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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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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北站的位置在哪里？
深圳北站位于龙华二线扩展区的中部地区，梅林关至龙华次中心区
的中间位置。本站南北向架设在玉龙路和留仙大道之间的新区大道
（隧道段）的东侧与 6 号线深圳北站厅平行换乘，以高架形式越深
圳北站国铁站房东侧屋盖内。

深圳北站共有多少个出入口？具体位置在哪？
车站共设 ABCD 等 4 个独立、同等重要的出入口，站厅与 5 号线的
换乘换梯也可以直达地面（标高 78）层作为 5 号线换乘的“通道”，
其中 B、C 出入口位于国铁东广场， A、D 入口位于四号线及六号线
车站东侧。

深圳北站设计上有什么特别？
深圳北站四号线及六号线车站根据规划是双岛回线，站厅平行换乘
的高架站。自枢纽东广场 90 步行平台（消防车可直达）起为高架两
层，站台宽均为 13m 的岛式车站，站厅层为四柱三跨，站台为轨道
架与站台枢架结构结合的结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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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北站外立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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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鐵行政總裁周松崗先生 
視察龍華線開通籌備情况

龍華線（4 號線）運營控
制中心（OCC）遷新居

深圳市委常委、統戰部長 
張思平先生視察龍華綫 

二期工程建設情況

地鐵英語進校園

政府驗收工作

2011 年 4 月 15 日，港铁公司行
政总裁周松岗先生、车务总监金
泽培先生、财务及业务拓展总监
梁国权先生，检查龙华线二期工
程进展情况，港铁（深圳）公司
总经理刘天成先生、项目总经理
蔡丰松先生、副总运营经理胡瑞
华先生全程陪同。

4月 15 日上午，周松岗总裁一行
早早的来到了上梅林车站，像普
通乘客一样体验了买票、过闸、
乘车、出站等一系列过程，途中
详细询问了运营筹备进展情况。
随后，他们来到港铁（深圳）龙
华总部运营控制中心（OCC），
听取OCC員工的介绍。

最后，周松岗总裁在多功能会议
室听取了各个部门的工作汇报。
周松岗先生表示，龙华线全线开
通在即，港铁总部将会在各方面
提供帮助，届时港铁（深圳）会
将专业、贴心的服务带给广大深
圳市民。

港铁行政总裁周松岗先生视察龙华线开通筹备情况

�� 港铁行政总裁周松岗先生参观OCC

�� 港铁行政总裁周松岗先生乘坐新列车

�� 港铁行政总裁周松岗先生亲切慰问項目及运营前线工作人员

�� 港铁行政总裁周松岗先生参观车站

運營奮戰備開通



全线开通即将到来，包括龙华线在内的深
圳轨道共 178 公里地铁线路将于 6月全
面开通。在这过程中，市民们一直都想知
道龙华线进度如何？家门口有什么地铁
站？上班时需要怎样换乘？

秉承与港铁香港总部一脉相承的“社区铁
路”服务宗旨，公司事务部陆续于 5月 7
日、5月21日、5月28日在莲花山公园、
金地梅陇镇小区和民治天虹广场举行了别
开生面的地铁安全文明社区关爱行社区展
览。�社区巡展上不仅播放公司宣传片，
介绍龙华线（4号线）的工程进展、运营

筹备等情况，还向广大市民宣传如何安全
文明乘搭地铁的相关知识，同时，现场也
有龙华线各站的运营前线服务员工以及港
铁（深圳）公司代表与现场观展市民进行
近距离交流，以最直接的方式了解市民的
期望与要求。

港铁（深圳）希望借此机会走进社区，把
轨道交通发展事业与社区的繁荣进步紧密
联系起来，与深圳市民一同迎接轨道交通
大时代的到来。

5月 19 日上午，深圳市委常委、统战部长张思平先
生率相关部门检查龙华线二期工程建设情况。张思平
先生一行从莲花北站上车，龙华线列车内的硬件及软
件设施引起了他的关注，据项目总经理蔡丰松先生介
绍，龙华线列车增添了许多人性化的细节，如在二节
车厢之间的通道处设置了扶手，方便伸手靠扶，设置
了多功能区，方便轮椅乘客及推婴儿车的乘客乘车，
座椅设计也更加新颖。张思平先生表示，港铁（深圳）
将心系生活每一程的理念用到实处的举措，切实为乘
客出行提供了更加贴心、专业的服务。

随后，张思平先生来到港铁（深圳）龙华总部，听取
龙华线二期各项目组的工作汇报，他充分肯定了港铁
（深圳）公司在安全、高效完成的各项运营工作筹备，
希望港铁（深圳）公司引进港铁公司 30 余年地铁建
设和运营方面的丰富经验及港铁公司的卓越管理模式
和运营理念，为发展深圳轨道交通建设，疏缓交通压
力、更好地满足市民出行需要做出更大贡献。

本期要聞 社區鐵路迎開通

5 月 12 日下午，宝安区区长张备先生率队调研轨道
交通龙华线及沿线周边环境提升工作。宝安区副区长
刘慧玲女士、孙波先生以及港铁（深圳）公司总经理
刘天成先生、项目总经理蔡丰松先生陪同参加。

张备先生一行首先搭乘龙华线（4号线）列车从清湖
站到民乐站。在清湖站，张备先生走进车站控制室，
听取技术人员的对车辆运行的各种参数的详细讲解。

随后在民治街道召开的调研会上，宝安区轨道办的负
责人介绍宝安区轨道交通二期工程建设情况及存在问
题。在听取完各方面的情况汇报后，张备先生充分肯
定各相关部门对宝安轨道建设及沿线周边的环境提升
所做的工作。张备先生表示，非常感谢港铁（深圳）
公司对宝安地铁建设的付出和帮助，很高兴在大家的
共同努力下，宝安即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地铁时代。

适逢今年的五四青年节，也是今年深圳
盛事之大运会的倒计时百日之际，为进
一步提升轨道交通国际化服务水平，实
践并倡导“全民迎大运、当好东道主”
的理念精神，公司于 5月 4 日下午在龙
华线一期福田口岸车站举行了一场别开
生面的“地铁英语进校园暨迎大运英语
百日强化行动”启动仪式。

港铁（深圳）公司副总运营经理 - 车务
胡瑞华先生、副总运营经理 - 运营筹备
程耀荣先生以及市务经理卓嘉丽女士代
表公司出席了仪式，市轨道办陈强处长
也亲临活动现场并热情讲话。仪式上回
顾了龙华线在社区举办的如社区巡展、

“我心中的地铁生活”少儿绘画比赛、
地铁安全文明校园巡讲等社区推广活动。
此外，港铁（深圳）公司还携手大运会
指定英语培训机构联合制作了《地铁英
语小锦囊》，仪式最后，港铁（深圳）
副总运营经理胡瑞华先生与市轨道办陈
强处长共同揭开本次活动启动牌，并将
特制《地铁英语小锦囊》赠送给龙华线
一期和二期沿线的福新小学及龙华中英
文实验学校的代表，正式启动了本次龙
华线地铁英语进校园暨迎大运英语百日
强化行动。

此次启动仪式将拉开为期百天的龙华线
迎大运英语强化系列活动的序幕，主要

包括面向龙华线沿线社区学校的《地铁
英语小锦囊》推广、面向龙华线前线运
营服务人员的“英语服务之星”评选及
内部强化培训，以及面向所有市民乘客
的周末大运英语学堂等宣传推广活动。

深圳市委常委、统战部长张思平先生听取龙华线二期工作汇报 “地铁英语进校园暨迎大运英语百日强化行动”正式启动

港铁 ( 深圳 ) 龙华线社区巡展圆满举行

张备先生在地铁四号线（龙华线）的清湖站了解车站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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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思平先生（右五）一行领导与港铁（深圳）总经理刘天成先生�
( 右四 )、项目总经理蔡丰松先生 ( 左四 ) 亲切合影

�� 张思平先生（左二）、市政府秘书长赵鹏林先生（右二）试乘龙华线�
新车

�� 张备先生（中间）试乘地铁龙华线新列车

�� 张备先生 ( 右二 ) 参观站控室

�� 港铁（深圳）龙华线地铁英语进校园活动正式启动

�� 港铁 ( 深圳 ) 龙华线地铁英语进校园活动正式�
启动

�� 地铁英语进校园活动深受同学们的欢迎

�� 公司事务部同事为市民讲解龙华线

�� 运营部同事向市民派发宣传单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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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驗收保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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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质量专项验收
根据市发改委和市轨道办制定的实施方案要求，2011 年 5月 10
日至 13 日，由港铁（深圳）组织，各施工单位、监理单位、设
计单位、勘察单位、以及市质监总站、轨道办参加的全线竣工验
收已完成。经竣工验收小组对深圳轨道交通龙华线二期各车站及
区间、车辆段的土建、安装、装修工程的验收检查，各专业工程
施工符合相关规范和设计要求、质量控制资料完整齐全、安全和
功能满足规范规定、观感质量评定合格。整体质量综合评定均为
合格。2011年5月26日，市住建局对龙华线二期工程出具了《建
设工程竣工验收意见书》，正式同意开通试运营。

工程档案专项验收
深圳市档案局于 2011 年 3 月 18 日至 3月 24 日对项目试运营
前档案资料进行了专项验收。档案验收组首先听取了公司领导关
于港铁轨道交通龙华线（4号线）二期工程项目档案工作情况的
汇报，查看了档案工作现场，检查了档案管理设施设备。此次检
查验收总共抽查了 401、404、414、420、455A 等 5个标段的
工程档案。经过 5天的检查，验收组首先肯定了我司在档案方
面的管理，认为领导重视和支持项目档案的管理，把档案工作纳
入了管理程序中，基本作到与项目建设同步进行，并形成了较为
完备的档案工作管理体系。认为工程项目档案基本符合完整、准
确、系统的要求，能够满足试运营开通条件和利用的需要，同意
通过档案专项验收。同时档案局领导还沟通和解决了有关疑难问
题，为工程竣工验收后在法定时间内进行竣工档案的移交提供了
强有力的支持。

试运营安全专项验收

2008 年底，我司与深圳市防雷所签定了工程防雷检测合同，在
龙华线项目建设期间，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工程接地网、建筑防雷
装置、机电设备防雷装置配备三方面进行了相关检查和检测。
2011 年 5 月 16 日由第三方出具了《防雷装置检测报告》，市
气象局于 2011 年 5 月 27 日签发《龙华线续建工程防雷装置验
收合格证》。

同时，委托经市轨道办认可的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进行了车
站安全设施评价，并编制了《深圳轨道交通龙华线续建工程试运
营前安全评价报告》。2011 年 5 月 24 日，市轨道办组织召开
了试运营前安全评价报告评审和安全设施现场验收会，验收会一
致同意龙华线续建工程安全设施通过安全专项验收。目前，市轨
道办正在形成对轨道交通龙华线续建工程的安全专项验收意见。

试运营条件评估
据深圳市政府下达的实施方案，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委托上海
市交通运输行业协会承担深圳市轨道交通 4号线二期工程试运
营条件评估工作。港铁（深圳）于 2011 年 5月编制完成了《建
设综合报告》和《试运营准备综合报告》，市交通运输委组织深
圳市综合交通研究院编制完成了《公交接驳方案》。

5月 31 日 -6 月 1 日，来自上海、广州、北京的 31 位专家听取
了各个工作小组的汇报并进行了现场勘查，最终在综合小组意见
的基础上，轨道交通 4号线二期工程获得专家评审的最好评价：
“轨道交通�4�号线二期工程（少年宫一清湖）的实体工程、机
电设备和运营准备已具备了试运营基本条件。”

卫生防疫专项验收
深圳市疾控中心已于 5月 5日至 6日对龙华线二期十个车站进
行现场卫生学评价的测试工作，并将采集现场空气样品送实验室
进行细菌培养，于 5月 25 日经专家评审通过龙华线卫生学评价
报告。现市人口计生委正在形成卫生防疫专向验收意见。

人防工程专项验收
根据市发改委制定的实施方案要求，鉴于高架段无人防工程，深
圳市应急办对地下段进行人防工程专项验收。市应急办于 2011
年 4月 15 日出具了《关于深圳轨道交通龙华线（四号线）二期
工程投入试运营人防工程专项验收意见》。

环保专项验收
深圳市人居环境委员会已于 3月 17 日对龙华线续建工程进行现
场环保检查，并于 3月 28 日出具了“同意深圳市轨道交通龙华
线二期工程向省环保厅申请办理试运营环保手续”的环保意见；�
2011 年 4 月 27 日广东省环保厅环境监察局联合深圳市人居环
境委相关部门对龙华线二期工程环保措施情况进行现场检查。经
过仔细认真的核查，联合检查组一致认为龙华线二期工程环保设
施已具备试运营条件。5月 12 日，广东省环境保护厅以粤环审
[2011]163 号文同意龙华线二期工程投入试运营。至此，龙华线
二期工程环保试运营验收专项工作已圆满完成。

消防工程专项验收
根据市发改委制定的实施方案要求，深圳市公安消防监督管理局
于 2011 年 1月开始对龙华线二期工程分多次进行了消防验收，
包括车辆段办公楼、车辆段单身公寓及单体、地下段、高架段、
深圳北站、车辆段检修库、物资总库、电机楼和危险品仓库等，
主要验收内容为车站建筑防火、防排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水
消防系统及消防联动控制等系统。2011 年 5 月 27 日，市公安
消防监督管理局对龙华线二期工程出具了《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
见书》，同意开通试运营。

�� 分组总结

�� 分组视察现场 �� 分组视察现场

�� 龙华线续建工程竣工会议现场

�� 试运营前安全设施评价专家评审会现场 �� 专家仔细核对各种数据

�� 专家分组勘查莲花北站

�� 档案专项验收照片

�� 消防验收现场 �� 港铁龙华线消防验收会 -上梅林站

政府專項驗收及專家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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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华线（4 号线）运营控制中心（OCC）成功搬迁 港铁（深圳）开展区间疏散演练

運營視窗

为实现一期至全线运营服务的平稳过
渡，确保在全线开通时顺利实现龙华线
一期与二期信号、通信及主控系统等全
面调试整合，港铁（深圳）公司经过周
密计划并邀请港铁总部资深同事组成搬
迁团队共同参与运营控制中心（OCC）
搬迁工作的计划和实施，同时，还准备
了周详的后备方案，以配合系统调试的
顺利进行。5月 8 日，OCC 成功实现了
从龙华线一期原先所在的竹子林车辆段
至港铁（深圳）龙华总部大楼的迁移。
本次龙华线OCC 搬迁是一次技术上的
突破尝试，对于龙华线按计划于 6月 16
日全线通车试运营具有重大意义。

为庆祝OCC成功搬迁，OCC于 5月 25
日在龙华总部举行了主题为“OCC新居
换彩，共庆乔迁之喜”的典礼仪式，并
邀请了副总运营经理胡瑞华先生参加仪
式。胡先生在仪式上对OCC所取得的成
绩表示赞同，并希望OCC可以再接再厉
迎接 6月 16 日的全线开通及其后的每
一个挑战。同时OCC经理姜宜荣先生也

表达了OCC同事会全力以赴做好调度工
作的决心及不畏困难、勇于接受挑战的
壮志。

本次OCC搬迁，是实现龙华线全线贯通的重

要组成部分，将有力保障龙华线以安全、可

控的现代化指挥系统为中心，为乘客提供优

质、舒适的地铁运营服务。

随着龙华线全线开通日益临近，港铁（深
圳）龙华线于 2011 年 5 月 14 日组织了
列车区间疏散演练，真实模拟在发生火灾
等突发性事故时，运营同事指引乘客逃离
列车的一系列程序，以测试列车区间疏散
程序，确保全线通车后为深圳市民提供安
全、准时、便捷的轨道交通运营服务。

上午 9点 30 分，参加演练的人员在车辆
段 22 号轨道集合，在演练开始后按照工
作人员的指引进入列车。在测试工作负
责人宣布疏散演练正式开始后，驾驶室
通道门及逃生通道门随之同时打开，在
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志愿乘客有序下路
轨，通过疏散路线顺利返回安全地带。
本次演练过程中，龙华线运营控制中
心、车站、保安及车辆维修等部门在统
一的指令下，步调一致、协调统一，圆
满完成了疏散演练任务。

�� 高架车站疏散演练
�� OCC新居换彩，共庆乔迁之喜

�� 现场工作人员协调、指挥各部门，
圆满完成区间疏散演练任务

�� 工作人员在演练中打开逃生门

运营控制中心供稿

附获奖同事名单

运营部站务室举行勉励奖颁奖仪式

2011 年 4 月 6日上午，少年宫站区在市民
中心站会议室举行了公司勉励奖的颁奖仪
式。少年宫站区高级站长刘一平女士主持了
会议，并邀请了站务经理尹梅枝先生为获奖
车站及员工代表颁奖。

在今年 1月 25 日信号机故障的事件中，少
年宫车站和运营控制中心（OCC）、乘务
等部门积极配合，共收发列车上行 36 趟，
下行36趟，持续5个小时，实现了零延误。
市民中心等站在此故障处理过程中也提供了
有力的支持与配合。在处理故障的过程中，
站务同事体现了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及专业
素养。因此获得公司勉励奖嘉奖。

在颁奖仪式上，尹梅枝先生代表公司管理层
对车站同事在此次故障处理中的表现给予了
充分的肯定，并对车站员工今后的工作提出
了要求：站务人员在日常工作中应该扎实掌
握突发事件的处理技能，加强培训和演练演
练，以便在应对突发事件时，能够快速有效
地处理，保持列车准点运行，为乘客提供优
质的服务。

相信站务团队能够在“港思维”的引导下，
更能与“深智慧”融会贯通，扎实掌握工作
技能，让深圳市民感受到安全、准点、贴心
的港式服务。

市民中心站

•� 叶继锋
•� 钟丽飞
•� 朱智帆
•� 王磊
•� 张梦棉

少年宫站

•� 黄丰华
•� 肖绍盛
•� 张玲
•� 廖之莹
•� 徐娟

�� 站务经理尹梅枝先生（前排中）与获奖车站、员工代表合照

少年宫站区供稿

近期，人事行政部培训组为了配合全线开通，强化职员的专业知识，打造“港式服务”，开展了为期一个月共计八
场客户服务培训课程，本次培训涉及站务、热线中心、保安（外包）等部门共计 150 人，课程邀请了港铁总部培训
师陈泽娟女士、卢淬锋先生以及深圳公司培训组刘苏、黄琼芳进行现场讲解。

课程首先介绍了顾客服务对龙华线的重要性，明确了卓越服务的标准，特别是在如何运用同理心待客三部曲及服务
方程式引起了来自运营前线同事的共鸣。此次培训主要关注学员的心理辅导，同时在处理乘客情绪方面特提供了相
应的方法。课堂上，学员与讲师积极互动、通过生动的案例，使学员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下掌握了工作技巧。

通过课堂的实际案例演练，同事们更能了解到当乘客发生突发事件时的心理状态，站务员工应该通过细心聆听等方
式让乘客感到被尊重、被理解，同时作出相应方案，帮助乘客解决问题。

强化服务培训 提高服务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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