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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傳統曆法以十天干和十二地支紀年，遠古先人以動物
表示地支，是為生肖。本年歲次甲午，肖馬。

據《百度百科》所述，馬者駿也，〝駿骨〞指才能出眾之
士，又稱“才俊”，取溢美之意，稱“十全十美”。〝駿
骨〞亦音諧“俊谷”，可謂“大豐之年”，盛世昌南。傳
說古時的馬有雙翅，叫天馬。它天上能飛，地上會跑，水
中能游，是一種極有威力的動物，在玉帝殿前成了御馬。
後來天降人間，終生終世為人效勞。於平常日子，耕地拉
車、馱物、任勞任怨，在戰時，則披甲備鞍，徵戰沙場，
與主人出生入死，屢建戰功。從此，馬和人就成了形影不
離的好朋友。民間傳說固然是虛構的，但事實上馬與人類
關係親密。自人類告別漁獵時代，進入農耕社會，馬就成
了人類最先伺養的動物之一。馬以它的聰明、勇敢、忠誠
耐勞的特徵，成為人類可靠的朋友，得力的助手，無論是
在農耕、運輸、文通等方面，還是在古今中外之血雨腥風
的戰場上，馬都給人類有數不盡的貢獻。無怪古人將馬作
為“六畜之首”來評價了。在今天，儘管由於科技發達，
機械化程度的提高，馬作為人類的助手這一作用相對削
弱，但千百萬年來那一幅幅天馬行空、老驥伏櫪、千金買
骨、義馬救主的動人圖景，那一份祖先遺傳下來的戀馬之
情卻永遠不會消失。

作為一所與民生和社區關係密切的企業，我們必須成為廣
大市民的良駒駿馬，任勞任怨地肩負起我們的責任，
無時無刻提供一個安全和優質的以人為本和以客為
先而快捷可靠的現代城市集體運輸服務。這樣一
個人人稱善的世界級優質服務，只可以由一個精
英團隊，日以繼夜、同心同德、忠誠無私、肩並
肩地齊心協力，共同提供。港鐵（深圳）公司有
了這樣的精英團隊，成功指日可待！

新年寄語
劉焯民先生

新年寄語
劉焯民先生

2月8日中午，人事行政部於公司大樓1樓禮堂為劉總舉行
了歡送會，公司經理級以上的同事出席了歡送會，並向劉
總送上了深深的祝福。

在這裡，我們謹代表深圳全公司的同事，感謝劉總在過去
兩年多的時間里，對我們的領導、關心及愛護，讓我們共
同祝願劉總在杭州工作順利，進一步拓展深杭兩地業務和
水平！

劉焯民先生在歡送會上與公司經理級以上的同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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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焯民先生已於
2014年2月13日
調任杭港地鐵公司
出任總經理

珍重相期借箸時，
殷勤互道加餐語。

劉焯民先生



總經理胡瑞華先生
新年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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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同事，馬年吉祥！

我們共同經歷了一個充滿各種滋味的2013年，又一起迎來
了2014年。回望我在深圳工作的這幾年，猶如白馬過隙，
天地已變。2013年是我們值得驕傲的一年，從開線當初的
激情燃燒，到日後穩扎穩打運營工作，我們用港鐵人的精
神，發揮潛能，克服困難，順利迎來了4號線六卡車, 為我
們對優質服務的承諾提供一個更好的條件。在過去的一
年，公司的各項業務亦穩步發展，在新線路和房地產方面
均有收穫，個中成就都歸屬全公司上下，前線後勤人員的
不懈努力和拼搏。

2014仍將是承前啟後，任重道遠的重要一年。我們仍將面
臨市民不斷提高的服務期望，面臨落實各項新業務發展中
會遇上的各種新的挑戰。希望公司上下繼續齊心協力，以
龍馬精神繼續開創港鐵（深圳）和深圳軌道交通更加美好
的明天！

願大家與家人身體健康，工作順利，馬上有鴻運！



首2列六節車投入運營後的具體服務情況為，根據客流情
況，每個工作日早晚高峰都載客服務。就乘客資訊方面，
乘客可以在車站電子屏上看到下一班和下下班列車的到站
時間和到站列車車廂數（四節或六節）；列車進站前車站
將安排廣播，播報下一班列車車廂數；同時，在全線各月
台第四及第五節列車對應屏蔽門分界處，除了增加特殊提
醒標誌，還會加派工作人員持手舉牌引導乘客。

2014年1月16日10點，公司在上塘站舉辦新聞發佈會，向
媒體及市民公佈了六卡車上線服務的時間為2014年1月26
日。該新聞發佈會還告知市民，在四六節列車交替運行期
間，為了加強服務，公司會加派前線員工，為乘客提供充
足的指引，以保障四節編組列車向六節編組列車順利過
渡。

4號線（龍華線）1月26日起四改六
港鐵（深圳）增派前線員工加強服務
4號線（龍華線）1月26日起四改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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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鐵（深圳）增派前線員工加強服務

四六卡列車交替運行　運營信息提前知

4號線（龍華線）首2列六節編組列車於1月26日起正式投入運
營，為深圳市民提供更舒適的軌道交通服務。同時，港鐵（深
圳）也在四六節列車交替運營期間加派前線員工，為乘客提供充
足的指引，以保障四節編組列車向六節編組列車順利過渡。

嘉賓登上4 號線首列6 節編組列車-深港相連號



港鐵（深圳）總車務經理姜宜榮揮旗授意首列六節編車發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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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2列六節列車啟動儀式成功舉行首2列六節列車啟動儀式成功舉行

趙鵬林副總指揮鳴笛為港深相連號啟航

2014年1月26日15點，簡單而隆重的首2列六節列車啟航儀
式在車輛段成功舉行。公司領導及各個部門的同事們，與
來自深圳市政府代表和深圳各大媒體的記者們一起，共同
見證了4號線的這一重要時刻。

時任港鐵（深圳）總經理劉焯民先生在首發儀式上表示：
“4號線作為CEPA正式簽署以來深港合作的第一個大型基
礎設施項目，自開通運營後，客流穩步增長，服務逐步提
升，業務持續發展，至今順利增編列車，初步實現了我司
為深圳市民提供優質港式鐵路服務的承諾。我司將繼續把
港鐵公司在三十多年“軌道+社區建設”的成功經驗，帶到
深圳，應用到龍華新區，推動實現新區“一線一站一社
區”國際化城市建設的目標。”隨後，港鐵（深圳）和南
京浦鎮車輛廠舉行了簡單的列車移交儀式。儀式上還揭曉
了4號線（龍華線）兩節6節編組列車的命名——“深港相
連號”和“龍華號”。“深港相連號”寓意4號線將一水之
隔的國際大都市香港與迅猛發展的現代化大都市深圳緊密
相連，以港思維配合深智慧，推進兩地共同繁榮發展，達
到雙贏；“龍華號”則寓意4號線的服務，積極配合本地區
域化發展，深化推進龍華新區“一線一站一社區”國際化
城市建設重點工作計劃。最後，伴隨著趙鵬林副總指揮一
聲令響，新車汽笛長鳴，緩緩開動，4號線首列六節車滿載
嘉賓，駛出車輛段，投入載客服務。

4號線目前工作日日均客流41萬左右，港鐵（深圳）將實
時監控客流數據，根據需要，隨時安排六節車上線投入服
務。而4號線剩余的4節編組列車也將陸續全部增編為6
節，增編速度為平均每月2列，全部增編後，4號線運能將
增加50%。春節後，4號線正線運營的6節列車將逐漸增
多，直至全部變更。同時港鐵（深圳）也將就首批列車上
線服務的表現，研究加快增編進度。

4 號線首兩列六節編組列車4 號線首兩列六節編組列車



香港地鐵在1979年通車後，大大改變了香港市民的生活模式。現代化的鐵路系
統提供了安全、可靠及高效率的交通工具，讓市民「話咁快」就可到達目的
地。隨着港鐵網絡不斷擴展，沿鐵路線建設的新小區，包括與地鐵網絡無縫連
接的港鐵物業及商場，成為了香港現代都市生活不可或缺的一環，同時帶動整
個城市發展成國際金融樞紐。港鐵的旅程亦是香港的旅程，連繫着七百萬在這
個城市居住及工作的市民，以及每年數以千萬計來訪的旅客。

港鐵總部將與香港小區一同慶祝35週年，以感謝乘客一
直以來對港鐵的支持和信任。沒有市民的支持，港鐵不
可能成為世界公認最安全、可靠及被肯定的鐵路之一。

在此，我們借着35週年慶祝活動，與乘客及員工一起回
顧以往的點滴。更重要的是，我們將昂首展望未來，繼
續竭力為新生代提供與他們同步成長的世界級鐵路服
務，更緊密地連繫小區。

「Jamie & Horlick 07年地鐵婚禮」
2007年2月14日，我同丈夫Jamie成為不少香港情侶的艷
羨對象，因為那天，他拖着我的手，登上我們的花車 ﹣地
鐵列車，從荃灣車廠向中環站出發，成為歷史上第一及唯
一一對在地鐵站內舉行婚禮的夫婦。 

之前幾個月，我看見Hello Kitty地鐵婚禮的廣告，情不自禁
說，「Hello Kitty 婚禮好特別呀，我都想試呀！」想不到

當時毫無反應的他，卻瞞着我秘密報名，到面試前才告知
我這個驚喜；經過兩輪面試後，我們能夠在八十多對新人
中被選為幸運兒，全賴地鐵為我們做媒，讓我倆的愛情故
事打動了評審團，最後更為我們證婚。

有時我會想，可能我與他都是討厭遲到的人，都鐘意搭地
鐵，才會使地鐵為我們綁上紅線。 

當年我倆是大學同學，卻不太熟。一天早上，我搭地鐵於
將軍澳站遇上同樣到醫院實習的他，不知道是上天的安
排，還是他的刻意，在好多個早上的相遇後的一天，我們
正式拍拖了。 

拍拖5週年當天，他竟然大膽到旺角站E出口附近，拜託十
個途人沿途向我送上玫瑰！當他跪在地上，送上第十一枝
玫瑰和戒指時，我已經哭了，感動得哭了。 

由將軍澳站相遇相戀，旺角站求婚，最後到香港站許諾終
生，這不是愛情的終點站，反而是新的起點站；一年前，
我們在奧運站開始了另一階段的生活，今天與我手拖手搭
港鐵四圍去的，不只有他，還有她，我們的囡囡，佢而家
一歲啦！

「肥倫與肥倫爸　地鐵首日通車乘客」
1979 年10 月1日，我九歲。那天阿爸帶我去到一個叫石硤尾的地
方搭新的地下鐵。 

那裡的車站與火車完全是兩個世界，沒有柴油味、即使不開窗亦有
陣陣涼風。而且，比火車更多了一份科幻感，車門是全自動的，最
神奇的，是入閘。「把車票插入閘機上的窿，車票就會自動從另一
端彈出，然後一推條鐵柱就可以穿過去，你要小心點!」在閘外觀
察一陣子後，阿爸低聲叮囑我，但我覺得他也有點緊張。 

別笑我鄉巴佬，我這個家住大圍、每日與耕牛與柴油火車朝夕相對
的鄉下仔，在地鐵通車首天，第一時間由阿爸帶着、成為香港地鐵
史上的首批乘客。這個歷史時刻，還給報館拍下來。 

之後我和地鐵的故事還有後續：因為阿爸在大學做畫則，我從小就
隨意在牆上左畫右畫，他卻從未因此動怒，反而阻止媽媽抹掉。後
來我選擇了美術設計，多少與此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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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企業名錄(部分)

格力集團

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

北汽福田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天音通信有限公司

廣州市地下鐵道總公司

雅居樂地產控股有限公司

蘇泊爾大學

光明乳業股份有限公司

廣東大鵬液化天然氣有限公司

福建柒牌集團有限公司

想不到的是，到我任職廣告公司藝術總監一職後，更參與
了地鐵廣告創作。梁洛施與Boyz在地鐵邂逅的電視廣告，
就是我的作品。 

回想79年通車首日，阿爸第一時間帶我乘車的情景仍猶如
昨天。這35年來，我們兩父子一有時間都會乘車周圍去試
新菜式睇新嘢，不過現在多是我帶阿爸咯。

「孟笑薇　服務乘客35年」
記得我加入地鐵時，是1979年10日15日，應征臨時公關
助理。21歲的我，當時心態只是「做住先」，完全沒想過
這份工作，竟然一做便35年。 

當年我們一班女孩子，人稱「紅衫魚」，其實是客務大
使，個個身穿白衫紅裙，頸上系上一條紅絲帶，駐守石硤
尾車站大堂，協助乘客買車票、入閘。這份工作經常要一
眼關七，但大家會互相幫忙，加上上司對我們好好，一年
後，我毫不猶疑便與公司簽長約，之後，續約再續約，直
至現在。 

很多人都問我，點解可以做同一份工作35年，每日都笑臉
迎人？ 

原因很簡單：這裡的人與情，令我從心底里喜歡這個大家
庭。以前有想過向外闖，試試新事物，亦考慮過轉做全職
家庭主婦，照顧剛出世的兒子，但最終選擇留下來，始終
捨不得公司、同事和街坊，大家已經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這亦是我工作背後的動力。 

甚至，有多次晉升機會，我都婉拒了，因為我真的很喜歡
前線工作，每日面對不同的人，其實一點也不苦悶，反而
充滿挑戰性，而且能夠幫助乘客，令我感到很開心。有街
坊即使移民後，每次回港都有到車站探我，甚至送我手
信，說掛念我的笑容。 

今日，我是因為大家，才會有我的招牌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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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港鐵軌道交通（深圳）有限公司榮獲了，由“中國企業大
學聯盟（CSTD）”評選的“2013-最具學習力企業”的獎項！

作為中國600萬培訓管理者第一門戶，中國企業人才培養最具代
表性，公信力和影響力的組織，最大的公共學習與交流平台—中
國企業大學聯盟，在經過全國範圍內超過5000家參選企業的徵
集後，進行了包括“最佳企業大學”和“最具學習力企業”等獎
項在內的評選，經專業評委團的最終裁定，港鐵軌道交通(深圳)
有限公司憑借優良的學習傳統和系統完善的培訓體系榮獲了
“2013-最具學習力企業”的殊榮。

“最具學習力企業”獎項的評選依據主
要是企業在人才培養之道，企業學習能
力持續提升，人才發展項目實施，推廣
最具學習價值標桿等領域的實踐案例。

作為公司的一項集體榮譽，人事部在
此，也要特別感謝包括培訓中心和各處
別，各部門負責人及其它相關的所有同
事，對一系列培訓及人才發展項目實施
過程中的大力支持與團隊協作。同時，
我們也有理由相信，在大家共同的努力
之下，公司在後續的員工培養、人才梯
隊建設和企業學習能力持續提升等方
面，一定會取得更大的成功！（人事行
政部　李婧供稿） 

2013-最具學習力企業
花落港鐵（深圳）

副總經理-人事行政
夏菁女士手持

“2013-最具學習力
企業”牌匾

時任總經理劉焯民先生代表公司領獎并致獲獎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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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鐵在中國內地的第一個物業開發項目龍華線車廠上蓋發展
項目“天頌”，其開工典禮正式於十二月十六日隆重啟動。
“天頌”項目是港鐵首次在香港以外獲得土地開發權，開啟
了港鐵在中國內地物業開發的先河，標誌着港鐵積極推行
“鐵路加物業綜合發展經營”模式取得了新的突破。

2011年8月18日，港鐵兩家全資子公司——港鐵軌道交通
(深圳)有限公司和港鐵物業(深圳)有限公司通過掛牌方式競
得龍華車輛段上蓋物業開發一期土地使用權，即目前的
“天頌”項目。這一項目的成功動工，意味着凝聚了港鐵
三十多年經驗的“鐵路加物業綜合發展經營”模式可以應
用於中國內地城市。

港鐵公司主席錢果豐先生說：“通過順利開通運營全國首
條軌道交通BOT項目龍華線以及啟動開發天頌項目，港鐵
成功促進了深港兩地在軌道交通多元化投融資方面的合
作，同時也將在香港積累三十多年的“鐵路加物業綜合發
展經營”模式在深圳成功應用。”

港鐵公司行政總裁韋達誠說：“我們期望全面引入港鐵公
司在社區綜合開發、商場經營管理和物業管理等經驗，通
過精心的規劃、科學的設計以及安全的施工，為深圳市提
供優質的物業產品。” 

未來，公司將以“天頌”項目為契機，繼續積極在中國及
國際尋找更多鐵路加物業的發展機會。我們相信，“天
頌”項目將充分展現“鐵路加物業綜合發展經營”模式的

優勢，為下一步深港更深入合作打下堅實的基礎，為推動
深圳市和龍華新區的國際化進程貢獻力量，也將為港鐵在
深圳乃至廣東、全國的業務發展揭開新的篇章。

“天頌”，佔地89,400㎡，規劃建築面積206,167㎡，位於4
號線龍勝站車輛段上蓋，規劃用途為商住。該項目融合了
深圳地鐵龍華線的發展與港鐵物業開發的先進理念，不僅
會為龍華線車廠上蓋的居民帶來無縫連接的公共交通，更
致力於為其創造優質舒適的居住環境。本物業發展項目預
計將於二零一六年為市民提供約1,700個住宅單位和10,000
平米的商場，以及完善的生活配套設施。

港鐵“天頌”項目開工典禮
12月16日隆重舉行12月16日隆重舉行

物業開工合照

港鐵公司主席錢果豐先生在典禮上致辭



港鐵（深圳）運營控制中心（OCC）新年探訪
深圳市軌道交通應急指揮協調中心（TCC）及深圳地鐵

港鐵（深圳）OCC同事与深圳市軌道交通應急指揮協調中心（TCC）同事合影留念

運營控制中心（OCC）與車務前線溝通交流會

OCC同事在行車
時間為站務同事

提供信號系統的
培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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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為了進一步提高公司的運營水平，夯實部門間
的業務基礎，OCC由控制中心總主任帶隊，以班組為單位
分別到車站五個站區，與站務、乘務、DSM等前線同事進
行了溝通交流會，檢討日常處理的做法，以加強工作中的
交流與溝通，提升運營水平。

本次是4號線開通三年多以來，OCC首次以茶話會的形式到
前線與各站區進行交流和業務培訓。首先，各個站區向
OCC介紹了車站的人員結構、周邊環境、客流特點等基本

情況，讓大家對車站的運作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和瞭
解。接着，針對在日常運作中存在的問題，大家對
近期熱點問題進行了探討，如：4改6列車運作的
原則、終點站清客的溝通方式、緊急情況人員的
安排、溝通程序的簡化等問題進行了交流，增強
各部門的默契程度。在信號系統的培訓環節，站
員在行調的指導下，首次在行車時間進行列車進
路排列、停車點釋放等實操培訓，大大增強了站
員在有車情況下操作信號系統的勇氣和能力。
最後，OCC向車站、乘務、DSM分別贈送了最
新版的《龍華線線路綜合圖》，以供大家參
考、研究。

通過本次交流學習活動，各部門都更深入瞭解
對方的工作，減少工作中的隔閡，增加互
信，有效地改善工作，共同提高我們的運營
水平。（運營控制中心 成志雄供稿）



80名優秀同事加入基/中層（第三批）
職業發展計劃

各位領導及嘉賓首先檢閱了公司車隊及司机隊伍

量體裁衣的  管理培訓持續開展

公司一向注重人才發展，自成立以來，持續開展了多種不
同形式的人才發展項目。伴隨公司業務的不斷完善，在管
理層的支持和各部門的配合下，基/中層員工職業發展計劃
至今已連續開展三批。

基/中層員工職業發展計劃（第三批），已從2013年最後一
個季度拉開了帷幕，入圍評估工作也於2013年10月底完
成。公司共計272人報名此職業發展計劃，創下歷史新高。
人事部組織評估中心40余場次，採取科學的、多樣的評估
形式，最終甄選出80位表現突出的同事加入到計劃中。而
為期兩年的項目於11月1日正式開始。

為讓入圍同事更清晰的瞭解基/中層員工職業發展計劃，人
事行政部-培訓及人才發展組於11月25日，為入圍第三批計

劃的同事舉行了項目啟動儀式。在啟動儀式上，副總經理-
人事行政夏菁女士、總工程經理-孟榮輝先生、總車務經理-
姜宜榮先生，代表公司管理層，向入圍同事表示祝賀，並
表達了管理層的期望。現場，乘務經理王飛先生等，參與
基/中層職業發展計劃（第一/二批）的同事們，與大家一同
分享他們的職業生涯小故事，在為新加入項目的同事，樹
立良好榜樣的同時，也鼓勵大家樹立良好的職業意識，努
力奮鬥，爭取更好的職業發展。

此外，人事行政部-培訓及人才發展組推出《職業生涯發展
手冊》、建立職業伙伴與《行動計劃》等，以促進入圍的
同事，更加合理和科學的安排工作和行動計劃，提升職業
發展自主性與成熟性。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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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人事部組織了以“服務創新與服務運營”為主題的
深圳航空學習考察，以不斷豐富管理培訓的形式。同時，
本年度最後一期的經理級和主管級課程也順利完成，精心
挑選的課程《職業競爭力的塑造與提升》（經理級）和《九

型人格-職場高效溝通》（主管級）為2013年度的管理類培訓
畫上了圓滿的句號，獲得大家一致的好評。知識大講堂-
《深圳市商業性住房按揭貸款轉住房公積金貸款政策介
紹》也為有需求的同事及時的奉上了詳細的政策解讀。



12月2日下午，人事行政部
組織開展了“12.2交通安
全日”宣傳活動，旨在提高
交通安全意識、普及交通安
全知識。

開幕式在車輛段停車場舉
行，時任總經理劉焯民先
生、總經理胡瑞華先生、副
總經理夏菁女士、總工程經
理孟榮輝先生、總車務經理

姜宜榮先生等公司領導蒞臨現場，安質部及各維修車所屬
部門經理等受邀出席。在行政經理柳延秋女士陪同下，各
位領導及嘉賓首先檢閱了公司車隊及司機隊伍。隨着時任
總經理劉焯民先生在開幕致辭中強調公司安全文化，3名司
機代表結合自身工作實際情況，分享了安全駕駛的心得，
引起了與會同事們的共鳴。

在緊接其後的交通安全宣誓儀式上，所有到場司機做出了
安全文明駕駛的莊嚴承諾並分別在誓詞上簽名。誓詞已安
放在總部大樓司機辦公室，將時刻鞭策司機同事們再接再
厲的提高安全表現。考慮到深圳汽車保有量的持續增加，
道路交通事故的風險也進一步增大，並且時有“撞車黨”

和“碰瓷”等不法行為見諸報
端，為幫助司機駕車時規避類
似風險，在公司領導的大力支
持下，已確定為所有公司汽
車加裝行車記錄儀，行政柳
經理也在儀式結尾授予了首
批到位的記錄儀。

開幕式結束後，行政部還
在總部大樓禮堂舉辦了安
全講座，來自交警局、保
險公司、4S店與駕校的特
邀專家依次登台，闡釋了交通法規、
事故保險、汽車檢查與安全駕駛等實操知識，活動還設置
了有獎問答環節來回顧本次培訓內容，讓大家不僅收穫知
識，也得到精美的訂制禮品。

正如時任總經理劉總勉勵大家的：安全工作沒有止境，需
要每位同事用安全的理念與行動，形成安全的氛圍，把安
全工作做到位。期待大家能把這個活動當作新的起點，確
保安全、文明禮讓，交上更加出色的交通安全成績單！
（人事行政部　杜丹供稿）

分組討論“個人与團隊”的管理問題

胡總為總結大
會致辭

交通安全宣誓儀式上

運營控制中心 (OCC) 2013年度總結大會

各位領導及嘉賓首先檢閱了公司車隊及司机隊伍

12.2交通安全日 宣傳活動圓滿完成

2013年深圳康樂會工作坊成功舉辦

作為運營控件的核心部
門，更要做好充分的準
備。對於應急處理，胡總
希望OCC在保障安全的
前提下，提高處理效
率，減少延誤時間和對
公眾的影響，為乘客提
供更優質、貼心的服
務。

本次總結大會還為同事們提供了一個展示自我的機會，大
家通過PPT、視頻演示，分組討論管理問題，以及與車務
代表的問答互動等環節，各抒己見、交流工作心得，在重
溫過去一年付出與得到的同時也確定了未來一年的工作方
向，為加強公司團隊合作、凝聚團隊精神、提升運營表現
做出努力。

12月27日，OCC在龍華總部4樓召開了“2013年OCC總結
大會”。副總經理-運營胡瑞華先生、運營支援部經理任幼
力女士、高級站長盧嘉林、張景煌、代理站務經理杜偉先
生以及車務各部門代表受邀出席了本次會議。大家歡聚一
堂，共同總結了OCC在2013年的收穫，並展望了2014年

的工作計劃和目標。

在總結大會上，胡總評價了
OCC過去一年的工作表
現，並對今後的工作提出
了更高要求。四改六項目
是2014年的重點工作，首
兩列6節編組列車於一月
底正式上線服務，這對
於整個公司和運營團隊
都是巨大的挑戰，OCC

聯絡及宣傳組、
秘書組）分別對
2013年工作進行
了總結；各委員
們也提出了許多
2014年康樂會可
以組織及優化各項活動及場地的建議，並考慮將把這些建
議放在今年的工作中，以豐富及增加員工們的業余樂趣。

為了更好地總結過去一年中康樂會所做的工作，進一步完善
康樂會的各項活動及設施，康樂會於2014年1月10在觀瀾舉
辦了2013年康樂會工作坊，時任總經理劉焯民先生、副總經
理-人事行政夏菁女士，及25位康樂會委員參加了此次活動。

在工作坊中，康樂會主席任幼力女士介紹了公司康樂會從
2005年成立至今的歷史以及過往幾屆康樂會做出的成績，
倡導各位康樂會委員秉承創造豐富多樣業余生活的理念開
展更多的活動。本屆康樂會四個組別（文娛組、文體組、

•••••••
公 司 文 化CULTURE

11

康樂會成員在康樂會工作坊會場合影留念



為與乘客共同迎接甲午馬年新春佳節，2014年首場車站藝
術舞台活動於1月24日晚18：30在少年宮舉行。本次車站
藝術舞台為乘客準備了一場“年文化”盛宴，讓乘客們在
地鐵車站內也能感受到濃濃的年味。

每逢春節，家家戶戶都要精選一副大紅春聯貼於門上，為
春節增加喜慶氣氛。本次活動公司事務部邀請到：書法家
胡海傑先生現場揮毫潑墨，為乘客書寫對聯；剪紙藝人張
紅美女士即時獻藝，為乘客剪出了精美的喜慶窗花。過往
的乘客紛紛停下匆忙的腳步圍觀，無不驚嘆藝術家們的高
超技藝。乘客張先生表示：“明天就要回家了，今天能在
龍華線的車站裡收到這樣的祝福，心裡非常的開心，剪紙
和對聯都非常的精美，感謝港鐵（深圳）為乘客們帶來如
此貼心的新年祝福。”

港鐵（深圳）送祝福活動不僅營造了濃郁的文化氣氛，弘
揚了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精神，更為港鐵（深圳）和諧社
區提供了精彩的社區舞台。龍華線車站藝術活動的舉行，
還延續了龍華線年輕與時尚地鐵文化的概念，豐富了社區
文化生活，為乘客繁忙的旅程注入藝術的奇妙和美麗！

本系列活動也歡迎公司同事報名參加，有興趣的的同事可
以 通 過 公 司 網 站 ， 下 載 表 格 發 到 指 定 郵 箱
(prcc@mtrsz.com.cn) ，我們將電話聯繫。

新春送祝福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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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首場
車站藝術舞台車站藝術舞台



為了迎接全新的一年，也為了給深圳市民一份值得永久珍
藏的新年祝福。港鐵（深圳）於新年到來之際鼎力發行：
【錦繡全程甲午馬年生肖紀念票精裝版】及【錦繡全程甲午
馬年生肖紀念票限量珍藏版】。

龍華線設有15個站點，各具有15種主題色。錦繡全程甲午
馬年生肖紀念票的創意運用了港鐵15個車站各具特色的美
化裝飾元素，設計出15張顏色各異的馬年主題次票。張張
不同，站站精彩！還匠心獨運地把15個車站的美化裝飾元
素融合到同一畫面，設計出1張馬年主題深圳通卡。

【錦繡全程甲午馬年生肖紀念票精裝版】每套售價98元，包
含一張馬年主題次票、一張馬年主題深圳通及一個精美票
盒。每張次票可於2014年1月30日至5月31日期間乘搭深圳
市軌道交通任意單程車程3次。

每個車站發售的次票設計款式各不相同，市民請根據自己
的喜好，任意選擇。有意購買會展中心款紀念票的乘客請
到時候前往4號線（龍華線）市民中心客服中心購買。

【錦繡全程甲午馬年生肖紀念票限量珍藏版】是一套港鐵獨
家訂制的馬年生肖郵票，共16張。每套【錦繡全程甲午馬
年生肖紀念票限量珍藏版】都有港鐵（深圳）簽發的收藏
證書，附有唯一收藏編碼，全套售價668元。包含15張馬
年主題次票及1張馬年主題深圳通。16匹不同顏色的奔馬，
馳騁在一個畫面上，可謂設計中最引人之處。每張次票可
於2014年1月30日至9月30日期間乘搭深圳市軌道交通任意
單程車程1次。

•••••••
市 務 推 廣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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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
繡全
程

甲午馬年
生肖紀念票



4號線（龍華線）28列車全部到齊2013年3月，4號線（龍華線）第28列列車已順利
運抵深圳，全線列車齊備，早高峰最短行車間隔
縮短至2分30秒。

2013年8月1日，為方便周
邊社區居民綠色出行，港

鐵（深圳）4號線率先在紅
山站C出口設置的自行車

存放區，周邊的居民可以
選擇將自行車停放在免費

停

放點後換乘龍華線。

4號線（龍華線）

首個地鐵站自行車免費停放

2013年5月18日，契合第23個全國助殘日，
為呼籲社會關注無

障礙出行，喚起廣大市民對殘障人士的關注
和關心，公司在龍

華線紅山站舉辦了首屆主題為“夢想無障礙
，關愛在身邊”的

助殘公益活動，這是深圳市首個無障礙日推
廣活動。市軌道辦

李正剛科長、市盲協副主席張莉女士和時任
港鐵（深圳）總經

理劉焯民先生、現任總經理胡瑞華先生、總
車務經理姜宜榮先

生、高級經理-市務冼志昌先生等出席了活
動。

地鐵4號線（龍華線）首倡無障礙日

2013年6月15日，首屆以“安全出行，你最型”為主題的深圳城市軌道交通乘客安全宣傳季活動在地鐵福田口岸站啟動，活動覆蓋深圳已開通的五條地鐵線路。

4號線（龍華線）
首推全線網聯合安全乘車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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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18日，港鐵（深圳）組織深
圳市民代表

一行30人來到南車南京浦鎮車輛廠參觀
最新連掛成

功的六卡列車，見證4號線“4改6”項目
進度。

4號線（龍華線）首列六卡車

南京完成總裝 乘客代表赴南京

2013年11月30日，392個愛心座椅在4號線（龍華線）上線，這
是深圳地鐵網絡首次推出別具特色的老弱病殘孕專座。為便於乘
客識別，公司特別為愛心座椅設計了淡粉色的溫馨圖案，座椅上
滿滿的愛心寓意“讓愛滿座”的理念，方便有需要人士使用。

倡導讓座文化，
4號線（龍華線）列車啟動“愛心座”

首2列六卡車12月在深調試

2013年12月，首2列六卡車已運抵深圳進行調試，

標誌4號線（龍華線）“4改6”項目進入關鍵階段。

2013年12月16日，港鐵在中國內地的第一個物業開發項目龍
華線車廠上蓋發展項目“天頌”，其開工典禮隆重啟動。“天
頌”項目是港鐵首次在香港以外獲得土地開發權，開啟了港鐵
在中國內地物業開發的先河，標誌着港鐵積極推行“鐵路加物
業綜合發展經營”模式取得了新的突破。

港鐵“天頌”項目開工典禮
12月16日隆重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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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華線客流增長率

每月日均客流 同比增長率單位：萬人次

2013年客流變化

2013年，4號線（龍華線）累計運送 13998.16萬人次

2013年，4號線（龍華線）日均客流 38.35萬人次

2013年，最高日客流（2013年12月31日）52.36萬人次

2013年，4號線（龍華線）客車累計開行列次 181865列次

龍華線佔軌道交通客流比率的15.3%

35.4%

12.6%
19.9%

15.3%

16.7% 羅寶線
蛇口線
龍崗線
龍華線
環中線

2013龍華線客流占
深圳軌道交通客流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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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北站增設垂直電梯引導大使
垂直電梯大使在現場引導，有效將安全高效
使用車站設備的理念潛移默化的傳達，提升
乘客安全意識。另外，深圳北站客流量逐步
上升，攜帶大件行李乘客及外地老人小孩來
深探親增多，對車站設備不瞭解，垂直電梯
大使在現場引導，有效地幫助到這一群體。

車站設備改造升級
深圳北站作為深圳市對外重要交
通樞紐中心，節假日客流及旅行
客流、探親客流較多，造成整個
車站客流的複雜性。攜帶大件行
李的乘客成為深圳北站電扶梯意
外高發人群，為降低此意外風
險，將深圳北站的防護立柱加高
至1.3米，加強阻狹作用。

加強地鐵站外標誌標識引導
乘客從高鐵站出站後，無明顯的指引標
識引導有需要的乘客乘搭龍華線垂直電
梯，甚至有乘客找不到垂直電梯，因而
導致很多攜帶大件行李的乘客不能及時
有效地使用垂直電梯，造成乘搭電扶梯
易摔倒的風險。為降低此類風險，車站
在站外換乘顯眼處，加強顯眼的標識，
提醒攜帶大件行李的乘客優先使用垂直
電梯。

由於深圳北站是深圳鐵路“兩主三輔”的客運格局最為核
心的特大型綜合交通樞紐，因此4號線（龍華線）無疑成為
了市民出行的重要地鐵線路。為讓乘客的旅程更加舒適，
聽取乘客意見和建議，考慮乘客的實際需求，公司針對深
圳北站原有的站內設施，進行了一系列的整改，讓富有前
瞻性的車站設施設計，更加創新、更具人性化。

服务提升  我用心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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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鐵（深圳）4號線（龍華線）秉承“心系生活每一程”的服
務理念，通過聆聽社會各界的意見，與沿線社區持續良好的溝
通，共同建設繁榮社區，讓市民朋友的旅程變得繽紛多彩。

2013年，4號線（龍華線）先後舉辦了約30余場乘客溝通活
動，其中包括社區鐵路及公益慈善。系列活動將龍華線的親民
舉動，貼心的關懷帶到市民身邊，受到市民朋友的熱情歡迎。

社區铁路

公益慈善

閱讀足跡啟動儀式 車站藝術舞台

我筆畫我心 英語輔導員

快樂鄰家福 中秋嘉年華

閱讀足跡頒獎典禮

龍華線“愛心櫃台”在紅山

聖誕嘉年華

夢想無障礙 關愛在身邊 “流動的愛”公益獻血 雲南山區學生成長夏令營

愛心座椅富士康“愛心大使”在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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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男‧女秀

性別：男

身高：176

部門：公司事務部

籍貫：深圳

星座：摩羯座

出生年月：1月19日

個人愛好：旅遊，

電影，唱K，美食，

QQ號：70536218

個人宣言：
生活就像攀登，

但風景很美。

◆ 劉強

◆ 劉宇
性別：女

身高：165

部門：運營站務部

籍貫：廣東

星座：獅子座

出生年月：7月29日

個人愛好：養小寵物

郵箱：yliu1@mtrsz.com.cn

個人宣言：
當你要開口說話

時，你說的話必須比你的

沈默更有價值

歡迎各位同事來稿“推薦”自己，道出主張，分享心聲。  
每期“非常男女．秀”將刊登兩位“非常男女”，同時還可獲
得公司送出的精美禮品，心動不如快快行動！



1歲

5歲

3歲

•••••••
特 別 策 劃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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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歲

寶寶秀之 

我們的成長足跡

張文棟（小名棟棟）  
安質部張崇波的寶寶

6歲半歲

2歲

楊雨晴（小名晴晴）  
運營總經辦廖佳靖的寶寶



甲午新年秀

我們的辦公室

人事行政部

公司事務及市務部

保安部
合約部

物業公司 安質部

財務部

人事行政部

公司事務及市務部

保安部
合約部

物業公司 安質部

財務部

• • • • • • •
特 別 策 劃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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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展中心站

福田口岸站

龍華站

深圳北站

上梅林站

市民中心站

少年宮站

青湖站

紅山站

白石龍站

上塘站民樂站

龍勝站

福民站

會展中心站

福田口岸站

龍華站

深圳北站

上梅林站

市民中心站

少年宮站

青湖站

紅山站

白石龍站

上塘站民樂站

龍勝站

福民站

甲午新年秀

我們的
車站

•••••••
特 別 策 劃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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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Y特 別 策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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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新年秀

我們的生活
過年寶貝要吃啥
安質部于美霞

我們的快樂 公司事務部

女兒心中的我  安質部田鑫

幸福一家子
市務部肖路

2014，我們婚了！  公司事務部謝堯輝

籃球比賽 人事行政部杜丹

女兒心中的我  安質部田鑫

幸福一家子
市務部肖路

籃球比賽 人事行政部杜丹

過年包餃子嘍！  保安部裴方

客家釀酒  安質部張崇波

過年寶貝要吃啥
安質部于美霞

我們的快樂 公司事務部

2014，我們婚了！  公司事務部謝堯輝

過年包餃子嘍！  保安部裴方

客家釀酒  安質部張崇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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