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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铁（深圳）简讯是港铁（深圳）的双月刊，旨在向各界通报轨道交通龙华线（4号线）的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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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华站的位置在哪里？规模有多大？
龙华站位于规划的中环路与人民北路之间的平西路路中，沿规划的和平西
路东西向距路中布置。车站总建筑面积为 7517 平方米，其中站厅层建筑
面积 2863 平方米，站台层 3187 平方米。有效果站台长度为 140 米。

龙华站共有多少个出入口？具体位置在哪里？
龙华站共设置 4个出入口，通过天桥式通道与车站主体连接。其中 B、C
出入口位于车站主体北侧，其用地正在建设中；A、D出口目前为住宅区
和大型超市。车站设置预留通道与建筑物相连结。

龙华站周边介绍？
龙华站周边是龙华片区较为成熟的生活区，除坐落多间大型住宅区外，这
里也是龙华街道办、富士康工业园区、龙华中学等政治经济教育机构所在
地。随着深圳特区一体化工作的逐步推进，龙华，作为深圳高速发展的新
市镇，将随轨道交通龙华线的发展，全面提升城市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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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的龙华站站台层

龙华站—地面层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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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鐵與 大深圳

很多“新深圳人”对深圳的印象，可能

要从罗湖火车站算起。

走出火车站，就进入了地铁。地铁行

驶得飞快，一下子就带你走过喧闹的

东门，繁华的华强北，来到世界之窗，

而关于深圳的大小和记忆，几乎停留于

此。

后来，随着“深港融合”的提出，皇岗

站变成福田口岸站，而少年宫站周边的

书城、图书馆也成了深港两地居民周末

的好去处。当然，去香港度假也成了潮

流。对于所有到过香港的人来说，除了

购物娱乐之外，都会对香港地铁留下深

刻印象。“太方便了”，地铁深入到周

边建筑物内部，人流在“天上”行走，

车流在地上飞驰，而地铁物业的底部又

有公交系统、轨道交通等换乘。市民享

受到了地铁便利，也对地铁寄予了更高

的期望。这种立体式的便捷交通，不正

契合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城市，让生活

更美好”吗？

地铁，这个庞然大物，游韧有余却又低

调地穿梭于城市中，成为都市人寄予情

思的好地方。几米的绘本《地下铁》以

及改编的几部同名电影，引起了无数都

市人的共鸣。地铁里的两个人，在这一

站相见，又在下一站分开，地铁疾驰而

过的车窗里，匆匆的过往中，蔓延了都

市人的浪漫和孤单。

其实深圳很大，特别是特区一体化后。

而深圳打造宜居城市、创造更多的奇迹

的步伐也越来越快。年底，深圳轨道交

通即将开通两条地铁线路，到 2011 年

中，包括龙华线在内的 177 公里的地铁

网络即将形成。

深圳越来越像一个家，父母爱上深圳宜

人的气候，孩子们爱上大片的绿地，朋

友圈也不断地在扩大，从蛇口到火车

站，从东门到大运会，从香港到龙华新

市镇。

大深圳时代，即将来临。



2010 年 10 月 11 日，深圳轨道交通龙

华线二期工程全线正线铺轨任务全部完

成，为确保年底全线交付验收奠定了坚

实基础，也为明年年中龙华线二期正式

运营提供了重要保障。

由于龙华线二期地质复杂及高架线受移

交场地受限制等原因，在施工过程中

遇到了不少难题，但都被工程师一一

克服。例如在其它车站没有条件另建铺

轨基地的情况下，经实地调查，工程师

在双线隧道内建立了一个临时轨排拼装

场，自行设计制作了两台跨双线铺轨

车，在长不足 100m宽不及 8m的范围

完成了地下段大部分轨排的拼装工作。

在减少噪音、震动等环境污染方面，港

铁（深圳）也做出不断努力，注重采用

科技手段和一些特殊施工材料及工艺的

运用。譬如，道岔垫板采用的是热塑性

高弹垫板，这就像给地铁轨道穿上了一

双特殊减震的鞋，在列车通过时，将轨

道震动减至最低。在道床上，有部分地

段采用减少震动并吸音的设计，用短轨

枕加吸音、吸震的橡胶，以获致最大限

度的环保效果。

随着全线高低压电通和全线轨通两个重

要里程碑的实现，龙华线二期工程现已

具备轨道车全线通行条件，进入百米冲

刺的关键阶段。11 月 19 日，港铁（深

圳）在上梅林大院隆重举行了“百日大

会战，安全保开通”动员大会。项目部、

承包商和监理单位代表共 450 余人参

加。在动员会上，港铁（深圳）项目总

经理蔡丰松先生强调，确保安全是“百

日大会战”的基础和前提，“没有了安

全，就没有了一切”！他要求参建各方

加大安全管理的力度，确保在保障安全

的前提下，全力冲剌。他还号召全体参

建人员振奋精神，携手共进，以积极主

动的态度，科学管理的方法，互帮互助

的胸怀，排除万难的勇气，落实措施的

决心，积极组织开展“百日大会战”活

动，掀起工程建设的新高潮。

会上，港铁（深圳）向各承包商赠送了

一批安全宣传品。

本期要聞

2010 年 10 月 21 日，港铁（深圳）龙

华线首列车在浦镇车辆制造厂下线。港

铁（深圳）总经理刘天成先生、项目总

经理蔡丰松先生一同参加了在南京浦镇

车厂举行的下线仪式。

龙华线车辆设计理念吸收香港多年的建

造及运营经验，以乘客安全、方便为首

要考虑。港铁总部美工设计师也参与了

车辆设计。从外观上看，一条醒目的红

色的线条贯穿车身，流线型的车体显得

美观、现代化。龙华线车辆选用A型车，

铝合金车体，列车最高运行速度为 80

公里 / 小时，一动一拖为一组单元共二

组单元的 4节编组，将来根据客流量需

要，可以再扩展一组形成三组单元的 6

节编组列车。

港铁（深圳）凭着港铁过去 30 多年的

运营经验，在列车设计初期就充分考虑

乘客的感觉，在设计乘客坐椅形状时，

先将制作的模型邀请多位不同年龄的乘

客试坐，在得到了较多数乘客认可的情

况下确定了坐椅形状。同时在列车的设

计方面采用许多人性化的设计，例如在

二节车厢的通道处设置了扶手，方便站

在此区域的人员伸手靠扶需要，在每节

车中设置了多功能区，方便轮椅乘客及

大物品携带者的乘车，满足各种乘客需

要。

龙华线列车还在每节车侧墙的上方采用

了目前国内地铁车辆上尺寸最大的 22

寸 LCD 显示屏用于播放当前最时尚的

资讯及列车运营信息，便于乘客更好的

了解信息资讯。

龙华线二期工程正线全线轨通

“百日大会战”动员大会隆重召开

港铁（深圳）首辆列车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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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铁（深圳）总经理刘天成先生（左一）和
项目总经理蔡丰松先生（左二）细心查看车厢
细节

�� 龙华线站务同事在总部工程臻善圈发布大会上展示了他们工作中的热心和努力

�� 站务同事在协助乘客解决问题时同样展开关怀服务

�� 专业、微笑
，这是很多

乘客给站务
同事的评价

�� 港铁（深圳）新车辆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 港铁（深圳）刘天成总经理为首辆新车揭开�
面纱

運營視窗

2010 年 11 月 5日，港铁（深圳）龙华线站务同事来到港铁总部，

参加臻善圈的提案发布大会，将如何提升顾客服务，展示站务专业

形象搬上舞台，并赢得台下阵阵喝彩。

为了贯彻公司“心系生活每一程”的服务理念，港铁（深圳）运

营部同事从运营地铁龙华线一期伊始，就不断地将自己在培训中

的“所学、所感、所悟”应用在工作中。他们不仅学习港铁总部

规范化的服务，还主动将自己在工作中遇到的实际情况与同事互

动分享，积累出更加适用于“深圳特色”的“港式服务”。并

因此获邀参加港铁总部臻善圈提案发布大会。

港铁（深圳）高级站务主任许曼玲小姐说，我们与乘客大多只

是“一面之缘”，每一次乘客必定是有需求的时候，才会找到

我们。特别是在龙华线一期的五个站点，每个车站都有特别

的意义，如何在这短暂的一两分钟之内，向乘客传递关怀的

服务至关重要，我们将不断的提升业务水平和反应能力，为

乘客提供他们需要的资讯。

总部臻善圈推广组主任张大慧经理代表策导委员会感谢龙

华线站务同事来到台上发布，他说，深圳同事精彩的表演

令台下评审团和观众都耳目一新。

站务经理梁耀麟先生积极支持港铁（深圳）的站务同事与

总部运营服务“较量”，他亦感谢站务同事一直锲而不

舍追求“优质服务”，实现公司 VMV。全靠大家有心，

才能赢得乘客的赞赏。

全靠你有心 运营站务参加总部 
工程臻善圈发布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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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10 月 30 日，少年宫站和福

田口岸站，很多乘客惊喜地发现了机

智的喜羊羊、可爱的美羊羊、胖乎乎

的懒洋洋以及狡猾的灰太狼的身影，

小朋友们纷纷在相应车站的主题区寻

找自己所喜爱的卡通人物合影留念，

许多“上班一族”也兴致勃勃地搂着

“灰太狼”疯狂拍照。乘客还可把自

己与喜羊羊们的快乐合影以及祝福语

在福田口岸站的“快乐留言板”展示

出来。

国内著名的卡通形象喜羊羊与灰太

狼，不仅仅是孩子们最喜欢的卡通形

象之一，也是很多上班族钟意的角

色。10 月 23 日起，龙华线乘客会发

现，喜羊羊及其伙伴不时出现在自己

的身边，这是港铁（深圳）为丰富乘

客旅程体验而专设的“快乐搭港铁，

寻找喜羊羊”车站推广活动。

活动期间，市民不仅可以在“喜羊羊

主题车站”以合影、见面等多种形式

与喜羊羊及其伙伴展开亲密接触，换

取喜羊羊系列精美贴纸，还可参加

“喜羊羊开心大抽奖”活动，赢取

iPad 大奖及喜羊羊大礼包，体验龙华

线上充满快乐与惊喜的旅程。

　　港铁（深圳）公司市务经理卓嘉

丽女士表示，港铁（深圳）一直致力

于为市民创造良好的地铁乘搭环境。

相信通过此次“喜羊羊”系列卡通人

物的引入，市民将享受到更加阳光、

愉快、和谐的地铁乘搭氛围。

喜羊羊 與 灰太狼
     現身地鐵龍華綫啦！

�� 小乘客兴奋地盖上喜羊羊纪念印章

�� 对于灰太狼，小朋友们可一点都不害羞

�� 很多上班族也是喜羊羊的粉丝

�� 福田口岸站的留言板上已经留下了很多乘客的笑脸

龙华线乘客享受快乐之余，还向港铁（深圳）寄予祝福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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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

2010 年 11 月 8 日，香港大学附属学院（HKU�SPACE）师生

代表团共 50 人前来港铁（深圳）参观学习，港大附属学院师

生十分珍惜这次现场学习机会。在正在建设中的上梅林地铁

站，他们认真听取港铁（深圳）土建部地下段区段经理孙维恩

先生（左一）的讲解，然后在梅林办公楼与公司同事就深圳地

铁网络及国家高速铁路规划等问题展开交流讨论。港大的师生

们对于地铁龙华线一期的运营及二期的车站建造十分感兴趣，

希望能有下一次机会进一步交流。

2010 年 11 月 4 日，总部广深港高速铁路项目部（XRL）

VMV参访团一行 18人前来港铁（深圳）公司访问，代表团首

先参观了位于龙华线车辆段的新办公楼，随后来到梅林办公室

与公司同事交流分享，最后搭乘龙华线一期从少年宫至福田口

岸，结束了愉快的参访行程；XRL 的同事对于此次活动印象深

刻，希望有机会在明年龙华线全线通车之后再来港铁（深圳）

公司参观。

港铁总部广深港高速铁路项目部同事 
到访港铁（深圳）公司

�� 龙华站机电设备

•� 至 2010 年 10 月底，深圳轨道交

通 4号线二期工程车站、区间土建

主体结构及车站附属结构已全部完

成。

•� 正线铺轨已于 10 月 11 日成功完

成，正线轨道已贯通。车辆段碎石

道床累计完成 6600 米，铺轨累计

完成 5555 米。

•� 车辆段土建主体工程已完成 9.2 万

立方米的平台施工，总体进度完成

94%。

•� 车站的内部装修工作总体已完成

87%；车站及车辆段楼宇装修及施

工进入收尾阶段。

•� 车辆设计工作已完成，第一辆列车

已落线；其余车辆正在制造中；信

号系统准备安装信号房及轨旁设

备。

•� 龙华线二期工程除深圳北站外的 9

个车站已于 11月 25 日全部实现高

压及低压电通。PSCADA系统调试

仍在进行。

•� 龙华线一期主控系统改造已基本完

成。二期控制中心的主控台、大屏

幕等陆续完成厂验，光、电缆敷设

已基本完成。

•� 屏蔽门和安全门安装工作已在全线

展开，目前进展良好。

土建工程

机电工程

�� 19 车辆段检修库钢结构施工 �� 莲花北站站台层

�� 民乐站站厅层�� 龙胜站站台层

�� 信号机安装

�� 清湖站照明系统安装

�� 清湖站固定门和侧盒

有朋自遠方來

港铁（深圳）于9月至10月的安全文明月期间，陆续开展了以“电

扶梯安全”为主题的多项宣传活动。龙华线一期地铁站内以展板、

地铁广告、吊旗、扶梯贴等多种形式向乘客倡导安全，得到了乘客

的好评。

安全文明月期间开展的有奖问答活动也得到广大乘客踊跃参与。活

动共收到有效答卷 3127 张，其中完全正确的答卷 1752 张。在港

铁（深圳）安质部、市务部、法律部等相关同事的见证下，活动小

组随机抽取 60名幸运乘客，并向他们赠送MP3一部，感谢广大乘

客对港铁（深圳）的支持。

除短信通知外，幸运乘客名单也在港铁（深圳）网站上公布。

港铁（深圳）安全活动月 
幸运乘客名单火热出炉

香港大学附属学院师生代表团 
到港铁（深圳）参观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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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球队双方球员合影留念

�� 球员积极拼抢，场面十分精彩

�� 港铁（深圳）总经理刘天成先生（左二）与罗湖区副区长
邹广先生（右二）共同为比赛开球

�� 港铁（深圳）总经理刘天成先生在
场上小试牛刀

2010 年 10 月 30 日，公司康乐会足

球队与市委 / 市政府 / 政协足球联队

在笔架山球场举行了一场友谊赛。比

赛于下午 3点正式开始，公司总经理

刘天成先生与对方队长 -罗湖区副区

长邹广先生共同为比赛开球。

比赛在双方球队相互赠送礼物，合影

留念之后正式开始。在各自试探对手

10分钟后，双方开始了激烈的拼抢，

政府部门联合球队球技精湛，牢牢的

占取了场上的主动，而

公司康乐会足球队由于

配合问题，暂时以 1：4

落后结束上半场的比赛。

中场休息时，康乐会足

球队及时总结经验教训

并换上主力阵容，下半

场一开始就积极拼抢，

掀起了一个进攻的小高

潮，比分也逐渐赶超。

此时，双方都进入了最

佳状态，使得比赛精彩迭出，尤有看

头。场下拉拉队为了一个个进球欢呼

雀跃，也为错失良机扼腕叹息，呐喊

声、欢呼声、此起彼伏。最终在扬溢

着「友谊第一」的气氛中，全场比赛

以 5:5 握手言和。

比赛后双方交流比赛心得，市委 / 市

政府 / 政协足球联队希望有机会与港

铁（深圳）康乐会足球队再次切磋比

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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