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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莞引港資培訓家庭醫生
30全科醫生入選 預計6月開始診療

穗莞深城際鐵路料9月通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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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屆董事會2019年第四次臨時會議決議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

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第八屆董事會2019年第四次臨時會議於2019年3月

21日以通訊方式召開，會議應參加表決的董事8人，實際參加表決的董事8人。會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關規
定，做出的決議合法有效。會議形成如下決議：

審議通過《關於公司參與設立上海浦東科技創新投資基金暨關聯交易的議案》。
經董事會審議，同意公司與關聯人上海金橋出口加工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他投資方共同參與設立上海浦東科技

創新投資基金（以實際工商註冊為準）。上海浦東科技創新投資基金認繳出資總額為人民幣55.01億元（以實際募集規模
為準），公司作為有限合夥人認繳出資額人民幣4億元。

獨立董事簽署了《獨立董事關於公司參與設立上海浦東科技創新投資基金暨關聯交易的議案的事前認可意見書》
及《關於同意公司參與設立上海浦東科技創新投資基金暨關聯交易議案的獨立董事意見書》，認為公司本次關聯交易事
項經獨立董事事前認可，董事會審議通過，關聯董事進行了迴避表決，本次關聯交易符合有關法律、法規和公司章程的
規定，符合證監會的監管要求，符合公司及全體股東的利益，不存在損害公司、股東，特別是中小股東利益的情形。因
此，公司獨立董事同意本次關聯交易。

本項議案涉及關聯交易，詳見專項公告《關於參與設立上海浦東科技創新投資基金暨關聯交易的公告》（編號：臨
2019-009），一名關聯董事迴避表決，本項議案表決情況：8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特此公告。

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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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參與設立上海浦東科技創新投資基金

暨關聯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

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風險提示：
1、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擬作為有限合夥人參與出資設立「上海浦東科

技創新投資基金」（以實際工商註冊為準，以下簡稱「浦東科創投資基金」或「基金」）。基金尚處於籌備設立階段，
尚未完成工商註冊，尚需取得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備案，實施過程存在不確定性。

2、 浦東科創投資基金認繳出資總額為人民幣55.01億元（以實際募集規模為準）。公司作為有限合夥人認繳出資額
人民幣4億元。基金具有投資週期長、流動性較低等特點，在投資過程中將受宏觀經濟、行業週期、投資標的公司經營管
理等多種因素影響，可能存在因決策或行業環境發生重大變化，導致投資項目不能實現預期收益的風險。

3、基金合夥協議尚未簽署，合同內容和具體操作方式以最終各方簽署的正式合同文本為準。公司將充分關注可能
存在的風險，密切持續關注基金經營管理狀況及其投資項目的實施過程，切實降低公司投資風險。

4、公司作為有限合夥人參與出資設立浦東科創投資基金預計對公司2019年財務狀況、經營成果等不存在重大影
響。

5、公司將持續關注基金設立後續推進情況，並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等要求，及時履行後續信息
披露義務。

一、合作投資事項暨關聯交易概述
為積極推進公司業務發展，抓住「浦東新區對接科創戰略，不斷推進科技創新創業，加快推動浦東高質量發展」的

機遇，更好地參與上海市浦東新區新一輪的發展，公司擬作為有限合夥人之一，以現金貨幣方式認繳出資額人民幣4億
元，參與浦東科創投資基金的設立，資金來源為本公司自有資金。

浦東科創投資基金採用有限合夥形式設立，認繳出資總額為人民幣55.01億元。基金合夥人及出資情況如下：

基金合夥人及出資情況表

名稱 合夥人類型
認繳出資額

（萬元人民幣）
出資方式

上海東鑫恆信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夥人（GP） 100 貨幣
上海浦東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有限合夥人（LP）

100,000 貨幣
上海張江（集團）有限公司 80,000 貨幣
上海浦東科創集團有限公司 80,000 貨幣
上海金橋出口加工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80,000 貨幣
上海金橋（集團）有限公司 50,000 貨幣
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40,000 貨幣
上海外高橋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40,000 貨幣
上海張江高科技園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40,000 貨幣
上海浦東路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40,000 貨幣
合計 550,100 貨幣

（一）因公司關聯自然人鄧偉利先生在金橋股份擔任董事，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的規定，金橋股
份系公司關聯方，本次交易構成關聯交易。

（二）上述事項已於2019年3月21日經公司第八屆董事會2019年第四次臨時會議審議通過，公司獨立董事對上述關
聯交易事項進行了事前認可並發表了獨立意見，無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三）上述事項不構成《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規定的重大資產重組。

二、關聯方介紹
關聯方名稱：上海金橋出口加工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社會信用代碼：913100001322093592
成立日期：1993年10月7日
企業類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資、上市）
法定代表人：湯文侃
註冊資本：人民幣112,241.289300萬元
住所：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新金橋路28號

經營範圍：在依法取得的地塊上從事房地產開發、經營、銷售、出租和中介（含僑匯、外匯房）；物業管理；市政
基礎設施建設，工程承包和建築裝潢；保稅倉庫；倉儲運輸、服裝、家電、辦公用品、日用百貨的批發；娛樂業、餐飲
旅館業（僅限分支機構）、出租車；轉口貿易和各類諮詢。（依法須經批准的項目，經相關部門批准後方可開展經營活
動）

截至2018年末，金橋股份的總資產為人民幣20,346,942,067.33元，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所有者權益為人民幣
8,838,070,832.85元，2018年度營業總收入為人民幣2,761,458,409.82元，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為人民幣
977,112,266.04元（以上數據摘自《上海金橋出口加工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業績快報公告》，未經會計師事務
所審計。）

三、 除關聯方外其他有限合夥人的基本情況
（一）上海浦東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企業名稱：上海浦東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統一社會信用代碼：91310115350896118A
成立日期：2015年9月29日
企業類型：有限責任公司（國有獨資）
法定代表人：文新春
註冊資本：100,000萬元人民幣
註冊地址： 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東繡路1229號
經營範圍：各類資產投資，資本運作與資產管理，產業研究，社會經濟諮詢。（依法須經批准的項目，經相關部門

批准後方可開展經營活動。）

（二）上海張江（集團）有限公司
企業名稱：上海張江（集團）有限公司
統一社會信用代碼：913100001322080739
成立日期：1992年 7 月3日
企業類型：有限責任公司（國有獨資）
法定代表人：袁濤
註冊資本：311,255萬元人民幣
註冊地址： 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張東路1387號16幢
經營範圍：高科技項目經營轉讓，市政基礎設施開發設計，房地產經營，諮詢，綜合性商場，建築材料，金屬材

料。（依法須經批准的項目，經相關部門批准後方可開展經營活動。）

（三）上海浦東科創集團有限公司
企業名稱：上海浦東科創集團有限公司
統一社會信用代碼：91310115MA1K3CXQ9A 
成立日期：2016年6 月8 日
企業類型：有限責任公司（國有獨資）
法定代表人：傅紅岩
註冊資本：240,000萬元人民幣
註冊地址：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春曉路439號12幢
經營範圍：創業投資，實業投資，投資管理，企業管理諮詢，企業兼併重組諮詢，財務諮詢，資產管理，創業孵化

器管理，高科技項目經營轉讓，金融信息服務(除金融業務)，國內貿易。（依法須經批准的項目，經相關部門批准後方
可開展經營活動。）

（四）上海金橋(集團)有限公司
企業名稱：上海金橋(集團)有限公司
統一社會信用代碼：913100006308788384 
成立日期：1997年 12月 2 日
企業類型：有限責任公司(國有獨資)
法定代表人：沈能
註冊資本：312,286.0065萬元人民幣
註冊地址：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新金橋路28號
經營範圍：房地產(含僑匯房)，投資興辦企業，保稅，倉儲，經營和代理各類商品及技術的進出口業務(國家限定

公司經營或禁止進出口的商品及技術除外)，對銷貿易和轉口貿易，進料加工和「三來一補」，國內貿易(除專項規定)。
（依法須經批准的項目，經相關部門批准後方可開展經營活動）

（五）上海張江高科技園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名稱：上海張江高科技園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社會信用代碼：913100001322632162 
成立日期：1996年4月18日
企業類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國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劉櫻
註冊資本：154,868.955萬元人民幣
註冊地址： 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龍東大道200號
經營範圍：房地產開發與經營，公司受讓地塊內的土地開發與土地使用權經營，市政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物業投

資和經營管理，商業化高科技項目投資與經營，設備供應與安裝，建築材料經營，倉儲投資，與上述有關的有償諮詢
業務，經營各類商品和技術的進出口(不另附進出口商品目錄)，但國家限定公司經營或禁止進出口的商品及技術除外。
（依法須經批准的項目，經相關部門批准後方可開展經營活動）

（六）上海外高橋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名稱：上海外高橋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社會信用代碼：91310000132226001W
成立日期：1994年12月31日
企業類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資、上市)
法定代表人：劉宏
註冊資本：113,534.9124萬元人民幣
註冊地址：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楊高北路889號
經營範圍：合法取得地塊內的房地產經營開發，保稅區內的轉口貿易、保稅倉儲、國際貨運代理業務、外商投資項

目的諮詢代理、國際經貿諮詢、承辦海運進出口貨物的國際運輸代理業務，包括：攬貨、訂艙、倉儲、中轉、集裝箱拼
裝拆箱、結算運雜費、報關、報驗、保險、相關的短途運輸服務及諮詢業務。投資管理、建築工程管理、停車場收費經
營(限區外分支機構經營)、物業管理、房地產諮詢、商務諮詢、企業管理諮詢(以上諮詢除經紀)，市場營銷策劃、會展會
務服務。（依法須經批准的項目，經相關部門批准後方可開展經營活動。）

（七）上海浦東路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名稱：上海浦東路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社會信用代碼：913100001322971339
成立日期：1998年1月9日
企業類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李樹遜
註冊資本：97,025.6萬元人民幣
註冊地址：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川橋路701弄3號7樓
經營範圍：道路、公路、橋樑、各類基礎工程施工，設備安裝，裝飾裝修工程施工，園林綠化工程，建材研製及生

產，水利和港口工程建築，房屋工程建築，公路管理與養護，市政公共設施管理，工程準備，房地產開發經營，城市軌

道交通工程，實業投資，高新技術開發，汽配、機械加工，國內貿易(除專項規定)，從事貨物及技術的進出口業務，從
事道路技術專業領域內的技術開發、技術轉讓、技術諮詢 、技術服務。（依法須經批准的項目，經相關部門批准後方可
開展經營活動。）

四、基金基本情況及基金合夥協議主要內容
（一）名稱：上海浦東科技創新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二）類型：有限合夥企業。
（三）基金規模：人民幣550,100萬元（以實際募集規模為準）。
（四）普通合夥人（執行事務合夥人）：上海東鑫恆信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企業名稱：上海東鑫恆信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統一社會信用代碼：91310000MA1K31DE36
成立日期：2015年10月30日
企業類型：有限責任公司(國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姚忠
註冊資本：人民幣1,000萬元
住所：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西裡路55號1415B室(一照多址企業)
經營範圍：投資管理、資產管理、投資諮詢。（依法須經批准的項目，經相關部門批准後方可開展經營活動）
上海東鑫恆信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東鑫恆信」）股東方分別為上海外高橋保稅區投資實業有限公司、上

海浦東川沙投資經營管理中心和上海北華經濟發展有限公司，持股比例分別為40%、30%和30%。
東鑫恆信目前作為普通合夥人管理上海浦東城鎮化發展股權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該基金規模為人民幣

1億元，投資期為5年。目前該基金已全部投資到上海浦東軌道交通東線物業開發有限公司，出資人民幣1億元，佔股比
例33.33%。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東鑫恆信總資產為1,638.02萬元，負債為556.65萬元，淨資產為1,081.37萬元，2018年淨
利潤為72.14萬元（以上財務數據未經審計）。

上海東鑫恆信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與本公司不存在關聯關係。
（五）基金出資情況及出資計劃：出資情況詳見「基金合夥人及出資情況表」，所有合夥人出資方式均為現金貨幣

出資。出資計劃為2019年4月8日前實繳20%；2019年12月31日前實繳30%；2020年12月31日前實繳50%。實際以繳款
通知書為準。

（六）投資目標：原則上投資於科技創新企業、投資標的為科技創新企業的股權投資基金。
（七）基金期限：存續期限為10年，自首次營業執照簽發之日起算，可根據合夥協議相關約定延長或縮短（有限合

夥成立之日起5年內為投資期，投資期結束後至有限合夥存續期限屆滿的期間為退出期）。根據有限合夥的經營需要，普
通合夥人視退出情況有權獨立決定延長存續期，有限合夥可延長三次，每次延長一年，最後一次延長鬚經全體合夥人同
意。

（八）管理費：投資期內，有限合夥應每年向普通合夥人支付相當於有限合夥實繳出資額（不包括普通合夥人實繳
出資部分）0.5%的管理費。退出期內，有限合夥每年按照尚未退出組合基金的取得成本（不包括普通合夥人對應部分）
的0.5％向普通合夥人支付管理費。

管理費每日曆年度支付一次，分別於每個日曆年度的首個工作日或之前支付完畢。有限合夥設立之後的首個支付期
間所在的日曆年度的管理費自有限合夥成立之日起、按該年度所餘日數計算，並應於有限合夥具備支付條件之時立即支
付。

（九）管理模式：本合夥企業所有投資項目均由普通合夥人審查批准。為了提高投資決策的專業化程度和操作質
量，有限合夥設投資決策委員會，其成員由普通合夥人獨立決定。投資決策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向普通合夥人提出支持
或否決有關對組合基金的投資或投資退出的意見。

（十）收益分配：除非合夥協議另有規定，投資期內，任意一個基金投資項目或臨時投資在取得可分配收入(無論該
可分配收入來源於分紅還是退出)之後，經普通合夥人決定即開始進行分配。有限合夥每次對其來自基金投資、臨時投資
的可分配資金進行分配時，應按照如下順序進行：

1、首先，在所有合夥人之間根據其實繳出資額按比例分配，直到每個合夥人均收回其截至分配之日的實繳出資
額；

2、如經過上述分配，分配金額累計達到所有合夥人實繳出資額的100%，還有剩餘的，有限合夥開始在所有合夥人
之間，根據其實繳出資額按比例分配取得的投資收益；

3、針對每個有限合夥人，如果累計分配的投資收益首次超過按業績報酬計提基準年化6%（單利）的基準收益時，
則超過業績報酬計提基準年化6%（單利）部分的20%作為業績報酬分配給普通合夥人，作為普通合夥人的收益分成，基
準收益的計算期間為各筆實繳出資額自各期出資到賬截止日起至收回該筆實繳出資額之日為止；

4、完成前述分配後，如有剩餘，剩餘部分由全體合夥人按實繳比例進行分配。
5、若單個合夥人涉及多筆實繳出資的，實繳出資本金分配按先進先出認定。
（十一）退出機制：通過權益轉讓等方式。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對上市公司的影響
本次投資符合公司戰略發展方向，有助於整合利用各方優勢，發掘投資機會，通過專項投資和市場化管理，提升

公司資本運作能力及效率。本次投資對公司的財務及經營狀況不會產生重大影響，符合有關法律、法規和公司章程的規
定，符合證監會的監管要求，符合公司及全體股東的利益。

六、風險揭示
基金尚處於籌備設立階段，尚未完成工商註冊，尚需取得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備案，實施過程存在不確定性。

基金具有投資週期長、流動性較低等特點，在投資過程中將受宏觀經濟、行業週期、投資標的公司經營管理等多種因素
影響，可能存在因決策或行業環境發生重大變化，導致投資項目不能實現預期收益的風險。公司將充分關注可能存在的
風險，密切持續關注基金經營管理狀況及其投資項目的實施過程，切實降低公司投資風險。

基金合夥協議尚未簽署，合同內容和具體操作方式以最終各方簽署的正式合同文本為準。
公司將持續關注基金設立後續推進情況，並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及公司章程等要求，及時履行後

續信息披露義務。

七、本次關聯交易應當履行的審議程序
本次關聯交易經公司第八屆董事會審計委員會2019年第一次臨時會議及第八屆董事會2019年第四次臨時會議審議

通過，其中董事會表決情況如下：1名關聯董事迴避表決，8名非關聯董事一致同意本次關聯交易，全體獨立董事簽署了
《獨立董事關於公司參與設立上海浦東科技創新投資基金暨關聯交易議案的事前認可意見書》及《關於同意公司參與設
立上海浦東科技創新投資基金暨關聯交易議案的獨立董事意見書》，認為公司本次關聯交易事項經獨立董事事前認可，
董事會審議通過，關聯董事進行了迴避表決，本次關聯交易符合有關法律、法規和公司章程的規定，符合證監會的監管
要求，符合公司及全體股東的利益，不存在損害公司、股東，特別是中小股東利益的情形。因此，公司獨立董事同意本
次關聯交易。

本次關聯交易不構成《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規定的重大資產重組。
本次關聯交易公司投資金額在董事會決策範圍內，無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八、披露日前十二個月內與該關聯人累計發生的歷史關聯交易情況
過去12個月內，公司與金橋股份未發生關聯交易。

九、備查文件目錄
（一）《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屆董事會2019年第四次臨時會議決議》；
（二）經獨立董事簽字的《獨立董事關於公司參與設立上海浦東科技創新投資基金暨關聯交易議案的事前認可意見

書》；
（三）經獨立董事簽字的《關於同意公司參與設立上海浦東科技創新投資基金暨關聯交易議案的獨立董事意見

書》。
特此公告。

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據悉，東莞健康衛生局是在粵港澳大灣
區衛生健康合作的框架下與這家港資

醫療企業進行的接觸。此前，香港聯合醫
務集團已有在內地開設診所的經驗，在珠
三角地區就有番禺、中山等地的成功合作
案例。而東莞正是看中了香港聯合醫務集
團在醫療培訓方面有優秀的師資力量，以
及有世界家庭醫學組織主席李國棟等專業
人士的支持。

學習香港先進醫療服務
東莞市衛生健康局醫政科（科技教育
科）科長袁偉芬介紹，東莞已於今年2月
正式啟動香港開展金牌家庭醫生培訓班，
首期培訓班共30名學員，由培訓合作方香
港聯合醫務集團從東莞市各社區衛生服務

機構的110名全科醫生中篩選。此後培訓
班每年將舉辦一期，每期學時52周，通過
考試認證來獲得證書，培訓內容包括家庭
醫生醫療服務技術、診斷方式以及香港以
人為本的服務理念。

有助加快與國際化接軌
專家認為，目前不少患者就醫還是習慣

去大醫院，對社區全科醫生缺乏信任，導
致全科醫生地位不高、收入不高，充分說
明需要提高家庭醫生服務質量。
「這次培訓班合作是香港和東莞聯手培

訓金牌家庭醫生的開始，是東莞提升家庭
醫生服務的舉措之一，更是東莞引入國際
化家庭醫生服務理念和香港家庭醫生服務
模式，加快與國際化家庭醫生接軌的重要

一步。」葉向陽說。
袁偉芬還透露，東莞將參照番禺、中山

等地與香港的成功合作經驗，預計今年6
月還將在東莞開展香港家庭醫生工作室診
療活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香港聯合醫務

集團最初由多位香港資深醫生於1990年創
立，目前已拓展至600多個自設的聯合醫
務中心及網絡診所，並在北京、上海、廣
州、深圳、珠海等多個內地城市開設了合
作醫務中心，此次與東莞合作開設培訓班
又成為一次新的嘗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東莞報道）廣東省東莞市健康衛生局昨日召

開成立後首場新聞發佈會，東莞健康衛生局局長葉向陽在會上表示，東莞

正式與香港聯合醫務集團合作開展「香港-東莞聯合培訓家庭醫生項

目」，目前已遴選30名全科醫生作為第一期培訓學員，開展為期52周的

培訓，提升家庭醫生的簽約服務水平，進一步擴大健康管理包、個性化服

務包簽約人數，重點人群簽約服務覆蓋率保持在66%以上。目前，東莞

家庭醫生團隊簽約民眾已達259萬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東莞報
道）昨日召開的東莞市健康衛生局新聞
發佈會上，東莞健康衛生局局長葉向陽
公佈了2019年工作重點，其中將東莞
市兩所三甲醫院打造為現代化高水平醫
院成為今年的一大重點。

商討莞港醫療資格互認
此外，他還表示，東莞已在港人內地

養老、港人內地醫保、莞港醫療資格互
認等多個領域與香港相關機構商討可行
性。

政策限制或逐步解除
葉向陽指出，「目前亟待對接的體制

機制內容主要集中在港人在莞養老、港
人在莞醫保、莞港醫療資格互認以及港
資醫療機構跨境等幾個方面。」他強
調，目前最大的障礙仍然是政策限制，
但他相信大灣區規劃綱要公佈後相關政
策很快會迎來改變。

料三年建成「高水平醫院」
此外，他還介紹，廣東省衛生健康委

將啟動第三批高水平醫院重點建設醫院
的遴選工作，而東莞市人民醫院、市中
醫院初步具備了高水平醫院建設的現實
基礎、創建條件和政策支持，並制定三
年行動方案。「我們計劃用三年時間，
將東莞市人民醫院、市中醫院打造成為
高水平醫院。」

兩醫院升級
助港人養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廣州報
道）作為珠三角城際線的主軸，穗莞深城
際線在本月將實現「軌通」目標，預計9
月30日全線通車。屆時，從廣州新塘到
東莞只需10分鐘左右，40分鐘就可到達
深圳機場，該城軌將成為廣州、東莞、深
圳三市的快速交通通道。
作為珠三角城際線的主軸和廣州連接深

圳的首條城際鐵路，穗莞深城際鐵路是珠

三角規劃建設的十幾條城際線中最重要的
一條。

新塘起點 終至深圳機場
起點為廣州市新塘鎮，終點為深圳機場

站，全長約76公里，深圳段有17公里，將
與國家鐵路、城市地鐵無縫接駁，成為溝通
廣州、東莞、深圳三市的快速交通通道。據
深圳機場站總工程師羅傎介紹，軌道交通建

設有洞通、軌通和電通三個重大節點。實現
軌通後工期目標可以得到有效控制。
此次城際線的軌通，為5月1日全線

「靜態驗收」和7月1日展開「聯調聯
試」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目前穗莞深城際
的深圳機場北站和深圳機場站，已經完成
了土建施工，正在進行站後裝修和機電安
裝。同時，深圳機場站與T3航站樓300
多米的聯絡通道也已實現了貫通。

據了解，穗莞深城際全線設15個車站
（高架站10座，地下站5座），列車時速
140到160公里，載客1,200人，全程運營
時間1小時，未來將進入5分鐘一趟車的
公交化運營。不久之後，穗莞深城際線深
圳機場站位置將會形成一個擁有穗莞深城
際線（機場北站）、地鐵11號線、未來
的地鐵20號線以及深茂鐵路車站的超級
地下交通大樞紐，更好地方便市民出行。

■東莞與港資醫企合作開展家庭醫生培訓。圖為東莞醫務人員。 資料圖片

■穗莞深城際線軌道此前施工現場。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