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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鐵運營的深圳龍華線地鐵5日下午
發生接觸網斷電重大事故，導致地鐵停運
6個小時，至晚上8時才全線恢復運營，這
也是深圳地鐵成網運營以來發生的最嚴重
「癱瘓」 事故。龍華線事故頻發，引發港
鐵在深圳是否 「水土不服」 的質疑。
【本報記者黃仰鵬、王一梅深圳六日電】

港式運營遭質疑水土不服
深圳地鐵故障 市民吐槽港鐵

【本報記者黃仰鵬深圳六日電】由深圳市應急辦牽頭組
織的 「深圳地鐵綜合應急演練」將於13日下午在地鐵蛇口
線灣廈站舉行，演習將模擬地鐵列車區間火災事故發生情形
，進行緊急疏散演練。據悉，演練將有1000多人、100多輛
車及2架直升機參與，將是深圳市軌道二期五條地鐵線開通
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應急演練。

自去年大運前夕開通軌道交通二期五條線以來，深圳已
正式邁入地鐵時代，預計到 2016 年還將新增五條地鐵線路
。據了解，二期線路運行一年來，日均客流量達230萬人次
，最高達280多萬人次，承載着大量市民出行任務，與此同
時也存在併網運行、缺少經驗積累以及救援難度大等問題。
有見及此，深圳分別於今年兩度召開專題會議，研究部署安
全生產、城市安全以及應急管理工作。

深圳市應急辦主任李一康今天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此
次演練旨在檢驗深圳軌道交通應急救援機制、提高應對突
發事件的處置能力，因此不安排預演、不預告具體時間，
不預先集結演練隊伍，力求真實的模擬地鐵運行過程中可
能發生的突發事件，檢驗各方應急處置能力和協調聯動機
制。

據了解，演練的流程設計上，將模擬發生一起地鐵火災
突發事件，各部門在事發後按照應急預案分別啟動應急響應
，並開展應急救援、傷員救治和信息發布等工作。

李一康表示，演練期間，將造成1至2個小時的運營影
響，屆時將安排公交疏導客流。由於此次採用半 「雙盲」的
實戰演練，屆時可能會出現小失誤等一些不盡人意的地方，
也可能不會像以往的演練那樣順暢，甚至會從演練中暴露出
一些問題，因此要客觀看待，這樣才更好地督促有關方面進
行改進。

【本報記者扈亮北京六日電】中國指數研究院
最新發布的百城價格指數顯示，2012年8月份，百城
新建住宅價格環比繼續上漲，這是該指數連續三月
上漲。針對當前房價走勢，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政策
研究中心主任秦虹6日表示，當前房地產交易成交量
基本穩定，並且自主需求佔主體地位，即使百城指
數連續上漲，但漲幅有限。

在當天舉行的 2012 中國房地產品牌價值研究報
告發布會上，秦虹提醒說，目前大家對房地產市場
的研究比較關注點在限購政策上。但根據研究，對
房地產市場影響大的政策，貨幣政策大於限購。

她解釋說，去年房地產市場整體出現下行的態
勢，目前全國 600 多個城市中 49 個限購，如果只是
限購政策對房地產市場影響大的話，不可能出現全
國性的房地產市場去年的下行。秦虹強調，房地產
市場之所以出現下行的情況，主要是因為去年貨幣
政策收縮比較緊。今年房地產市場銷售和價格都出
現了回升的態勢，6、7 月份比較明顯，也主要源於
貨幣政策的有限放鬆。

秦虹指出，房地產市場和貨幣政策高度關聯。
第一和貨幣發行總量有直接的關係，如果以M2作為
廣義貨幣增長幅度的話，可以看到銷售商品房的銷

售速度和M2的速度是一致的，銷售量的變化必然帶
動價格的變化。第二是實際利率，觀察整個房地產
市場無論是成交量還是價格，都和貨幣政策的調整
有直接的關係。其實不僅僅在中國，美國、日本這
些發達國家，房地產市場泡沫的形成以及破滅時也
可以看到背後貨幣政策對房地產市場影響的重要因
素。

對於未來房地產市場的變化，秦虹指出，由於
今年貨幣政策的調整非常緩和，所以房地產市場一
定是緩和的。

秦虹認為，如果長期堅持抑制投資投機性的需
求，同時滿足合理性的住房需求的政策，那未來投
資性購房賺錢的難度就非常大。並且在以自主性需
求為購房主體的市場條件下，房產價格基本穩定，
這也是政策調控的結果。

港鐵運營的深圳龍華線開通
一年多以來，先後被媒體曝光發
生了多宗事故，深圳市民質疑聲
不斷。有深圳市民表示，港鐵擁

有先進的管理經驗和成熟的優質服務，當初獲悉參與深圳地
鐵時滿懷期待，然而事故頻發令人大失所望，更有內地市民
狠批港鐵 「不負責任」。

港鐵建設與運營的深圳地鐵龍華線開通14個月以來，
成為市民出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尤其是對於梅林關外的
上班族。然而隨着早晚高峰擁擠如春運，高峰期限制客流
進站，車廂始終比其他地鐵線路少兩節，以及事故頻發等
現象，令這條市民期望極高的港鐵模式線路陷入質疑聲浪
中。

有市民指出，港鐵運營地鐵線路時間長，擁有豐富且成
熟的安全管理經驗，然而近年來屢屢發生的事故卻令市民大
失所望。

更有市民質疑稱，此前發生的多宗事故的呼應過程中，
港鐵有隱瞞真相的嫌疑。

也有專家認為，從客觀上講，任何一家公司或機構在管
理上都會出現疏漏，但不能屢屢出錯，尤其是涉及市民出行
的公眾交通工具更應謹慎對待，建議列車每晚收車後，工程
人員均要進行查驗，雖然每車零件有逾萬多件，但必須對大
件及重要機件落實排查，而其他不重要機件也要作定期詳細
查驗。

港鐵人士表示，目前，港鐵已着手研究市民建議，或將
於今年內公布計劃，並給乘客一個增加2節車廂的時間表。

【本報記者黃仰鵬、王一梅深圳六日電】

港鐵龍華線地鐵5日接連發生兩宗故障，其中一
宗是發生在早上8時，由清湖前往福田口岸的401號
列車行至深圳市民中心時，司機室側門發生故障，隨
後列車緊急停車並進行清客。另一宗是發生在下午1
時 37 分，因深圳北站至上梅林站上行區段接觸網故
障跳閘，導致上行線6輛列車緊急停車。

事故發生後，負責運營的港鐵立即啟動緊急預案
，並對行車進行調整，其中由清湖至民樂站實行小交
路運行，而民樂至福田口岸區間列車則中斷運營服務
。由於線路癱瘓跨越下班晚高峰時段，深圳緊急調派
170輛公交車疏散下班一族。不過，港鐵雖有安排接
駁巴士行走在受影響停運區間，但仍有大批乘客滯
留在福田口岸站內，也有不少乘客不滿港鐵指示欠
清晰，因找不到接駁巴士位置，而轉向排隊搭乘出
租車。經過 6 個多小時的緊急搶修，龍華線於昨晚
8 時 04 分恢復正常營運。

6日上午召開的港鐵龍華線供電故障說明會上，
港鐵深圳總經理劉焯民向受影響乘客致歉。他說，此
次事故是龍華線正式開通以來影響時間最長的一次
「重大事故」。因受電弓故障，導致接觸網承力索被

打斷，接觸網分段絕緣器斷裂，大約150米接觸網設
備嚴重損壞，造成到上梅林站至會展中心站上行區間
接觸網斷電。港鐵深圳公司將深刻反思，吸取經驗，
令類似事故不再發生。

作為唯一一條從深圳市區通往梅林關的地鐵線路
，龍華線起自福田口岸至清湖，每日承擔了數十萬客
流，尤其是早晚高峰期，有市民形容高峰期擠地鐵甚
比 「春運」。此外，龍華線開通一年多以來，因故障
頻發引發深港兩地居民 「吐槽」。

港鐵稱磨合需時
據不完全統計，自 2011 年 6 月開通以來，港鐵

龍華線共發生事故 21 起。對此有關人士表示，深圳
目前運營中的5條地鐵，除龍華線外都沒有類似狀況
，是否和港鐵在深圳 「水土不服」及過度控制成本有
關？港鐵深圳方面今天表示，龍華線的管理和檢修營
運基本沿用香港模式和方法，深港骨肉相連，不存在
水土不服的問題，但把整個模式帶到國內 「還需要一
段時間進行磨合」。

對於港鐵是否出現 「水土不服」，深圳應急辦主
任李一康今日並沒有正面回應記者提問。不過對於市
民抱怨此次突發事故處置時間過長，李一康表示，龍
華線歸屬港鐵管理運營，其對地鐵發生安全事故的處
置和管理模式有既定的程序和模式。發生事故後，一
般會經過穩妥處置並處理完畢後，再向政府承諾一定
要空車運行測試，才能正式載客運行，其目的也是為
了更好的確保乘客安全。

深地鐵下周應急演練

【本報記者張靖唯北京六日電】今年上半
年全國土地市場遭遇冷清，地方政府的土地財
政收入也因此銳減。近期一線城市京、滬、穗
推地動作頻頻，二三線城市也加快土地供應規
模。業內人士對大公報分析認為，在當前仍處
去庫存、回籠資金的總體環境下，面對地方政
府的 「土地盛宴」，開發商並非全部買帳，而
是有選擇性地收入囊中。

北京中原市場研究部統計數據顯示，根據
目前推出的宗地規模，預計整個9月份土地成
交金額可能接近200億元。目前掛牌可售的經
營性地塊土地總數達到了 32 塊超過了前 8 月
成交總數，在這其中有近 20 塊將在 9 月份出
讓，按照已經有底價的土地出讓金計算就已經
達到了 166 億。9 月的土地出讓金有望超過前
8月總和。

除北京外，近日來包括上海、廣州等一線
城市均開始大規模推地。9月份上海最少將有
22 幅經營性用地（不包含動遷安置用地）出
讓，為年內單月經營性推地幅數之最，合計出
讓面積為 73.6 萬平方米。根據鏈家地產統計
數據，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的一線城市
2012年8月推地的面積超過800萬平方米，環
比增長30%。

記者發現，近期內溫州、杭州、石家莊、
武漢、廈門等二三線城市也同樣有大規模的推
地計劃。

三四季度均為供應高峰
根據國土部8月份公布的數據顯示，上半

年全國房地產用地供應合計 5.97 萬公頃，同
比減少15%。是否因地方土地財政萎縮導致各
地集中供地？

對此，北京市房地產業協會秘書長陳志對
大公報表示，土地集中供應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從歷年政府的土地供應節奏看，一般從第二
季度開始土地供應逐漸放量，第三、四季度達

到供應高峰；根據國家宏觀調控政策，加大土地市場的供應
。今年下半年土地供應量的增加也是必然現象；地方政府的
財政吃緊，土地財政呈下滑趨勢。有適當增加土地財政收入
之意。

儘管上半年土地市場的總體乏力以及土地收入的相應萎
縮，促使地方政府下半年加快供地步伐，但開發商卻未必有
意願埋單。

專家：貨幣政策影響大於限購令

南橘北枳 原因何在

【本報記者王悅東莞六日電】為刺激經濟，改變
GDP 增速在廣東省墊底的現狀，東莞市新一屆政府
班子從上任以來就積極招商引資，如今初見成效。記
者今日從東莞市獲悉，該市近期已落實119個簽約項
目，投資總額超過420億元，以戰略性新興產業為主
。而即將在 9 月 11 日舉行的相關會議上，還將現場
簽約總額高達800億元的項目，使得近期引資的總額
累積超過 1200 億元，相信將有效改變當前東莞經濟
低位運行的狀態。

近 2 年來，東莞的 GDP 增速都在廣東省 「包尾
」。最新數據顯示，東莞 2012 年上半年 GDP 增速
2.5%，仍然是廣東倒數第一；多項經濟指數4月份開
始實現增長，但大多仍在低位運行。

東莞市副市長李小梅今天在世界莞商大會的新聞
發布會上透露，在大會期間將簽約的420億元項目，
包括高端電子、新材料、精密機械、電子商務、檢測
檢驗等戰略性新興產業，以及東莞傳統產業方面的高
端服裝、食品、酒店項目，有望改變當前東莞以傳統

製造業為主的產業格局。
在 9 月 11 日舉行的會議上，將舉行大型簽約儀

式，集中簽約 60 多個項目，投資總額約為 800 億元
。東莞政府相信，這些投資將緩解目前東莞經濟的
「缺氧」狀態。

180億填海20平方公里
除了通過招商引資激活經濟，東莞還將圍海填地

、打造新的城市區域，希望為城市發展帶來新動力。
據本地媒體日前報道，東莞擬投資180億元，在長安
新區啟動20平方公里的圍海填地工程。

據了解，長安新區西臨廣州南沙，東南接深圳沙
井，距深圳前海 25 公里，廣深高速、廣深沿江高速
及未來的東莞軌道交通R2、R3線貫穿而過，目標是
建設成具有戰略產業研發的高新技術區，集現代服務
業、創意產業、金融貿易一體的濱海新區。

目前，東莞已向廣東省申報長安新區為海洋經濟
發展示範區。

東莞400億引進新興產業
有望改變傳統產業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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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仰鵬整理）

深圳地鐵龍華線（4號線）正式
開通

龍華線發生突發故障，列車耽擱
近半小時

龍華線清湖站扶梯逆行，一名女
子受傷

因失電與道岔故障，龍華線兩列
車延誤

乘客質疑地鐵龍華線司機猛剎猛
啟

龍華線癱瘓近一個半小時

龍華線發生發生牽引故障，列車
延誤

龍華線一列車下班高峰期 「癱瘓
」
龍華線突發信號設備故障

龍華線地鐵車門故障停運

龍華線發生供電故障，福田口岸
至民樂站區間段停運六個小時

▲5日下午，深圳地鐵龍華線會展中
心站列車延誤，站廳裡擠滿了等車
的乘客

網絡圖片

◀5日下午，深圳地鐵龍華線少年宮
站，港鐵工作人員在車站外貼出暫
停服務告示，並關閉車站

網絡圖片

▼港鐵龍華線地鐵發生故障停運，大批港人經福田
口岸過關後排隊搭乘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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