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鐵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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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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胜站的位置在哪里？规模有多大？
本站位于和平西路道路中心线北侧，和平西路与布龙路交叉口西侧，
规划中的和平西路东西向布置。本站为高架岛式车站，共有 3层，
分为地面层、站厅层和站台层。车站总建筑面积为 8220 平方米，车
站总长 151 米，有效站台长度为 140 米。

龙胜站共有几个出入口？有什么设计特色？
本站共有 4个出入口通过天桥式通道与车站主体连接。其中 B、C出
入口位于车站主体西北侧，天桥端头预留结构条件与未来物业相连，
并且应物业发展要求，车站主体比其它车站相应增高了 3.5 米左右，
使站厅层与物业发展用房联系更紧密。A，D地面出入口位于车站主
体东南侧。

龙华线车辆段的简介？
龙华线车辆段位于龙胜站西侧，东临布龙路，西临福龙路，总占地
面积 17公顷。龙华车辆段供整条龙华线配属列车的维修中心。车辆
段还特别预留为承托上部物业发展而设的物业发展预制平台，面积
为 8.4 公顷。这为提高土地利用率，城市空间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
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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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的龙胜站

龙华车辆段—检修库及露天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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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鐵 ( 深圳 ) 發售 
兔年紀念票

再見 2010 
你好 2011

深圳市委書記、 
市長體驗港鐵 

便捷交通

市務推廣

運營視窗

第一期最佳安全 
建議揭曉

列車啟動 
正線調試

港铁（深圳）所有员工，亲爱的同事们：

农历新年是中国传统佳节，是与家人聚首一堂，共庆新春的日子，值此除旧迎新之际，我谨

代表公司感谢各位同事在过去一年中的无私奉献，并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有好的开始。

刚刚过去的 2010 年，对于港铁（深圳）来说，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年。龙华线二期建设

已进入最后的冲剌阶段，隧道贯通、轨通、电通、列车到达调试，每向前跨进一步都是一个

里程碑的树立，为全线开通运营打下坚实基础；2010 年，港铁（深圳）正式运营龙华线一期，

通过各部门同事的通力协作及努力，成功促成历史性的“港思维遇上深智慧”，更通过同事

用心的关怀和服务，令龙华线的乘客“爱上深港相连的精彩”！优秀的员工是营运铁路的成

功要素，为实现将轨道交通人才质素提升至新水平的目标，我们相继出台『师友计划』「员

工发展项目」「人才本土计划」，值得庆贺的是，第一批参与「人才本土计划」员工开始其

发展计划，并陆续投入新的岗位工作。2011 年，公司也将为同事

提供更多发展机会以配合业务增长、确保提供高水平的服务。

2011 年是公司发展至关重要的一年，随着龙华线全线开通运营日

益临近，公司亦紧锣密鼓开展各项运营筹备工作，力求为 2011 年

中旬全线开通做足准备，将用心、专业的港式服务推广至整

条龙华线，为今年 8 月召开的第 26 届世界大学生运动

会献礼，也为深圳市民带来更多港思维与深智慧相遇

创造的精彩；彼时，深圳 178 公里的轨道交通网络

即将形成，我们也将迎来深圳轨道交通大时代的来

临，能够参与构建这样的历史性时刻，是我们身为

地铁人的最高荣耀。展望未来，随着特区一体化进

程的推进与轨道交通的不断发展，港铁（深圳）

将立足龙华线，并积极参与深圳轨道交通可持续

发展的探索以及三期网络的规划建设，竭诚为深

圳轨道交通事业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我深信，凭借着大家一贯的热诚、努力和专业

精神，我们定能跨越各项挑战，在 2011 年再接

再厉，共铸辉煌，向公司的长远目标迈近。

在此，再一次祝大家兔年吉祥，身体健康、工

作顺利、阖家幸福！



本期要聞

2010 年 12 月 20 日，深圳市委书记王荣、市长许勤、常务

副市长吕锐锋一行由福田口岸过关，搭乘港铁列车前往香港

市区。

市领导一行，顺利通过福田口岸入境香港，刷八达通卡进入

落马洲车站。在港铁行政总裁周松岗先生及港铁（深圳）公

司总经理刘天成先生的陪同下，代表团搭乘港铁列车直达红

磡站。一路上深圳市贵宾听取了周松岗总裁关于港铁公司的

介绍，并且饶有兴致地询问了深港地铁网络的情况，客人们

对于香港轨道交通的方便快捷、配套设施的完善印象深刻。

王荣书记表示，今天，我们以一个普通旅客身份排队过关，

切身体验之后，确实感到深港间往来非常方便，通关便捷。

尤其到了香港境内，轨道交通之便捷更让人印象深刻，通关、

交通都很便捷。相信经过若干年建设后，随着两地基础设施

实现无缝对接，相信届时深港合作的空间更为广阔，深港双

方合作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2010 年 12 月 2 日晚，由深圳市交

通运输应急指挥中心组织，港铁（深

圳）、深圳地铁集团、巴士集团参

与，福田消防中队、公安公交分局、

福田交警大队、市卫生人口计生委协

助的“地铁突发事件应急演练”在会

展中心站龙华线站台开展。这是以提

高地铁公司处置火灾事故能力及发

生大客流后，积极做好大客流疏导为

主要目的一次大型联合演练。  

这亦是港铁（深圳）龙华线进行的

第一次大型联合演练。一方面通过

演练测试了发生事故或应急事件后，

地铁运营商联合处理的能力；另一

方面也测试地铁运营商与轨道交通

应急指挥协调中心之间的信息沟通、

指挥中心对政府部门、相关运输企业

的总体协调能力。演练结束后，深圳

市交委党组成员温文华主任对本次

演练现场进行了总结，并对深圳市地

铁网络化运营的应急工作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针对明年深圳市大运会的召开与龙

华线二期全线开通，港铁（深圳）已

计划多项运营演练，同时还将配合

政府做好各项大运会前的联合演练，

确保龙华线二期按期开通并顺利完

成大运会期间的运输工作。

2011 年 1 月 20 日上午，港铁（深圳）

龙华线二期项目列车正线调试启动仪式

在龙华车辆段隆重举行。深圳市政府副

秘书长赵鹏林先生、港铁 ( 深圳 ) 公司

总经理刘天成先生、项目总经理蔡丰松

先生出席了仪式，市轨道办、发改委、

住房与建设局、规划国土委等相关单位

的领导以及龙华线项目的主要合作单位

代表也悉数到场，共同见证了这一里程

碑时刻。

上午 10 时 30 分， 在逾百名嘉宾的共

同见证下，港铁（深圳）公司项目总经

理蔡丰松先生对轨道、供电、车辆、乘

务各相关组别进行最后检阅，精神自信

的港铁（深圳）公司项目运营团队用他

们洪亮坚定的誓言告诉我们，龙华线（4

号线）士气鼓舞，准备就绪，已经为年

中全线开通运营做好了充分准备。

伴随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赵鹏林先生与

港铁（深圳）公司管理层的共同启动，

龙华线二期项目列车在大家的掌声和欢

呼中徐徐驶向正线，正式启动正线调

试。

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赵鹏林先生在仪式

上致辞表示：深圳轨道交通龙华线是贯

穿深圳南北的轨道交通骨干线路，对特

区一体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 希望港

铁 ( 深圳 ) 公司能将港铁 30 多年轨道交

通先进经验充分融入工程建设 , 一如既

往地发挥自身优势 , 于今年 6 月如期全

深圳市委书记、市长体验港铁便捷交通

会展中心举行应急演练

港铁 ( 深圳 ) 龙华线二期项目列车启动正线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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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港铁行政总裁周松岗先生与港铁 ( 深圳 ) 刘天成先生向王荣书记、许勤市
长介绍港铁网络

 � 港铁（深圳）公司龙华线列车的流线型设计在结构和色彩上和谐统一

 � 港铁（深圳）公司龙华线车辆看上去整洁舒适

 � 市政府副秘书长赵鹏林先生、港铁 ( 深圳 ) 公司管理层与市轨道办、发改委、住房与建设局、规划国土委、轨道交通督查审计组等相关单位的领导以及 
龙华线项目的主要合作单位代表合影留念

 � 王荣书记刷八达通卡

周松岗总裁表示，港铁在香港有建设运营轨道交通 30 多年的经

验，希望在承建运营深圳地铁龙华线的基础之上，加强与深圳

在轨道交通项目上的合作，为深港两地的融合贡献力量。

线开通，在大运会前为市民提供优质用

心的港式轨道交通服务。

港铁（深圳）公司总经理刘天成先生表

示，2010 年对于港铁（深圳）公司来

说意义非凡，不仅接手运营龙华线一期

工程并实现平稳过渡，亦通过软、硬件

设施的不断改善及港式服务的逐步引

入，顺利推进龙华线一、二期系统和设

备的整合优化，全速推进二期工程建

设。今天启动列车正线调试，是二期工

程的重要节点，港铁（深圳）公司期待

于今年年中全线开通时为深圳市民带来

更多深港相连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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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部分照片由设计管理部冯扬、市民中心站黄宇锐提供

再見
2010

2011你好
我很清楚

2010 这个年份过去就不再有
我们在这个城市的陌生地带

正在打通迈向地铁时代的通道

我们，与城市的地铁梦有关
爱做实践者，我不爱旁观

爱做创造者，我不爱因循守旧

爱赚钱，也爱梦想
梦想，和经典一样

不会随时间褪色，而会愈显珍贵
地铁列车，从远处驶来
站台灯火，为我们点亮

关门了，准备再一次启程

从 2010 到 2011
时间一直在走，让我为你把瞬间保留

再见，2010 
2011，你 好  



工程進度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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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车辆吊上轨道

• 各车站区间主体结构及出入口结构

均已完成，声屏障及轨旁支架车站

也已完成，装修已接近尾声；

• 深圳北站车站主体结构已移交，装

修完成 60%，相邻代建区间附属结

构基本完成；目前正在进行车站装

修和安装施工；

• 车辆段物业平台及 6 号线预留全

部完成；车辆段总体进度已完成

95%。试车线和检修库 21、22 股

道已完成，实现电通。

• 供电系统设备已完成安装（深圳北

站除外）； 1500V 直流设备已电

通（深圳北站除外）；

• 第一、二辆列车已于元旦前后陆续

运抵深圳；信号房及轨旁设备的安

装工作已大部分完成，正进行单系

统的调试；

• OCC 大屏幕系统显示墙及 OCC 控

制台龙骨已安装 ; 设备安装民乐、

上塘、少年宫、福田口岸站已基本

完成并已完成单系统测试，其余车

站已完成 50%。

土建工程

机电工程

 � 工程车在隧道作业  � 民白区间轨道及声屏障

 � 深圳北站 � 龙胜站车站及侧线

 � 民乐站站控室

 � 二期车站机电设备

 � 龙胜站屏蔽门安装

乘客服务推广活动拉开序幕

港铁（深圳）发售兔年纪念票

市務推廣

2011 年 1 月 13 日下午，福田口岸车站几位可爱的“小站务

员”，正在勤力和前线同事学习标准的服务姿势。这正是港

铁（深圳）“乘客服务推广”启动仪式的现场。通过小朋友

与站务人员、乘务人员、维修人员的精彩互动，生动地诠释

了港铁（深圳）运营前线团队的工作特质和用心服务。

港铁（深圳）一直致力于“用贴心的服务，连接和建设社

区”，这一次更是邀请乘客投票选出最满意的车站服务人员，

令运营前线员工与乘客有更多深入互动和了解，倾听更多来

自广大乘客的声音，进一步紧密与社区公众的联系和沟通，

提升整个团队的服务意识和水平，让港铁（深圳）可以为更

多乘客提供优质用心的港式服务，为寒冬里乘客们的旅途生

活增添暖意。

港铁（深圳）公司副总运营经理胡瑞华先生参加了启动仪式，

并对港铁（深圳）员工兢兢业业的奉献表达了谢意，同时他

鼓励员工进一步提高自身职业素养，努力为深圳市民提供更

优质的服务！ 

本次活动将历时一个月，至 2 月 13 日截止。除参加评选的

乘客均可参加“最高奖项 800 元购物卡”的抽奖外，港铁（深

圳）公司还会在龙华线每个车站选出 2 名获票最高的员工，

授予“最贴心服务人员”称号；同时，获得投票最高的车站

将被评为“最贴心服务车站”，目前龙华线各车站已经装饰

了“当活蹦乱跳遇上细心指引，爱上孜孜不倦的快乐”（当

宝贵的时间遇上准点的列车，爱上分秒必争的快感）等主题

展示牌，来分别展示站务、乘务、维修等运营工作的服务特

色。

在科技日新月益的今天，中国的传统文化仍然保持着无限的

价值与魅力。在农历兔年即将到来之际，港铁（深圳）推出

一套「兔年纪念车票」，向乘客送上新年的祝福。

「兔年纪念车票」限量发行量总共 4000 套，每套包括 2 张

车票、1 个招财万用收纳袋、1 包利是封（每包含有 10 封），

每套售价人民币 68 元。纪念车票于 2011 年 1 月 18 日开始

在龙华线站内（除会展中心）公开发售。

纪念车票可以在 2011 年 2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乘搭深圳地铁之罗宝线、

蛇口线及 / 或龙华线；每张票可以用

单程车程五次，每次不计里程。

 � 伴随着港铁（深圳）公司管理层、运营前线员工代表及小朋友们将模
拟选票投入投票箱，本次“乘客服务推广活动”正式启动

 � 小朋友与站务人员、乘务人员、维修人员精彩互动，生动地诠释了 
港铁（深圳）运营前线团队的工作特质和用心服务



運營視窗
第一期最佳安全建议揭晓

为提高公司员工安全意识及收集安全建议，港铁（深圳）于 2010 年 9 月 19 日启动“员工安全建议计划”
并得到了员工的踊跃参与。针对 2010 年 9-11 月份期间收集到的员工安全建议，安全及质量部已建立并组
织评奖委员会进行第一次评选。其中，站务员刘婷小姐和车站维修部路学飞先生的安全建议，获得了第一
期最佳安全建议。

姓名：     路学飞       部门： 车站维修部         
 

员工安全建议                                                             
主题： 隧道接触网与通风管安全距离建议  

建议原因： 
在最近几次进入隧道工作时发现福民站和福田口岸站接触网距离
通风管偏近。 
 

 

 

 

 

 

 

建议内容／方式： 
基建部门接触网专业人员对所有一期隧道内接触网周边的设施进
行检查，对偏近的部分加装绝缘材料，进行防护！ 效益（如有） 
减少隧道电气安全事故发生 

姓名：     姚婷             部门：运营站务         
 

员工安全建议                                                             
主题：隧道接触网与通风管安全距离建议 

建议原因： 
作为一名车站职员，每当我在大厅的闸机前引导乘客出入闸的时
候，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由于票务政策的规定，成人可以免
费携带一名身高示超过 1.1 米的儿童乘车，所以，在进出闸时经常
可以看到大人会让孩子走在自己的前面，或者让它紧随其后，于是
危险就发生了，幼童的头部的高度和闸机门档的高度相近，另一方
面闸门有它的感测性，所以当一个物体通过后短时间内就会合闸；
有一次，一名粗心的男士带着孩子出闸，大人走在前面，小孩跟在
后面，在孩子过闸时闸门刚好关上，导致孩子的头重重撞在闸机门
上，等职员发现却为时已晚。  

建议内容／方式： 
车站值勤人员应随时提醒携带幼童的乘客，在出入闸时将小孩抱
起，同时制作一些图示或者以广播形式引导乘客注意安全。 效益（如有） 
人性化的提醒，减少乘客在搭乘地铁时的不安全因素，减少乘客投
诉，提高乘客对港铁的信任和满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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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感言：一点额外的细心，希望为乘  客带来关怀备至的服务。

獲獎感言：荣获此次最佳安全建议奖，  感到十分荣幸，感谢公司及领导对安全文化的教育与普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