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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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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湖站的位置在哪里？
清湖站位于清龙路和清秀路之间的和平东路上，沿和平东路路中呈
东西向布置，该站为终点站

清湖站共有多少个出入口？具体位置在哪？
A、B、C、D四个出入口，通过天桥通道与车站主体连接。其中 B、
C出入口位于车站主体北侧，C出入口的位置现状为汽车修理厂的停
车地。A、D出入口位于车站主体的南侧。D出入口的位置为正在修
建的高尔夫球场大门处，A出入口的现状位置为厂房。

 
清湖站设计上有什么特别？
车站主体为高架三层岛式车站，采用四柱三跨结构形式，分为地面
层，站厅层，站台层，车站总长 151.8m，层面总宽 21.72m。站台
层总宽 21.0m，站台宽为 10.2m，有效站台长度为 14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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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湖站外貌

站台



各位同事：

经过多年努力，公司负责建设和运营的深圳市轨道交通龙华线已于 2011 年 6 月 16 日
全线开通，开始试运营。开通仪式在许勤市长，唐英年司长，周松岗总裁的出席下，
举办的非常顺利且成功。香港总部所有总监，和深圳市相关政府官员也都出席了启动
仪式，深港两地多位领导的出席，也进一步体现了龙华线将深港相连的深意，寓意深
厚，意义重大。

公司全体员工为了迎接这一天的到来，一路风雨同舟，为之努力奋斗多年。在此，我
代表港铁（深圳）的管理层向每一位员工道谢！同时，感谢全线开通筹备委员会的所
有成员及有关部门，包括公司事务部、车辆维修部、市场部、项目部、人事行政部等，
为全线开通庆典的准备付出的巨大努力。并且，在这里我也希望得到当天因工作需要
而未能参加开通仪式的员工的谅解。

自 6 月 16 日下午 14:00 全线开通以来，我们的列车客流量已从只运营一期五个车站
时期的平均每天约 6 万 5 千人次，上升到 7 月平均工作日每天约 24 万人次，周末每
天 27 万人次以上。相信随着深圳城市轨道交通二期的五条线全部开通，市民对龙华线
的深入了解，及龙华线周边社区的建设，龙华线的客流量也会节节攀升。

全线开通以来，我们向深圳市民提供了安全稳定的轨道交通运营服务。不断增加的客
流既让我们感到高兴，同时也对我们的运营安全和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任何一条
新的地铁线，从试运营开始到最佳设备表现，都有一个过程，需要一段时间。因为新
系统、新设备、新顾客及新员工是需要一个磨合期的。深圳市民对我们期望很高，我
充分相信我们整个团队，是有能力并且会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将这个磨合期减
到最短，对顾客的影响降到最低，将我们的服务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从全线开通的初期，公司邀请在龙华总部大楼和梅林办公室工作的同事到车站前线支
援早晚高峰，同事们纷纷踊跃报名参加支援。在每一个车站的早晚高峰期，都可以看
到大家穿着统一蓝色“服务大使”T 恤衫忙碌的身影。他们与各个车站的站务人员一
起，保证了早晚高峰期车站更加顺畅的运作。在此，对这些贡献自己业余时间支持运
营工作的同事们，我表示深深的感谢！

同事们，正是有了你们持续的付出和努力，才有了龙华线的顺利安全通车，我们才有
信心期待龙华线以后更高质量的安全运营表现，这为公司在深圳的发展，打好了坚固
的基石。

谢谢你们！

刘天成 
港铁（深圳）总经理

刊首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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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鐵 ( 深圳 ) 媒體溝通會

全線開通 感謝有你

今天我特別驕傲 - 詩歌

“地鐵 + 物業”開發

模式正式落地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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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30 日是港铁（深圳）龙华线（4
号线）全线开通试运营两周的日子，
公司在深圳总部大楼特别举行了运营
情况通报的媒体沟通会，面对深圳本
地、广东省及全国等众多媒体记者，
通报开通两周以来的运营等情况。 

公司总经理刘天成在会上回顾了龙华
线开通两周以来不断完善并趋于稳定
的运营表现，并感谢市民对龙华线的
支持。同时，针对开通运营以来媒体
反映的问题，给作出了积极回应。

公司副总运营经理胡瑞华先生在会上
介绍了列车运营服务安排，针对龙华
线典型的潮水式客流 , 特别安排了备
用列车在高峰时段加强运力以满足客
流需求。

公司总建造经理 - 车辆及信号系统陈
振声先生介绍了列车车门调整改善以
及紧急报警通话装置的使用方法情
况。希望通过媒体向市民宣传紧急报
警通话装置的正确使用方法。

听过有关营运表现以及车门等专业介
绍后，公司还特别安排媒体团队参观
了龙华线运营控制中心，亲身感受了
地铁运行中调度控制的“大脑”。通
过观看展板、演示等方法，媒体加深
了对龙华线运营工作的理解，也体会
到了港铁（深圳）公司不断提升的服
务质量。

2011 年 6 月 16 日下午 2 时，港铁 ( 深
圳 ) 龙华线（4 号线）正式迎来全线
开通。16 日上午，港铁（深圳）在龙
华车辆段举行了简约而隆重的全线开
通仪式。深圳市市长许勤先生、香港
特别行政区政府政务司司长唐英年先
生以及港铁公司行政总裁周松岗先生
出席并发表了致辞，同时，深圳市常
务副市长吕锐锋先生，市轨道办主任
赵鹏林先生，深圳市各区、部、委等
领导亦有出席，港铁（深圳）公司各
商业合作伙伴，参与龙华线项目建设
的伙伴及各界友人和深港两地媒体朋
友等近 500 人莅临了仪式现场，一同
见证并庆祝港铁（深圳）龙华线重要
的里程碑时刻。

历时六年、投资近 60 亿人民币的 4
号线二期工程项目，引入新的投资方
式，突破了以往主要由内地政府投资
为主兴建地铁项目的传统模式。港铁
在深圳市轨道交通网络中的亮相，标
志着深圳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迈進了多
元、良性的新阶段，标志着深港深化
合作，先行先试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龙华线自全线开通之初直至充分发挥
出最佳效益功能，需要一个循序渐进、
不断优化的过程，我们已计划好充分、
完善的配套方案不断提升运营服务表

现，而广大市民及乘客对轨道交通事
业的支持和了解，以及对龙华线的包

容和鼓励，亦将成为我们不断进取的
莫大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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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上全线绽放  爱上南北纵横的缤纷旅程 
港铁（深圳）龙华线（4 号线）六月十六日全线通车

港铁（深圳）媒体沟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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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领导嘉宾共同启动龙华线全线开通

 � 港铁（深圳）总经理刘天成先生通过展板方式向传媒讲解龙华线运营情况

 � 公司管理层向唐英年司长、许勤市长介绍龙华线车站设计

 � 管理层积极与媒体沟通

 � 唐英年司长与刘天成总经理亲切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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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是全线开通的重要时刻，也是毕业的
季节。

每一个学生，都希望自己的身影定格在美
好的校园中，都盼望着学士帽抛向天空的
那一刹那，但在港铁（深圳），有一群实
习生，在全线开通之前，他们就活跃在各
个岗位，将他们在学校中学到的知识，与
实践慢慢碰撞，为运营工作贡献了他们青
春的汗水。

为了龙华线的全线开通，他们没有回到校
园，他们没有能和昔日同窗共同演奏一曲
曲依依不舍的毕业歌，他们选择了在港铁
（深圳），完成他们的毕业典礼。在这场
推迟的典礼上，老师们殷切的祝福、运营
经理厚重的期望让这些初出校门的年轻人
备感鼓舞，他们就像扬起的帆，待发的船，
即将驶向人生的又一个新里程。

全线开通前后，正是项目部最繁忙的时
候。项目部的同事既盼望着这一光荣时
刻的到来，又对此之后项目结束的分离
感到依依不舍。

回想到 616 全线开通的那一天，项目部
陈玉伦心中五味杂成。他清楚地记得，
那天天空飘着大雨，车辆段也被总部嘉
宾和各方领导填得满满的，但心中却有
点空空的：“全线开通了，就意味着项
目结束了，以后也就很难在和这班同甘
共苦的同事相聚了，心中难免有点离愁
别绪。”

不过，对项目部的同事来讲，龙华线就

好像自己的孩子，亲眼看着它从无到有，
一点一点成长起来，当中的付出，当中
的酸甜苦辣只有自己最清楚。同事冯扬
骄傲地说：“这是我第一次亲身感受到

自己为深圳的建设发展作出贡献！龙华
线建好后，大家就可以低碳绿色出行，
那我对深圳的贡献就更大了！”

全线开通之后，运营工作繁忙而有序的
进行着。车站每天都会发生不同的事情，
有时平淡，有时却不那么平静。少年宫
站于 7 月 7 日便上演了一幕如电影般真
实激烈的追逐场面。

7 月 7 日晚上 6 点多，恰是晚高峰时段，
一连串“抓小偷”的叫喊声响彻少年宫
站的站台。原来是一个小偷在列车上抢

夺一位女士的项链，列车到站时，他立
刻逃出列车，在车站内逃窜，听到呼喊
声，少年宫站的站务人员从各个方向跑
过来，试图拦截小偷。小偷穿过人群沿
楼梯跑上，在站厅层发现无路可逃时，
又从另侧楼梯跑回站台，此时，站务员
曾文急速追上，以至于手被划破一直在
流血也没有发现。最终，在同事的齐心
合力之下，小偷被抓住并被警察带走。

项链也完好的交还到乘客手里。

再次回忆起这段经历时，曾文还有少少
羞怯，他一直在说，只是一件小小的事，
都靠同事共同面对。可是我们知道，面
对着这突如其来发生的事情，面对小偷
的威胁，我们年轻的站务人员毫不惧怕，
毫不退缩，在乘客需要帮助的时候挺身
而出，是需要多么大的执著和勇气。

特別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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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最热门的关于年代的词汇，莫过于
“80 后”“90 后”。这些年轻的一代身
上被贴满了标签，他们反叛、智慧、独立、
自信，他们洒脱、执着、勇敢，他们以自
己独有的方式追求梦想、诠释生活，青春
在这一代人身上彰显的是个性与激情。

在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 80、90 的同
事，现实中的他们，可能没有光鲜的外表、
不羁的自由，也没有那些五光十色的生活
点缀，却多了一份平凡，多了几分踏实与
勤勉。

在龙华线全线开通前后，他们一直奋战在
运营第一线，那些工作中年轻的身影，总
是能深深地打动我们。

他们穿着整洁的制服，脸上挂着标准的微
笑，每天都和见面的乘客，说上几百次“你
好”、“将港式服务生动地传达”。

他们每天凌晨就走出家门，检查车辆状
态，专注于每一次开关车门时的确认程
序，驾驶着这一庞然大物往返穿梭于深圳
南北；

他们在寂静的深夜，仍然背着重重的工具
箱，走在隧道与高架桥上，用双手查看每
一寸钢轨，靠双脚走出几十公里的检修之
路；

他们虽然年轻，但却担负着厚重的责任，
以自己一点一滴的努力，在每一个重要岗
位上，为港铁的事业搭建地基。

 � 清湖站“全家福”

永恒的青春 推迟的毕业典礼

80，90 荣耀与依恋

执著与勇气

张景煌先生和梁耀麟先生在港铁已有
二十年的工作经验，在运营部已经被划
分为“老”字辈的领导和员工，但却也
是 80、90 后站务同事最好的领导与朋
友。他们和年轻的站务员们一样，为了
试车而彻夜不眠，又一早出现在车站客
流控制的现场。很多 80、90 的年轻人
提起他们，都发自内心地佩服。青春无
关年龄，更是一种心境和精神。

当我们把青春的赞歌送给可爱的年轻人
时，也不能忘记，如今已被封为“老”
字辈的领导和员工，他们也都把青春留
在这了里。车站里那些年轻的背影，也
曾是他们的写照，因为有了源源不断的
青春力量，有了一代又一代港铁人的付
出，才有了港铁今天的璀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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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特别骄傲——诗歌

今天我特别骄傲！ 
地面上升起新的地标， 
贯通南北的轨道终于腾飞， 
风景这边独好。

今天我特别骄傲， 
我的图纸落成了伟岸的高架桥， 
坚实的柱子托起窈窕的车站， 
绚烂的天花映上秀美的站台岛。

今天我特别骄傲， 
我领着我的孩子看了我建造的隧道， 
他非常兴奋地问这问那， 
我告诉他无论做什么都要做到最好。

今天我特别骄傲， 
列车跑上了我铺的轨道， 
隆隆的路轨声踏着信号传来， 
回声飘扬在地底和云霄。

今天我特别骄傲， 
接触网的立柱就像一座座碉堡 
电流在电缆上热情地滚动 
那是精灵在脉搏上飞快地舞蹈

今天我特别骄傲， 
我造的列车开始自由奔跑， 
空调的凉风吹去上班族的焦躁， 
屏幕里演出着来来回回的热闹。

今天我特别骄傲， 
电气化的时代全面使用信号， 
我筑就了地铁里最神奇的向导， 
精准来自无数次的测试和联调。

今天我们特别骄傲，  
汗水中的千槌万凿， 
键盘上的暮暮朝朝， 
我们精诚合作， 
我们共同成长， 
我们的成就经得起风吹雨打， 
我们的事业枝繁叶茂。

今天我特别骄傲，  
运营团队从幕后走到了前哨， 
车站里人流如潮， 
是对我三十年经验的一场大考。

今天我特别骄傲，  
我的问候让每一位到站的乘客微笑， 
贴心的服务带来丝丝温暖， 
短暂的停留也可留下记忆的美好。

今天我特别骄傲，  
我开的车停站精确到秒， 
平稳快速地过了一站又一站， 
新车已像老朋友一样忠实可靠。

今天我特别骄傲，  
OCC 是地铁运行的大脑， 
运行图画出漂亮的符号， 
今天将要实现崭新的时刻表。

今天我特别骄傲，  
辛苦一天的车辆回到港湾睡觉， 
我仔细检查它每一寸的钢筋铁骨， 
明天它又要平安起锚。

今天我特别骄傲，  
基建维修是夯实运营的法宝， 
飞虎队式的维修救援， 
保障着顺利运营的分分秒秒。

今天我特别骄傲，  
我倾听着车站里每个器官的呼吸和心
跳， 
扬声器上奏响的播音， 
仿佛战场上吹起的号角。

今天我们特别骄傲，  
我们的队伍遍布在每一个车站、每一节
车厢， 
我们的服务体现在每一部电梯、每一次
购票， 
我们的面貌朝气蓬勃， 
我们的工作井井有条。

今天我特别骄傲，  
我培训的学员全部达标， 
黄色的制服衬着青春的面孔， 
他们眼中跳跃着信念和自豪。

今天我特别骄傲，  
第一次戴上大檐帽， 
帽上的国徽闪耀着法律的尊严， 
公正和文明是我灿烂的战袍。

今天我特别骄傲， 
显示屏上播放着我编演的广告，  
缤纷的画面荡漾着无限憧憬， 
理想的涛声激扬在我的怀抱。

今天我特别骄傲， 
地铁安全知识走进了校园， 
引领的社区巡展和线路宣传， 
搭起贴心服务的彩虹桥。

今天我特别骄傲，  
安全和质量是我永远的情操， 
精益求精和警钟长鸣， 
我告诉世界要永远记牢。 

今天我特别骄傲，  
新员工培训的满意度进一步提高， 
我人事政策、企业文化一样不少， 
和谐的员工关系一直是我努力的目标。

今天我们特别骄傲，  
人生进入新的篇章， 
历史又画了一个新的分号， 
从不畏惧挑战和困难， 
只为轨道交通的百年大业留下动听的歌
谣， 
勇气和努力一样不少，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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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動態

“地铁 + 物业”开发模式正式落地国内：龙华车辆段物业即将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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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8 月 18 日，注定将成为港铁公
司发展历程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港
铁“地铁 + 物业”开发模式在这一天迎
来历史性突破。

2011 年 8 月 18 日 10：00 整， 随 着
A832—0853 宗地挂牌时间的截止，深
圳土地交易中心交易大厅的电子屏幕显
示港铁两家全资子公司联合竞得龙华车
辆段上盖物业开发第一期用地。随后，
公司总经理刘天成先生、总经理—广东
物业发展陈显沪先生分别代表港铁轨道
交通（深圳）有限公司、港铁物业（深
圳）有限公司与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

委员会、深圳市土地房产交易中心签署
了土地成交确认书，港铁财务及业务拓
展总监梁国权先生、港铁深圳项目总经
理蔡丰松先生、副总经理 - 房地产发展
梁秉坚先生等共同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
刻。

公司成功竞得龙华车辆段地铁上盖物
业，经历了柳暗花明的漫长过程。港铁
自 2004 年以来就已开展了 4 号线沿线
土地开发的相关前期工作，通过深度的
市场调研、结合本土文化，最终勾画出
4 号线龙华车辆段物业发展的具体规划
和开发策略，随后与政府各部门经过多

轮的反复论证、谈判、磋商，各项技术
文件编制完成。 

地铁 4 号线龙华车辆段上盖物业开发第
一期用地，占地 89,000 ㎡，规划建筑
面积 206,167 ㎡，地块位于 4 号线龙胜
站车辆段上盖，规划用途为商住。其中
住宅面积 191,750 ㎡（未来可提供大约
2,000 个居住单位），商业面积 10,000
㎡，社区配套 4,417 ㎡。社区住户通过
商业门户可到达龙胜地铁站，实现安全、
便捷的出行。

香港地铁 + 物业综合开发的成功典范即
将在中国的年轻城市深圳落地生根，虽
然竞得土地是物业开发的重要第一步，
但后期的开发建设，更是公司赋予我们
的新的挑战和长远的使命，通过房地产
开发团队的前期工作，我们有信心在公
司核心领导层的带领下，将其建成一个
优质的社区。我们将秉承公司“优质服
务、互敬互重、创造价值、勇于进取”
的理念，用贴心的服务，连接和建设社
区，将 4 号线龙华车辆段上盖物业建设
成为和谐、优质地铁上盖物业的典范。

龙华车辆段上盖物业开发将是港铁“地
铁 + 物业”这一可持续发展模式在国内
的首次运用，将为国内轨道交通投融资
模式创新、土地综合利用、轨道交通可
持续发展提供借鉴、示范，也将为公司
在深圳乃至广东、全国的业务发展揭开
新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