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通深圳地鐵皇崗文錦渡
兩新線運營籌備提前 港人北上換乘選擇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古寧 深圳報道）連接皇

崗口岸和文錦渡口岸的

深圳地鐵 7 號線和 9 號

線，有望由年底提前到

10月底開通。昨日，上

述兩新線完成工程初驗

和竣工驗收後正式「三

權移交」（調度指揮

權、屬地管理權和設備

使用權），標誌着兩新

線正式由建設階段轉向運營籌備階段。今後港人北上，不但可在羅湖口岸和福田口

岸換乘深圳地鐵，還可選皇崗口岸和文錦渡口岸，令出行更便捷、選擇更多。

深圳地鐵7號線自南山區麗水站至羅湖區太安站，線
路全長約30.2公里。全線共設28座地下站，其中

11座為換乘站，並設皇崗口岸站。深圳地鐵9號線自南
山區紅樹灣南站至羅湖區文錦站。線路全長為25.38公
里，共設22座地下車，其中9座為換乘站。該線路終點
站為文錦，就在文錦口岸對面。

未來東達大小梅沙 西至前海
業界人士指，深圳地鐵7、9號線加強了對深圳中心城

區的軌道覆蓋，將進一步為城市空間結構的形成提供基
礎保障。而對於港深兩地來說，則是在增加了兩個口岸
接駁深圳地鐵，更便利了北上。

即將開通的兩條新線同樣連接深圳南山、福田和羅湖
三區，9號線對梅林片區的交通擁堵將有所緩解，文錦
站還可換乘未來的8號線，快速到達東部大小梅沙等片
區。7號線經過多個商業區，可與深圳1、2、3、4、5、
9、11、14、15號線等9條軌道交通交叉換乘。9號線西
延線也正在建設中，將於2019年年底開通，將連接至前
海，設10座車站。

將開展設備設施實際操作培訓
深圳地鐵表示，地鐵7、9號線自2012年開工建設以
來，以實現「開通試運營」為總目標，各項工作穩步推
進。2012年前期和主體施工單位先後進場開工，2013主

體工程全面鋪開，2014年部分
車站封頂、部分區間貫通，
2015年實現全線洞通、軌通，
並全面啟動站後工程施工，
2016年全線實現電通，並全面
進行聯調聯試，先後開展冷
滑、熱滑、試運行工作，完成
了一個又一個重要節點。「三
權移交」後，深圳地鐵將配合
開展試運行，並積極開展設備
設施實際操作培訓，按計劃完
成133次演練，確保7、9號線
在開通試運營時能為民眾提供
高水平的客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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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古寧深圳
報道）據深圳邊檢總站公佈的數
據，2015年深圳各口岸出入境旅
客人數達2.39億人次，比2014年
增長400萬餘人次，再創歷史新
高。深圳邊檢稱，隨着近年快速
增長的通關流量，深圳各陸路口
岸均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交通擁
堵，其中福田口岸、深圳灣口岸
較為突出。

羅湖福田口岸通關量最大
深圳邊檢部門暫未公佈今年的

各口岸通過數據，從去年的數據
看，羅湖口岸日均通關人數排第
一，福田口岸日均通關人數排第
二。其他口岸相對這兩口岸差距
較大，有關人士分析，羅湖口岸
和福田口岸通關量大，與它們均
與深圳地鐵無縫接駁有關。另
外，與羅湖口岸和福田口岸設有
自助通關也有關，而皇崗和深圳
灣口岸旅行團遊客相對更多。一
旦皇崗口岸和文錦渡口岸也接駁
深圳地鐵後，料日均通關人數將
會有所上升。

地鐵無縫接駁過境客料增多 深圳主要口岸

日均通關人數
羅湖口岸：22.8萬

福田口岸：16.8萬

皇崗口岸：8.8萬

深圳灣口岸：11.3萬

文錦渡口岸：1.1萬

沙頭角口岸：1.1萬

■資料來源：深圳邊檢總站

2015年數據

香港文匯報訊著名教育家、翻譯家，《英漢大
詞典》主編、復旦大學傑出教授陸谷孫先生於28
日13時39分在上海新華醫院病逝，享年77歲。

畢生編撰 享年77歲
據中新社報道，陸谷孫1940年出生於上海，祖
籍浙江余姚。中學六年學俄語，1957年考上了復
旦大學外文系，從零基礎開始學英語。1965年碩
士畢業，被留校分配在外文系。他一生從事英美
語言文學的教學、研究和翻譯工作，專於英漢詞
典編撰和莎士比亞研究。
1970年陸谷孫參加《新英漢詞典》的編寫，是
主要設計者和定稿人之一，這本詞典曾引起海外
關注。1976年起，陸谷孫參加了《英漢大詞典》
的籌備及編寫全過程，1986年受命擔任主編。此
後，陸谷孫踐行了自己的諾言：集中精力，一不
出國，二不另外搞書，三不在外固定兼課，而且
不分白天、晚上、星期天或節假日，全身心加班
加點地投入到繁重的審稿和改稿工作。
《英漢大詞典》於1991年兩卷出齊，成為中國
獨立研編的、最大的英漢詞典，而且突破多年來
雙語詞典編纂以外國某一部詞典為藍本的編譯套
路，規模達詞條 20
萬，共5,000頁，近
2,000萬字，暢銷數
十萬套。
1999年，臨近花甲

之年的陸谷孫帶領學
生和其他同行一起開
始《大中華漢英詞
典》的編纂，該詞典
去年才出版。
陸谷孫是於上周末

突發腦梗入院，最後
醫治無效逝世。

■陸谷孫主編的《英漢大
詞典》。 網上圖片

《
英
漢
大
詞
典
》
主
編
陸
谷
孫
病
逝

香港文匯報訊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
廳日前印發《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綱要》。《南
方日報》昨日發表評論員文章指出，作為指導和
規範未來10年中國信息化發展的綱領性文件，
《綱要》明確了「三步走」的戰略總目標，明確
了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的指導思想、戰略目標、
基本方針和重要任務，為推進網絡強國建設提供
了強有力保障。
文章指出，作為一個有着7億網民、互聯網普
及率超過50%、電子信息製造業規模達11.1萬
億的國家，我國在信息產業體系建設和互聯網
應用等方面取得了長足進展，部分領域達到了
世界領先水平。同時，也應該清醒認識到，我
們在信息化發展方面還存在核心技術受制於

人、城鄉之間存在數字鴻溝、網絡安全挑戰嚴
峻等比較突出的問題。因此，必須按照《綱
要》規劃，緊緊圍繞「五位一體」總體佈局和
「四個全面」戰略佈局，牢固樹立創新、協
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貫徹以人
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抓住「以信息化驅動現
代化」這條主線，沿着建設網絡強國「三步
走」的戰略目標，從核心關鍵技術突破，逐步
讓信息化成為驅動現代化建設的先導力量，力
爭到本世紀中葉，實現信息化全面支撐富強民
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
文章進一步指出，落實《綱要》，建設網絡強

國，要堅持「統籌推進、創新引領、驅動發展、
惠及民生、合作共贏、確保安全」的24字基本方

針，着力解決「增強發展能力、提升應用水平、
優化發展環境」三大戰略任務。能力、應用和環
境，構成了國家信息化發展的有機整體，其中，
能力是核心，應用是牽引，環境是保障。要充分
認識到，增強發展能力是今後一段時期國家信息
化工作的首要任務，這要求我們既要重點發展核
心技術、夯實基礎設施，又要開發信息資源、優
化人才隊伍、深化合作交流。
文章最後說，廣東要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繼續走

在前列，就一定要以總書記的重要講話為指引，
認真貫徹《綱要》，在踐行新發展理念上先行一
步，讓信息化成為推進全省改革與發展的新動
能，為實現「三個定位、兩個率先」、為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奠定堅實基礎。

南方日報：建設網絡強國助推民族復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廣州
報道）上半年罕見暴雨等極端天氣頻
頻襲粵，給廣東蔬菜生產帶來較大負
面影響，導致菜價波動頻繁。廣州市
最新公佈上半年菜籃子價格，蔬菜價
格上漲26.89%，漲幅最大，而肉類價
格也上漲11.42%。記者採訪廣東供港
蔬菜基地發現，菜價普遍比去年漲一
到二成，當中以瓜類受天氣影響最嚴
重，有供港菜場瓜類減產約30%。由
於下季度颱風天氣頻發，多個菜農預
計菜價或會持續上漲。
記者從廣東省防總獲悉，今年第3號
颱風「銀河」28日強度逐漸減弱，然
而本周末又將有颱風生成，並於下周
進入南海影響廣東。廣州價格指數監
測預告稱，第三季度廣東颱風天氣會
有所增加，蔬菜價格波動在所難免。

普遍漲價15% 瓜類影響最大
廣東供港蔬菜基地之一、鴻霖農業
開發有限公司每天運送3.6噸蔬菜供
港。其負責人司徒先生告訴記者，近
段時間受天氣影響，他們菜場的供港
蔬菜普遍漲價15%左右。他表示，隨

着颱風天氣到來，天氣不穩定因素增
加，供港蔬菜菜價或會繼續上漲。廣
州市增城超振裕菜場負責人胡先生也
告訴記者，他們農場受高溫天氣影
響，種植蔬菜菜價減產，價格也有輕
微上漲。
「菜價主要看天氣。」廣州東昇農

場每天都會新鮮運送約20噸蔬菜到
港，場主張先生表示，受前段時間暴
雨和近期高溫天氣影響，菜價同比去
年約漲10%到20%左右。「不過現在
是本地瓜豆類蔬菜上市旺季，菜價目
前還沒有明顯上漲。」 他指，香港市
場需求較大的菜心、生菜等葉子菜有
寧夏等外省基地提供，價格總體較穩
定。由於水浸和高溫嚴重影響本地種
植的瓜類，瓜類比正常天氣下至少減
產30%。「以節瓜為例，現在批發價
已經超過2.5元一斤，去年僅2元。」
廣州市發改委分析，蔬菜價格的大

幅上漲主要是氣候因素和瓜豆類蔬菜
供應偏少的影響。廣州市發改委還
指，根據主要食品價格供求關係的變
化和往年變化規律，預計今年下半年
菜價會下降。

暴雨高溫夾擊 粵供港菜場減產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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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鐵車輛日前到達地鐵車輛日前到達77號線號線
深雲段深雲段。。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深圳地鐵7、9號線昨日正式「三權移交」，標誌正式由建設階段
轉向運營籌備階段。 記者古寧 攝

■陸谷孫生前照片。 網上圖片

■今年1月，廣州經歷霜凍後的蔬菜損
毀嚴重。 資料圖片

■廣東上半年菜價上漲明顯。圖為廣州一菜市場。 記者盧靜怡 攝

■廣東近日最高氣溫達到37℃。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