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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勤市長與錢果豐主席就深化合作及地鐵建設運營等事宜進行交談

呂銳鋒副市長與錢果豐主席親切交談

朱小丹省長與錢果豐主席就廣東省城際軌道交通項目發展事宜進行探討

許勤市長從錢果豐主席手中接過

港鐵（深圳）贈送的精美水晶列車

2012年3月22日，港鐵董事局和高層管理人員一行前往廣州拜訪

廣東省委書記、省長朱小丹。硃小丹省長親切會見了港鐵董事侷

主蓆錢果豐，他錶示，港鐵公司的軌道交通建設、運營管理水平

在國際上處於領先地位，特別是其獨特的“鐵路＋社區”開髮

經營模式有許多可供學習與借鑒的成功經驗，粵港雙方合作前

景廣闊，大有可為。

硃小丹省長和錢果豐主席就港鐵公司參與廣東省城際軌道交通

項目髮展事宜進行了探討。硃小丹省長說，港鐵公司將其獨特

的管理優勢和經營模式運用在珠三角城際軌道項目上的搆想，

有利於提昇珠三角城際軌道交通項目的管理水平和運營效益，

實現粵港軌道交通項目的優勢互補，雙方可繼續進行深化研  

究，爭取穫得雙贏的合作成效。

錢果豐主席錶示，近年來港鐵公司一直積极參與廣東的城

際軌道交通項目合作，並與廣東省有關部門保持密切

溝通，希望繼續為珠三角地區城際軌道交通建設作

齣應有的貢獻。

雙方就具體合作事宜進行了較深入的溝

通，形成多方麵共識，並決定成立

聯合專責小組加以推進。

廣東省委副書記、省長
硃小丹會見港鐵董事侷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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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鐵董事局一行
拜訪許勤市長

許勤市長與錢果豐主席親切握手

許勤市長代表市政府贈送港鐵齊白石畫插瓶

深圳市委市政府領導與港鐵高層溫馨合影留念

錢果豐主席表達了港鐵公司繼續在深圳發展的

願望。他說，近年來深圳在促進經濟快速發展

的同時，十分注重提升社會民生事業的發展，

這令港鐵看到了與深圳進行深度合作的空間和

機遇。港鐵此前與深圳在地鐵建設運營方面的

合作十分成功，希望未來能繼續在深圳軌道交

通三期工程中加強與深圳的合作，更深度地參

與深圳經濟社會建設發展。

2012年2月7日，深圳市委副書記，市長許勤在市民中心

會見了港鐵董事局主席錢果豐、港鐵行政總裁韋達誠等港

鐵公司高層一行，雙方就深化合作及地鐵建設運營等事宜

進行了交談。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呂銳鋒、港鐵公司財

務及業務拓展總監梁國權先生、港鐵財務總經理黃秉修先

生、港鐵（深圳）公司總經理劉焯民先生、副總經理-業

務發展劉滿姣女士、副總經理-運營胡瑞華先生、深圳項

目總經理阮頌藩先生、房地產總經理梁秉堅先生等參加了

此次會議。

深圳龍華線是以BOT（Build-Operate-Transfer）方式與

境外（香港）合作建設的第一條地鐵，具有開創性意義。

許勤市長表達了對港鐵公司積極參與深圳軌道交通建設的

感謝，他表示歡迎港鐵公司繼續關注、積極參與深圳未來

軌道交通建設。他說，深圳軌道交通去年進入了網路化運

營時代，城市交通運輸水準和服務能力全面提升。深圳地

鐵４號線開創了港鐵與內地合作地鐵開發建設的新模式，

成為內地地鐵建設歷史上具有標誌性的工程，希望港鐵公

司進一步提升地鐵４號線管理運營水準，力爭把4號線打

造成一條精品高效線路，讓地鐵４號線成為真正體現和代

表港鐵水準的示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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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粵經

濟貿易辦事處（簡稱駐粵辦

）主任朱經文先生一行12人

於2012年3月6日下午參觀深

圳北站。朱主任一行從北站

西廣場下車，在公司總經理

劉焯民、總車務經理薑宜榮

等陪同下，穿過廣深港高鐵

大候車廳，來到東廣場。劉總在龍華線宣傳展板前給朱主任

介紹了港鐵在深圳參與建設運營龍華線的情況，賓主雙方就

軌道交通可持續發展、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建設等共同感興趣

的話題展開探討和交流，最後朱主任一行在深圳北站樞紐運

營管理中心副主任王興

琳的介紹下，饒有興致

地參觀了深圳北站樞紐

的立體模型。為親身體

驗舒適快捷的廣深港高

鐵，朱主任一行于2：45

搭乘高鐵從深圳北站啟

程赴廣州南站。

經廣東省對外貿易經濟合作廳批准，深圳市發改委、深圳

地鐵集團有限公司、中國高科技產業化研究會資訊化工作

委員會、廣東省鐵道學會等機構主辦的2012深圳（國     

際）軌道交通技術及裝備展覽會於2月29日-3月2日在會展

中心6-7號館舉行。此次展覽會旨在對軌道交通及高鐵的

創新技術、規劃發展等進行展覽宣傳，促進行業內交流及

未來發展。

作為具有三十年軌道交通建設及運營管理經驗的港鐵公司

收到了此次展覽會的主辦方的邀請。港鐵（深圳）公司建

造經理-鐵道車輛陳振聲代表港鐵公司，就配合軌道交通網

絡化運營的MTR列車採購策略及管理進行了演講。

港鐵（深圳）公司在此次展覽會上集中展示了港鐵在香港及

海內外各地軌道交通發展的情況，特別是在軌道交通建設、

人才培訓、工程咨詢以及地鐵上蓋物業發展等方面做了重點

介紹。深圳市政府秘書長、市軌道辦主任趙鵬林，市交委

副主任、深鐵集團董事長李筱毅等領導參觀了展位，並就

軌道交通可持續發展、“地鐵＋物業”發展模式、地鐵人

才培養等話題與公司管理層做了深入交流和探討。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粵經濟貿易
辦事處領導參觀龍華線深圳北站

港鐵（深圳）陪同人員與駐粵辦領導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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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鐵（深圳）參加2012深圳（國際）軌道交通
技術及裝備展覽會

此次展會為期3天，港鐵（深圳）公司共吸引超過15000人次的軌道交通專業人士參觀交流。

劉總向朱經文主任介紹龍華線
在深圳北站的換乘情況

深圳北站站區經理胡雨果向朱經文
主任介紹龍華線的特色



3 月29 日，在這個陽光明媚、生機萌發的春日，港鐵（深

圳）在龍華線車輛段舉行了“龍華線24列車齊備慶祝儀 

式”。港鐵（深圳）公司總經理劉焯民、深圳市軌道交通

建設指揮部辦公室領導、南京南車浦鎮車輛有限公司相關

負責人等蒞臨儀式現場。

作為CEPA正式簽署

以來深港合作的第一

個大型基礎設施建設

項目，龍華線是香港

、深圳與內地其他城

市相互連通的主要軌

道交通干線，也是深

圳市軌道交通線網中

一條連接南北的重要骨干線路。自2011年6月16日龍華線

全線開通以來，港鐵（深圳）公司根據龍華線實際情況，

製定了相配套的運營方案，希望通過更頻密的列車班次減

少乘客平均候車時間，提升運營服務。 

港鐵（深圳）公司始

終關註龍華線列車的

生產進度，通過多方

努力不斷加快列車的

採購和供貨進度，列

車數量由2011年6月開

通初期的8列車服務，

增加至今年3月底的24

列車齊備，順利實現龍華線開通初期服務承諾，確保合約

內列車全部按計劃運抵深圳。

3月29日起，龍華線將實行新版列車時刻表，行車間隔再

次縮短，高峰時段最小行車間隔由開通初期的8分鐘縮減

至3分鐘（平均），列車服務運力提昇3倍。通過加密發車

次數，龍華線每週將增加投入運營車輛157輛次，載客量

預計增加19萬人次。龍華線新增車輛的投入使用以及行車

間隔的再次縮短將有效提升服務水平，進一步提高乘客出

行速度。

高峰時段客流大增是軌道交通行業的一個特點，世界上擁

有地鐵的國傢，比如日本、新加坡等，高峰時間地鐵同樣

會遇到客流增加的情況，而城市基礎設施的建設相對人口

的增長速度存在一定緩衝期。因此除了縮短行車間隔，在

另一方面，港鐵（深圳）還將根據龍華線車站現場客流實

際情況進行不同程度的限流措施。在客流增加時，通過車

站告示、人工廣播、導流圍欄、增派人手等方式進行客流

疏導及車站管理，確保全線的暢通有序。

為合理、高效地利用列車運能，龍華線先後推出“早點出

行有早點”以及“平峰出行乘4送1”一系列優惠活動，倡

導乘客綠色出行的同時，引導大傢合理避開客流尖峰時段

，從而提升乘客方便、快捷、舒適的乘車體驗。除此，為

保障乘客安全出行，港鐵（深圳）還定期舉行安全文明乘

車的宣傳活動，邀請乘客及社區居民一同參與，加強市民

對軌道交通的了解並積極倡導安

全文明的乘車行為，減低意外事

件的發生，提高乘客出行效率。

港鐵（深圳）公司總經理劉焯民

說：“隨著新車增加投入運營，

龍華線整體運能將大幅增加，我

們會繼續努力完善各個工作環   

節，全力為深圳市民提供優質的

地鐵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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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華線24列車齊備，停放於車輛段的列車如雙龍伏地

港鐵（深圳）總經理劉焯民先生
接受各大媒體記者的採訪

港鐵（深圳）龍華線24列車齊備慶祝儀式現場

龍華線24列車整裝待發

港鐵（深圳）副總項目經理
郭偉權先生帶領來賓和媒體
朋友們參觀第24列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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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評選相比去年，增添了許多新鮮、時尚的元素：運

用人物介紹電視宣傳短片，通過列車上的顯示幕幕，讓參

選員工通過自我介紹，業務展示，以及形象及語言表達等

方面，與乘客進行“面對面”的溝通與交流，用真誠服務

乘客，並讓乘客自願評選出最打動人心的職員。在今年的

評選中，港鐵（深圳）特意擴大了參選範圍，共選出9名

龍華線不同崗位的優秀員工，其中包括站務團隊5名，乘

務團隊1名，後勤保障團隊3名，希望通過評比甄選，讓乘

客更多的瞭解龍華線整個團隊，也傾聽更多來自廣大乘客

的聲音，讓龍華線這條“社區鐵路”能充滿社區乘客的心

聲和期望。

經過對評選結果的審核，發現今年的參選職員都很優秀，

每一個參選人都收到了很多乘客的關注及選票，然而通過

公正、嚴格的評審後，最終的冠軍還是以較大的選票差距

斬獲2012年度最貼心服務評選的冠軍。他就是來自龍華

線上梅林車站的楊才廣。

龍華線第二屆乘客
服務推廣順利落幕
港鐵（深圳）今年舉辦的第二屆乘客服務推廣活動已於

2012年3月8日落下帷幕。今年的活動主題定為“全員並

肩，情系龍華線”，意為全體港鐵（深圳）公司工作人員

團結一心、並肩協作，將最溫暖的情誼奉獻給龍華線的乘

客。自1月13日活動啟動至2月13日結束期間，接近千萬

的龍華線乘客體驗了這場一年一度的港鐵（深圳）龍華線

員工貼心服務推廣嘉年華，通過公司官方網站以及微博，

很多乘客對自己滿意的服務人員進行了評論互動，大家津

津樂道的小故事亦成為了評選活動期間一個個亮點，微博

上的轉發互動，甚至延伸至活動結束後一段時間。

楊才廣

王珊

杜文琦

湯嘉盛

宋甜甜

林偉南

陳煜

鄧雪麗

李河明

運營站務部（上梅林站）

運營站務部（清湖站）

運營站務部（福民站）

運營站務部（上塘站）

運營站務部（蓮花北站）

乘務部

車站維修部

基建維修部

保安部行政執法隊

姓名 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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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彰大會上，獲獎人員與頒獎者合影
副總經理 - 運營胡瑞華和總車務經理薑宜榮分別為獲獎選手頒獎

2012年港鐵（深圳）龍華線第二屆乘客服務推廣
“最貼心服務人員”獲獎名單



週一至週五早上１０點至下午４點搭乘龍華線
　４次可享免費搭乘龍華線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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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系生活每一程，愛在全線每一站！2012年情人節，港

鐵（深圳）龍華線替您甜蜜表達“微情書”！

從２月１０日開始至１４日，龍華線為市民朋友提供了特

別的告白平臺，讓您的動人情話和濃濃愛意通過車站及車

廂內電子顯示幕“無聲勝有聲”地傳遞給心愛的ＴＡ。市

民朋友只要發送２０個字的微情書至港鐵（深圳）新浪官

方微博（＠港鐵深圳）或港鐵（深圳）郵箱（ｍｔｒｓｚ

_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ｍｔｒ.ｃｏｍ.ｃｎ），真情表白

將有機會在龍華線地鐵車站和列車車廂的電子顯示幕內滾

動播出，在這春寒料峭的有情佳節，用這特別的方式用心

感動ＴＡ。

“濃情蜜語”微情書活動於２月１０日啟動，截止到２月

１４日情人節，在此期間，市民朋友的微情書將在龍華線

電子顯示幕滾動字幕欄內循環播放。今年２月１４日也是

作為每天承載２０多萬客流的社區鐵路龍華線自２０１１

年６月１６日全線開通以來迎來的第一個情人節。

龍華線2011年大力推廣的“鼓勵提早出行，早7點至7點半搭乘地鐵送

美食兌換券”的錯峰出行宣傳活動，開創了深圳軌道交通行業先河，

受到了廣大市民朋友的一致好評和歡迎。為繼續引導乘客避開客流

高峰期出行，進一步方便乘客的地鐵生活，讓深圳市民能在優良、

舒適的環境中搭乘地鐵，港鐵（深圳）龍華線將從2012年3月19日

至2012年5月18日期間逢週一至週五，積極推行鼓勵乘客平峰出行

的推廣活動。在此期間，乘客凡于上午10時至下午4時時間段，用同

一張深圳通卡使用龍華線的閘機付費乘車1次（會展中心站除外），

可得積分1分，累計滿4分，便可於龍華線車站優惠券打印機打印龍華

線優惠車票兌換券一張，乘客憑此兌換券可在龍華線車站客服中心兌換

龍華線優惠票一張，每張龍華線優惠票可於2012年12月31日前免費

乘坐龍華線一次。支持地鐵平峰出行，親身參與綠色生活，

乘客不僅可以高效、舒適地乘坐地鐵，更可獲享港鐵

（深圳）龍華線的乘車優惠！

港鐵（深圳）龍華線“平峰出行”大型推廣活動是通過龍華

線宣傳、推廣地鐵輕鬆出行，尊享品質生活的有益嘗試。需

要注意的是，每部龍華線車站閘機均粘貼了專有標誌，請廣

大乘客注意查找；活動期間乘客每週累積滿４分即可於下週

三開始的7天內，持該深圳通卡在龍華線車站內的優惠機打印

上一周的優惠票兌換券，逾期失效，先到先得，換完即止。

“大聲說出你的愛”“大聲說出你的愛”
龍華線幫您播情話

•••••••

PROMOTION市 務 推 廣

龍華線平峰出行有優惠



想在香港吃得開心、購

得開心嗎？趕快來乘搭

龍華線經福田口岸過境

到香港，做通關達人吧！

為方便龍華線乘客高效、舒

適地出入境香港，享受香港“美

食天堂”的地道美食和“購

物天堂”的時尚精品，港鐵（深圳）公司首度攜

手香港地鐵沿線商鋪，推出“暢遊香港 通關達

人—龍華線過關有

賞 ” 系 列 購 物 、

乘車優惠活動。 

3月20日至5月10 

日期間，搭乘龍

華線經福田口岸往

返香港，憑港澳通行證或中華人民

共和國護照，即可在龍華線福田口岸站客

服中心領取香港地鐵沿線商鋪提供的《購

物優惠券》一套，精選美食、送禮佳品、

車票優惠、參茸補品、時尚服飾、金藝精

品一應俱全。使用八達通卡在福田口岸站

付費區拍一拍“港鐵特惠站”，乘搭東鐵

車資更可省港幣３元。暢遊香港，體驗深

港無縫連接的交通便利，香港購物、旅 

遊，想去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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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領取每套《購物優惠券》將有機會參與“暢遊香港 

通關達人”大抽獎，贏取香港５星級酒店自助晚餐券。活

動期間，每套《購物優惠券》附有一張抽獎券，只要填寫

個人信息，撕下並投入位於龍華線福田口岸站客服中心旁

的“暢遊香港，通關達人”抽獎券收集箱即可參加。幸運

獎兩名，每名可獲得香港５星級酒店自助晚餐券四張。

本次港鐵（深圳）龍華線推出的“暢遊

香港 通關達人”系列優惠活動是 “龍華

線平峰出行有優惠”活動的升級版。通

過免費派發《購物優惠券》形式，在深

圳本地推薦香港的美食購物資訊，將第

一手新鮮、實惠的購物訊息呈現給乘   

客，既便于乘客提前優化出行路線，節

約時間，更便於乘客暢享優質生活，開

心四處遊玩！

港鐵（深圳）公司事務及市務高級經理

卓嘉麗女士指出：“隨著深港兩地經貿

往來日益增加，龍華線福田口岸出入境

便捷通暢，探親訪友、旅遊購物成為國

內遊客短途遊覽香港的不錯選擇。港鐵

（深圳）公司希望通過這次活動，龍華

線的乘客可多享受龍華線無縫接駁香港

東鐵線的舒適便利，開心輕鬆地坐地   

鐵，遊香港。”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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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鐵安全和文明一直以來都是港鐵（深圳）公司的重點宣

傳推廣工作，港鐵（深圳）每年都會通過不同形式的活動

進行不同主題的安全文明宣傳，為乘客營造一個安全、舒

適的乘車環境。近期，港鐵（深圳）龍華線展開了新一輪

的地鐵電扶梯安全宣傳月活動，鞏固以往宣傳成果，持續

向公眾傳遞電扶梯安全行為準則，讓公眾電梯安全更加深

入人心，降低電扶梯事故的發生率。

港鐵（深圳）龍華線

的15個車站均配置了

自動扶梯和垂直電梯

，方便乘客出行。面

對大家每日都會使用

的出行工具，港鐵（

深圳）溫馨提醒各位

乘客：安全事項牢記心，快樂出行勿輕心，多瞭解一些常

識，多加一點注意，就能使乘搭電扶梯的過程更加安全。

為讓更多乘客關注電扶梯安全，讓地鐵安全文明持續推廣

進行，港鐵（深圳）公司還專門於2 月19 日在龍華線龍華

車站舉辦了一場“安全宣傳”親子活動，邀請到公司內部

同事的小朋友，以及社區居民家庭，齊聚龍華車站，一起

朗誦電梯安全兒歌，小朋友們爭先恐後地上臺朗誦，一個

只有四歲的小女孩在媽媽的領讀下，也用稚嫩的聲音朗誦

了兒歌。最後，小朋友們在車站職員的帶領下，在龍華線

各出入口，向來往的乘客發放電梯安全宣傳冊及主題深圳

通卡套。

港鐵（深圳）從２月１７日開始展開的新一輪電扶梯安全

宣傳活動，乘客在龍華線的１５個車站就可以免費領取有

關電扶梯安全知識的折頁，這份存放於車站客服中心旁資

料架上的小冊子，用可愛卡通人物形象，生動地示範安全

搭乘地鐵的動作，以及其他需要多加注意的小貼士，生動

活潑，簡單易明。港鐵（深圳）公司共印製了十萬份宣傳

冊，為能將這份特別的“安全手冊”直接傳遞到乘客手 

中，我公司還特別在清湖站、龍

華站和深圳北站，這三個重點

車站安排了在電梯口服務的“

電扶梯安全大使”，向乘客

派發電梯安全小冊子，方

便 乘 客 瞭 解 相 關 安 全 知  

識。同時，我司也積極

聯繫龍華線周邊社區，

計劃將安全小冊子在

周邊社區進行派發，

讓更多的龍華居民瞭

解電梯安全知識，安

全搭乘地鐵。

另外，港鐵（深圳）還製作了十萬個電扶梯安全宣傳卡 

套，乘客在龍華線任一車站購買深圳通卡，都可以免費獲

得卡套，電扶梯安全宣傳卡套隨身攜帶，時刻提醒您電扶

梯安全。同時，車站安全大使亦將不定時派發這個小禮 

物，希望大家能把安全意識帶回家。在龍華線二期的10個

車站裡，除月臺和車廂裡的視頻系統，港鐵（深圳）還在

站廳內特別安放了電扶梯安全宣傳電視櫃，循環播出這些

電梯安全的宣傳片，令每日穿行於地鐵上的乘客也能通過

電視節目，瞭解更多電梯安全知識。 

“電梯安全牢記心，安全出行勿輕心”“電梯安全牢記心，安全出行勿輕心”
— 港鐵（深圳）龍華線電梯安全文明服務推廣

電扶梯安全宣傳卡套

搭乘龍華線的乘客可以免費拿取
港鐵（深圳）公司為乘客精心準
備的“電扶梯安全推廣”折頁

港鐵（深圳）公司員工以及社區家庭在龍華線龍華站的親子活動
中學到了很多電扶梯安全小常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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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樹立安全乘坐電扶梯意識，

不僅能夠極大地減少電扶梯故

障，也是對自己安全負責、

對他人的安全負責。

搭乘電扶梯時要時刻保持安

全意識，老人、孕婦、懷抱

小孩、手推小孩及攜帶大件物

品等五類乘客，要儘量選擇使用

垂直電梯進出月臺和車站，其他乘客在

使用扶梯時要握緊電梯扶手帶，雙腳站穩等等。

龍華線各個地鐵站的電扶梯旁，均貼有“靠

右站穩”、“緊握扶手”、“照顧

兒童”、“小心夾腳”等標識

。同時，廣播、視頻系統

也會循環播放安全乘坐

電扶梯的提示。

同時，乘坐電扶梯時

要握緊電梯扶手帶，

雙腳站穩；切勿三人

以 上 擠 站 在 同 一 梯  

級；切勿在自動扶梯

上打鬧、奔跑；注意小

心照顧同行的小孩及老

人；使用輪椅、嬰兒車、

手推車或攜帶大件行李的乘客

請使用垂直電梯等。

電扶梯安全，
學習知識
才是硬道理

乘坐電扶梯遇到緊急情況應該怎麼辦？地鐵每部電扶梯的

上中下三處都設有緊急停止按鈕，一旦發生意外，靠近按

鈕的乘客應第一時間按下按鈕，扶梯將會自動減速停下。

我們呼籲廣大乘客加強法律意識，切勿由於好奇，隨意按

動緊急停止按鈕，幹擾電扶梯正常運行，產生意想不到的

後果。

事實上，按下緊急停止按鈕，電梯

會減速停止，只要乘客緊握扶手站

穩，是不會造成傷害的。但由於

電梯運行速度畢竟有所改變，在

這種情況下，如果乘客未站穩扶 

好，還是有可能會對乘客造成一定

的影響。因此，一方面乘客必須緊握扶

手帶站穩，才能避免意外發生；另一方面，

乘客要謹慎使用緊急停止按鈕。根據相關規定，在非緊急

情況下按停電梯，將會處以1000元罰款；如果造成嚴重

後果、構成犯罪，將被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電扶梯作為公共使用的機電設備，

在安全性、可靠性上國家都有嚴

格的高標準要求。每部電扶梯

共設有防逆轉安全保護裝置、

驅動鏈保護裝置等２０余個，

一旦發生可疑狀況，電扶梯就

會發出保護指令，自動緊急停止

運行。

港鐵（深圳）公司希望通過系列宣傳行動，將地鐵安全形

象化、生活化，將電梯安全作為重要一項工作持之以恆推

廣，也誠摯呼籲廣大乘客，熟悉地鐵安全，規范自身行 

為，安安全全搭乘電梯，快快樂樂地鐵出行。

緊急停止按鈕作用大 無事亂按或受罰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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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都有這樣的感覺，警員與匪徒鬥智鬥勇的影視作品

多如犛牛，讓人目不暇接。然而，就在對“警員與匪徒”

的概念還停留在影視作品的情節時，2012年1月31日發生

在福田口岸站的“保安與小偷”的片段又把我們的視角拉

回現實中。

1月31日約18：30，福田口岸站保安員吳小玲在巡邏至13

號扶手梯上行至二樓夾層位置時，發現一年輕男子將手伸

向一女乘客的手提袋中，並迅速地從中夾出一錢包。吳小

玲大聲呵斥，該男子心虛緊張將錢包掉在地上。此時乘客

吳女士驚覺隨身的錢包被偷，吳小玲二話不說，身手敏捷

地沖上前去將犯罪嫌疑人當場抓獲。犯罪嫌疑人見已無法

脫身，垂下了懊喪的腦袋。隨後吳小玲與前來支援的值站

和吳女士協助民警將犯罪嫌疑人帶至派出所處理。

2012年2月9日約18：55，乘客張女士在少年宮站下車時

突感不適，向少年宮站站務助理求助。正在站控室進行指

揮調度的值站黃豐華在接到求助後，即刻調派同事將張女

士接到會議室休息，給張女士倒了溫開水飲用。18：58

分，張女士稱心跳加速，越發難受，要求車站通知其親屬

並安排呼叫救護車。當時恰逢晚高峰，車站正進行人流控

制，車站人手較為緊張。但為了妥善照顧好乘客，值站黃

豐華及站務員楊翠琴跟隨在旁，密切觀察張女士的身體變

化及等待救護車協助送院。19：02，張女士感覺呼吸急

促，等不及救護車，要求車站職員打車前往醫院。此時行

政執法員鄭國丞恰好在場，在得知情況後，二話不說背起

了張女士趕往市二醫院，楊翠琴緊跟其後。19：59張女

士家屬謝先生趕到醫院，對楊翠琴和鄭國丞表達了誠摯謝

意。

2012年2月17日19：00，謝先生送來了致謝的水果籃。

行政執法員鄭國丞與站務員楊翠情接過致謝水果籃

嘉獎嘉獎

睿智保安 勇擒小偷
時間：2012年1月31日 18：30

地點：福田口岸站

事件：保安員吳小玲出其不意擒住小偷

團隊協助 “背起乘客”
時間：2012年2月9日18：55

地點：少年宮站

事件：站務員協同行政執法員背著乘客，緊急送院

編者按：在龍華線上，有一群身著制服的人，他們穿梭在洶湧的人流
中，默默的，像一面標杆的旗幟，在“該出手時就出手”。在他們身
邊發生的故事也許每天都在上演，但他們從未躲避或退卻。他們的出
現保障了車站的正常的運營秩序，讓乘客感受到了安全，讓每張笑臉
都奔赴著希望的春天。

以下人物發生的故事只是“心系生活每一程”故事的縮寫，還有更多
“貼心服務”的故事等待您的發現與挖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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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午去公司加班將一個手提袋忘在蓮花北4號線月     

臺，多虧貴公司工作人員張曉航先將紙袋撿到，現完整交

還給本人。本人對深圳地鐵4號線工作人員的專業精神和

對客戶的負責態度表示敬佩。這袋中有公司的重要文件，

我們再次感謝港鐵（深圳）公司。

我們建議對張曉航同志予以表揚和獎勵。

深圳創天華盈投資管理公司

常虹

2012年3月4日

12

嘉獎

今天晚上21：00本人在少年宮C出口與孩子走失，心急如  

焚，還好與工作人員取得聯繫之後，工作人員的細心尋   

找。最後在警務人員和工作人員的幫助下，在蓮花北站找

到自己的小孩，十分感謝港鐵的工作人員和龍華線警務人

員。全因有你們細心的服務才有了我們市民的安全出行，

全賴你們的熱心與細心，為我們打造放心的環境，多謝少

年宮值班站長黃宇銳先生和車站全體人員的協助，千言萬

語都不知如何表達，謝謝。

張玉環

2012年2月6日

優質服務  人人稱讚優質服務  人人稱讚

時間：2012年2月6日

地點：少年宮站

事件：值站黃宇銳和相關同事幫助乘客找回
　　　少年宮站C出口走失的小孩

時間：2012年3月4日

地點：蓮花北站

事件：站務員張曉航撿到乘客遺失的重要文件
　　　並及時歸還

• • • • • • •

ACTIVITY特 別 策 劃

參與尋找小朋友的工作人員有：
少年宮站站務：陳嘉、黃宇銳、周麗香
車站保安：沈珈羽
車站助理：李雪珍、吳逸帆
警務員：秦丹

蓮花北站　張曉航

左起：周麗香、沈珈羽、黃宇銳、李雪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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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軌道交通二期工程已全線開通，正式開啟網路化運

營時代。為總結軌道交通建設的成效和經驗，樹立典型，

獎勵先進。市軌道交通建設指揮部頒發了《關於表彰深圳

市軌道交通二期工程建設企事業單位先進個人的決定》的

文件，港鐵（深圳）公司共有５名員工獲得先進個人殊 

榮。其中，建造部副總建造經理張自太獲得先進個人一等

獎；運營站務部站區經理劉一平獲得先進個人三等獎；車

輛維修部技術主任易亮、乘務部乘務督導員關向景，市務

部助理市務主任黎中釧獲得先進個人嘉獎。

時間：2012年2月5日

人物：陳家耀

事件：陳家耀獲得2012年香港國際馬拉松比賽半程
　　　馬拉松-男子先進2組季軍

時間：2012年1月

人物：張自太、劉一平、易亮、關向景、黎中釧

事件：港鐵（深圳）5名員工獲得深圳市軌道交通
　　　二期工程先進個人獎勵

獎章與證書

2012年度盛世香港國際馬拉松比賽於2月5日在維多利

亞港兩岸進行，特區行政長官曾蔭權親自主禮。香港

國際馬拉松自1997年以來每年都吸引了數以萬計的

參賽者，今年更是有超過7萬人參加賽事，刷新了

此前記錄。比賽分為10公里、半程馬拉松和全程

馬拉松等多個組別。今年，來自港鐵（深圳）公

司運營處的高級策劃工程師-陳家耀以1小時30

分36秒的成績勇獲半程馬拉松 - 男子先進2組

季軍。

獎盃與證書

陳家耀獲得2012年香港國際馬拉松比賽半程馬拉松

- 男子先進2組季軍

1. 2011年渣打馬拉松半馬拉松先進二組第四名；

2. 2011年香港20公里道路競走賽(2011年12月4號)
先進組第一名；

3. 2011年10月1號Victoria to Peak Challenge 10公
里（中環渡輪碼頭至太平山頂纜車總站）元老組
第二名。

高級策劃工程師-陳家耀參與其它賽事經歷

陳家耀與獲獎選手、頒獎嘉賓溫馨合影

•••••••

ACTIVITY特 別 策 劃



龍華線第24列車
落軌實況
龍華線第24列車
落軌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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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Y特 別 策 劃

2012年3月22日，港鐵（深圳）
龍華線第24列車牴達龍華線車輛
段，這標誌著龍華線合約內的列
車按計劃全部到貨，龍華線列車
運營服務提升進入嶄新階段。

列車裝卸花絮

圖1 圖2 圖3 圖4 圖5

圖8圖7圖6

圖１：第24列車牴達龍華線車輛段

圖２：第24列車四節車廂整齊列隊等待落軌

圖３：第一節車廂由起重機弔起、平移

圖４：裝卸工人將第一節車廂推入試行區

圖５：起重機從貨車上弔起第二節車廂

圖６：第三節車廂實施落軌

圖７：第三節車廂進入試行區調試

圖８：第四節車廂順利落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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茜茜的滿月照——陳磊作品
我家的茜茜公主滿月了，女兒懵懂而天真的表情，仿佛對

這未知的世界充滿了無限的期待。每每看著茜茜貪婪入睡

的模樣，我的思緒似乎總會瞬間凝固，暗暗地在心裡想，

要給茜茜世界上最好的東西，讓她幸福的被捧在手心。

擁抱黑夜——攝於深圳北站，龐海娟作品
深圳北，如此龐然大物在冷寂的夜裡盡情地酣睡著，

琉璃燈火與風月對唱，此刻被裝在夢鄉。從前，相見

如過千山；現今，與君共飲夕陽。有愛繞身旁，夢中

不覺夜漫長。

London subway——陳婧宇收藏的明信片
“山雨欲來風滿樓”，雨的景象似乎也是心的寫照。在倫  

敦，雨像是女孩子的心情，想哭就哭，一哭不可收拾。下

雨的心情，有時候跟丘比特有關，當丘比特把箭射向你的

時候，雨開始了淅淅瀝瀝。

儘管下雨有諸多不便，但仍有很多人歇斯底里吶喊，“上

帝，請給場雨吧” ！

海闊憑魚躍——攝于香港海洋公園，田峰作品
高空需要多遠的瞭望，伸長了脖子的人才知道。天空再 

小，我也夠不著，那我姑且躲進這天藍世界，與水共徜 

徉。誰說我是不解風情的尤物？掌聲是你們的，貪戀的目

光也是你們的，矯情地舞蹈能換取微笑，可是這舞蹈也僅

僅是身體的行為而已。

鏡像世界鏡像世界

•••••••

GALLERY鏡 像 世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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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聽 雨 小 築

春天，走在望鄉的路上春天，走在望鄉的路上春天，走在望鄉的路上
一縷清晨的青煙撥開了天際彌留的暗淡，春天來臨的這一刻，登高遠望，望眼欲穿。

如雨後春筍落地而成的月臺島，偉岸的高架橋，貫穿南北的軌道。此刻，綿亙在母親

溫柔的懷抱，孩子們正有序的輕歌舞蹈。

雲層底下，背井離鄉，沒有歡送的隊伍，遊移的硬漢一路穿越威猛的軌道，麥田裡的

風景獨好，恍惚間還能聽到家鄉的斑鳩隱隱啼叫。

我聽到了隔著行囊，他脈搏上的心跳，那段旋律寫在黝黑的肩膀上，寫在風吹日曬後

皺褶的山腰。

悄悄掐指盤算著日期。

那一天，一顆銜載著希望的鑰匙溜進了列車的鑰匙孔，列車跑上了軌道。

上班族不再為擁堵煩惱，一程又一程的等候不過是滄海一粟的煙飄。

背著大書包我擠進熙攘的人潮，黃色制服團隊經常對我微笑，他們說要

“站穩扶好”，我的小小旅程充滿了神奇的問號。

八月十五的燈籠節節攀高，一覺醒來，伸手就能握住親人的臂膀，

列車助我加速度奔跑。

“凍鴛鴦”與“功夫茶”在對岸的港島，龍華線帶我入時光的隧道。

我的血脈如精靈跳耀，涵洞裡的光速穿越淨土，時代的信號劃破星空。

一脈相承的深港文化，一線相牽咫尺路程。

春天，我走在望鄉的路上，

路上，播放著我與春天相約的歌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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