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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灣口岸將建首條地鐵
規劃獲批覆 投逾 1500億建 5 軌道 料 2022年全部通車
深圳地鐵四期 5 路線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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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深圳軌道四期建設規劃近日獲得國




家批覆，將建設包括 6 號線支線、12 號線、13 號線、14 號線、16 號線共 5 個








項目，總投資約為 1,344.5 億元（人民幣，下同，約合 1,556 億元港幣），總長度








148.9 公里，預計 2022 年可全部建成通車，屆時深圳市
城市軌道運營里程將達到 580 公里。根據規劃，13





號線將成為首條連接深圳灣口岸的軌道路線，








可與既有地鐵路線便捷換乘。
至 沙 田 站 ， 路 線 長 51.9 公 里 ， 設 站 14
座，投資 429.7 億元。16 號線串聯大運新
城、龍崗中心城、坪山樞紐、坪山中心
區，是東部組團內各片區間聯繫的普速
服務路線。路線自大運站至田頭站，路
線 長 27.6 公 里 ， 設 站 23 座 ， 投 資 275.3
億元。

據規劃，此次獲批的深圳軌道四期建
根設規劃包含了
5 條軌道路線。其中，6

號線支線連接光明中心與中山大學深圳校
區沿線片區，支持光僑路、公常路走廊兩
側用地發展；同時，未來可與東莞 1 號線銜
接，將支持深莞一體化發展。路線自荔林
站至中山大學站，長 6.4 公里，設站 3 座，
投資43.3億元。
12 號線是聯繫蛇口自貿區、南山中心
區、寶安中心區、大空港地區，覆蓋西部
發展軸的普速路線。路線自左炮台站至海
上田園站，途經機場東站，是另一條連接
機場 T3 航站樓的路線。路線長 40 公里，設
站29座，投資381.4億元。
首條連接深圳灣口岸的軌道路線 13 號
線終點至上屋北站，路線長 23 公里，設
站 14 座，投資 214.8 億元。14 號線是聯繫
羅湖福田中心與東部龍崗副中心區、坪
山副中心區軌道快線。路線自崗廈北站

地鐵客流佔公交比重達44%
據了解，截至 7 月，深圳市共建成投入運
營城市軌道路線 8 條，總里程約 286 公里，
軌道站點 199 個，換乘站 28 個，日均客運
量約 450 萬人次，高峰達 530 萬人/日/次，
地鐵客流佔公交比重已達 44%，佔機動化
出行比例約15%。
目前深圳市在建城市軌道路線共 10 條
（含7條延長線），包括三期工程6、8號線
（批覆里程約 62 公里），三期調整工程 2
號線東延、3 號線東延、3 號線南延、4 號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肖剛 甘肅報道）
2017「絲路支點 美好蘭州」海外華文媒
體高層參訪行活動，在結束了 3 天的「走
走看看」後舉辦座談會，14 位社長、總
編、記者與蘭州相關部門領導座談交
流，就蘭州經濟社會發展，「絲綢之
路」經濟帶核心節點與現代化中心城市
打造，蘭州新區和蘭白科技創新改革試
驗區建設，黃河旅遊開發，文化資源、
非遺項目傳承發展，綜合保稅區國際合

作與貿易，牛肉麵走出去等主題，進行
了深入探討。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海外聯絡部主
任、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秘書長沈立炯
介紹，此次參訪活動旨在通過海外華文媒
體多樣傳播平台，以文字、圖片、視頻等
多種傳播方式，告訴海外讀者一個真實而
充滿生機的「黃河之都、山水之城、絲路
重鎮、現代都市、魅力蘭州」。
蘭州市委外宣辦、市政府新聞辦主任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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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延、5 號線南延、6 號線南延、9 號線西
延、10 號線。預計至 2020 年軌道三期及三
期調整工程全部建成後，深圳市城市軌道
運營里程約433公里，2022年地鐵運營里程
將達580公里。
深圳市規劃國土委副主任王東表示，根
據 《 深 圳 市 軌 道 交 通 線 網 規 劃
（2016-2030）》（公示徵求意見稿），將
按照「區域對接、雙心放射、中心加密、
外圍串聯」為總體原則，規劃全市城市軌
道路線 32 條，總規模約 1,142 公里（含彈性
發展路線約 53 公里），其中，市域快線 8
條，總規模約 412 公里；普速路線 24 條，
總規模約730公里。
目前，深圳市規劃國土委正在組織編制
單位（深圳市規劃國土發展研究中心）結
合政府各部門及社會各方意見對軌道線網
規劃方案進行修改完善，預計今年底軌道
線網規劃方案上報市政府。

華媒高層建言蘭州發展規劃
■海外華文媒體高層參訪團成員與蘭州市相
關部門領導座談。
關部門領導座談
。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岳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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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等地相連，通過沿線各線接駁站

■深圳灣口岸
資料圖片





該線「一路向北」，將后海、科技園、
留仙洞總部基地、石岩、公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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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於座談會表示，希望加強與海外華文媒
體的主動對接，精心謀劃新聞選題，深度
挖掘特色亮點，對外講好蘭州故事，為建
設現代化中心城市鼓勁加油。
與會的海外華文媒體高層，針對黃河大
景區旅遊開發現狀與構想、「中國西北
遊，相約在蘭州」文化旅遊品牌打造、蘭
州非遺項目傳承，以及「蘭州藍」治污經
驗，蘭州新區向西開放成果與未來規劃、
國際貨運班列運營、高新技術與小微雙創
產業孵化、中外合作產業園區開發建設，
蘭州新區綜合保稅區服務「一帶一路」建
設藍圖等關注點一一提問。
蘭州新區管委會與蘭州市工信委、城管
會、文旅局、環保局、交通整治指揮部、
「治頑疾、轉作風、提效能」專項行動協
調組、科技局主要負責人參加座談會，並
針對有關問題作出詳盡的回答。

■深圳軌道四期建設規劃獲批，擬投逾 1,500 億建 5 地鐵路線。圖為工作人員在深圳
地鐵11號線福田站站台迎候乘客上車。
資料圖片

路線覆蓋大灣區輻射區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
道）深圳市城市軌道交通線網規劃以城市
總體規劃和綜合交通規劃為基礎，統籌考
慮城市社會經濟發展、空間結構、土地利
用佈局、客流需求、工程投資和建設條件
等因素，形成層次分明、結構合理、規模
適宜的線網方案。記者發現，軌道四期路
線選擇覆蓋了近期城市重點地區，包括重
點覆蓋大灣區輻射區域的空港新城，加強
了原關外軌道交通佈局。
在支持城市發展戰略方面，14 號線加
強外圍龍崗、坪山副中心與中心區快速聯
繫，引導龍崗、坪山快速發展；覆蓋近期
城市重點發展地區，如 12 號線連接空港
新城，16 號線連接龍崗大運新城、坪山
中心區等，支持重點區域的開發建設，實
現城市新經濟增長及發展。

在緩解近期交通擁堵地區的壓力時，
重點考慮緩解跨二線關、南山科技園等地
區交通壓力，12、13、14 號線 3 條路線跨
二線關佈置。同時，加密了中心城區及外
圍副中心的軌道線網，提高軌道交通服務
水平，支持建立與小汽車交通具有競爭力
的公共交通體系。
在車站規劃方面，綜合考慮路線功能
定位、沿線城市規劃、交通規劃、軌道
之間換乘要求、大型公共活動場所、客
流集散點及工程條件等因素。規劃的 5
條線分設人流密集區、重大公共設施
處，連接沿線商務商業中心、大型居住
區、醫院、體育館等重大公共設施、重
要交通樞紐、大型旅遊景點等，並與其
他交通接駁便捷，覆蓋人口達車站周邊
500 米範圍內。

南方日報：匯聚強國強軍磅礴力量
香港文匯報訊 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
軍 90 周年大會 8 月 1 日上午在人民大會堂
隆重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
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出席大會並發表重要
講話。《南方日報》昨日發表評論員文章
指出，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大氣磅
礡、催人奮進，是強國強軍的根本遵循。
我們要以習主席強軍思想為指引，永遠以
黨的旗幟為旗幟、以黨的方向為方向、以
黨的意志為意志，牢固樹立「四個意
識」，匯聚起強國強軍的磅礡力量，為實
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力拚搏。
文章說，在習主席強軍思想指引下，過
去 5 年裡，通過大力加強政治建軍，全面
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堅持依法治軍、從
嚴治軍，深入推進以戰鬥力為唯一的根本
標準的練兵備戰，深入貫徹新發展理念，
不斷提高人民軍隊建設質量和效益，人民
軍隊實現了政治生態重塑、組織形態重

塑、力量體系重塑、作風形象重塑，在構
建中國特色軍事力量體系邁出歷史性步
伐，在治軍方式上發生了根本改變，中國
特色強軍之路持續堅實推進。
文章進一步指出，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推
進強軍事業，以習主席強軍思想武裝頭腦、
指導實踐，必須毫不動搖堅持黨對軍隊的絕
對領導，確保人民軍隊永遠跟黨走；必須堅
持和發展黨的軍事指導理論，不斷開拓馬克
思主義軍事理論和當代中國軍事實踐發展新
境界；必須始終聚焦備戰打仗，鍛造召之即
來、來之能戰、戰之必勝的精兵勁旅；必須
堅持政治建軍、改革強軍、科技興軍、依法
治軍，全面提高國防和軍隊現代化水平；必
須深入推進軍民融合發展，構建軍民一體化
的國家戰略體系和能力；必須堅持全心全意
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始終做人民信賴、
人民擁護、人民熱愛的子弟兵。我們的人民
軍隊要始終做維護世界和平的堅定力量，為
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積極貢獻力量。

中巡組原專員張化為
涉嚴重違紀被除黨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中
紀委日前通報，中央巡視組原副部級巡視專
員張化為因嚴重違紀被開除黨籍、取消退休
待遇。通報指其嚴重違反政治紀律和政治規
矩、組織紀律，長期利用巡視權違規干預插
手被巡視單位相關工作，對抗組織審查。張
化為成為繼中紀委第四監察室主任魏健之
後，又一名落馬的中紀委高官，也是十八大
以來首位落馬的中央巡視組組長。他曾以組
長或副組長的身份參與過對中國人民大學、
國家體育總局及國電集團等單位的巡視。
此外，中紀委還通報，張化為違反中央八
項規定精神和廉潔紀律，違規接受可能影響
公正執行公務的宴請，收受他人出資購買的
汽車，涉嫌受賄犯罪。中紀委指出，張化為
身為黨的高級領導幹部，長期從事黨紀檢查
工作，理想信念喪失，宗旨意識淡漠，知紀
破紀、執紀違紀，並涉嫌違法犯罪，且在十
八大後仍不收斂、不收手，嚴重損害黨內政
治生態，給中央紀委機關及中央巡視組良好
形象造成負面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