRC 的同事在土建部肖

耀华工程师的陪同下参观了深圳北

站、民乐站以及上梅林站。随后在

梅林工地办公室，MRC同港铁（深

圳）康乐委员会的委员就康乐活

动的组织模式、活动方式等进

行了深入探讨，并提议今后进

一步加强沟通互访。运营总

经理李圣基先生（一排右四）

全程参与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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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8 日下午，�由市轨道办，市教育局

主办，港铁轨道交通（深圳）有限公司

承办，为期 3个月的“地铁安全进校园”

主题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暨首场“地铁

安全文明讲座”在天健小学举行。此次

活动集聚了来自四号线一期沿线 5个站

点附近的 5所小学，共计 160 名 4-5 年

级的小学生及老师。市政府副秘书长赵

鹏林先生，市教育局副局长曹赛先女士、

港铁（深圳）公司运营总经理李圣基先

生携运营系统代表、以及 6家电台、报

纸和网络媒体代表出席了启动仪式。

本次主题活动包括“地铁安全文明校园

巡回讲座”和“地铁安全文明大使选拔”

两部分。少年宫站高级站务主任史册小

姐为同学进行了地铁安全文明讲座。讲

座内容涵盖了乘搭地铁的各个环节，例

如进出闸机、搭乘扶梯、在站台候车、

上下车及乘坐列车、遇到各种紧急情况

时如何应对等。同学们在认真听完讲座

后还非常踊跃地参加主题互动活动，在

小游戏中加深了对安全文明知识的理解。

通过后期活动选拔，最终成为“地铁安

全文明大使”的 50名小学生，将在暑期

参与四号线一期地铁站内宣传，向更多

乘客宣传地铁安全文明行为规范。

�� 安全责任状签署仪式

社區關懷入深圳

地鐵安全進校園
主題系列活動

地鐵安全文明講座暨安全文明大使選拔活動啟動儀式

同学们通过小游戏与少年宫站工作人员
互动交流

�� 市政府副秘书长赵鹏林先生（左三），市教育局副局长曹赛先女士（左二），港铁（深圳）运
营总经理李圣基先生（左四），天健小学校长陈金才先生（右三），港铁（深圳）运营副总经理胡
瑞华先生（右二），港铁（深圳）站务经理梁耀麟先生（右一），共同为活动启动仪式

我要想一想
这个问题我会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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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铁（深圳）公司运营总经理李圣基先

生表示：“通过参与活动，我们希望小

朋友们能够认识到更多轨道交通的知识，

承担起一个‘地铁安全大使’的职责，

将地铁‘节能、环保、方便、快捷及安全’

的特性讲给爸爸、妈妈、和身边的其它

小朋友们听，主动为有需要的人服务，

培养关爱社会各阶层人士的精神。”

市政府副秘书长赵鹏林先生也发表了致

辞，他说：“‘地铁安全进校园’活动

将搭建起地铁公司与社区学校的沟通桥

梁。‘地铁安全文明大使’也将为深圳

更多市民和家庭的安全、文明搭乘地铁

做出行动表率。”



我的港鐵 ( 深圳 )　我的老照片

港铁（深圳）公司于 2004 年 3月成立
至今已有6个年头了。今年是港铁（深
圳）的冲刺之年，而明年中，公司将
跨入深圳市轨道交通的新纪元。值此
之际，公司事务部面向港铁（深圳）
公司内部员工开展的“跨越时代，绽放
未来”老照片征集活动，自今年 2月 8
日推出以来，得到公司各个部门的积极
响应与支持。

照片提供者：黄永平（
车站维修

部）

拍摄时间：2008 年
12 月 13 日  

拍摄地点：香港八乡
车辆段

照片内容：公司代表
团参与总

部康乐会
举办的一

年一度的
圣诞儿童

游戏日

照片意义：公司管理
层非常重

视深圳四
号线的建

设，在不
断的把香

港三十多
年的轨道

交通运营
经验带到

深圳

四号线的
同时，也

借此圣诞
儿童游戏

日机会，
设计推出

含有深圳
四号线特

色的游戏
，它不仅

代表了深
圳四号

线“深港
融合”的

理念，更
重在体现

港铁轨道
交通服务

的安全、
舒适、便

捷、用心
与以人为

本。

此次活动旨在回顾港铁（深圳）公司
的发展历程，用一张张满载历史的经
典瞬间激励每个港铁（深圳）人传承
企业一贯遵循的安全、可靠、卓越的
顾客服务及高成本效率的传统。这些
给港铁人带来无限回忆和动力的老照
片，也会出现在随后的一系列宣传和
社区活动当中。从本期起，我们将陆
续刊载一系列老照片，与大家一起重
温这些集体回忆，见证港铁（深圳）
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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