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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港快軌研東線
經羅湖接駁港鐵

連通兩地各處科創園區 加強東部科技軸線發展
港深快速軌道對接規劃示意圖

往惠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繼「港
深西部快軌」後，深港兩地間將再增一條快軌線路，進

深港東部快軌

深圳

一步加強交通互聯互通。近日，深圳市交通運輸局發布
劃》），首次公開披露正在謀劃建設「深港東部快
軌」，《規劃》稱，深港東部快軌旨在加強深港東部科

大運深港國際科教城
阿波羅未來產業城

深圳東

港深西部快軌跨界支線

技軸線發展，強化香港對粵東北地區的輻射帶動。

深圳

港深創科園

前海

大鵬灣

蓮塘

港深西部快軌
機場聯絡線（主線）

元朗

屯門

香港科學園

香港

港深西部快軌本地支線
機場
● 深港東部快軌擬自深圳坪山站引出後，連接港鐵羅湖站。
資料圖片

據深圳市交通局披露的相關鐵路建設規劃示意圖，深
根港東部快軌擬自深圳坪山站引出後，途經深圳東站，

最後接入深圳站，途經坪山區、龍崗區和羅湖區。根據特
區政府最新一份施政報告，研將東鐵綫延伸至深圳羅湖，
並探討在深方設立「一地兩檢」口岸。這意味着，未來港
人搭乘東鐵綫可在羅湖站與深港東部快軌換乘接駁。

強化港對粵東北輻射帶動
目前，深圳坪山站有廈深鐵路（杭深鐵路廈深段）和廈深
鐵路廣深聯絡線（廣深鐵路）兩條鐵路線，深汕高鐵、深大
城際、莞龍城際大鵬支線等線路則在加緊建設中，未來將可
在深圳坪山站換乘。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港澳及區域發展研究所副所
長謝來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深圳謀劃建「深
港東部快軌」，意在加強深港東部科技軸線發展，把散落在
深圳東部地區的科技園區、科技要素，通過羅湖口岸連接上
香港，形成深港新的科技產業帶，同時也強化了香港對粵東
北地區的輻射帶動。此外，香港人較多居住在羅湖，如果能
夠通過東部快軌連接上龍崗、坪山，也是便利深港兩地跨境
人士通勤。
香港文匯報記者留意到，今年 7 月龍崗區發展和改革局發
布的《龍崗區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 14 個五年規劃和 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中提到：在建設三大
城市發展軸中提出，謀劃打造深港科
技合作東部軸，依託蓮塘口岸、東
部過境高速及 16 號線南延等交通
優勢，鏈接大運深港國際科教
城——寶龍科技城——阿波羅
未來產業城——香港科學園
等深港協同創新節點，形
成深圳東部直通香港的新
型創新軸。
根據綱要的具體規劃，大
運深港國際科教城的定位涉及
「深港創新合作新樣板、綜合性
國家科學中心的創新高地和策源
地」，阿波羅未來產業城是深圳市首
批 7 個未來產業集聚區之一，致力打造
▲香港科學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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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坪山區綜合交通「十四五」規劃》（以下簡稱《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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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涌

成深圳未來產業先導區、深港科技創新與成果轉化基地，建
設成深圳東部深港科技創新與成果轉化基地。可以說，龍崗
區的這份規劃，已經勾勒出深圳東部的科創產業布局。

蓮塘連北部都會區潛力大
謝來風認為，深港東部科技軸線發展從交通上有兩條線路
支撐，一是依託深港東部快軌，可以快速將香港科學園、香
港沙田的一些科技園區，對接大運深港國際科教城、阿波羅
未來產業城等科技園區，以後香港科技公司和園區的工作人
員，跨境工作將會更方便，打通了科技發展的協同創新的鏈
條。二是通過蓮塘口岸的東部過境高速連通。目前蓮塘口岸
周邊也在改造，在做城市更新，建研發型的產業科技園區。
「如果通過香港『北部都會區』發展規劃，在蓮塘口岸建跨
境連接，在交通更加便利的情況下，深圳東部和香港東部科
技要素就可以連通
起來。」
▶建設中的阿波羅
未來產業城鄰近
深 港 東 部 快
軌。
網上圖片

「盼望深港東部快
軌能盡快開工建設，
相信通車後，半個小
時左右便可從香港到
達坪山，將會極大地
方便深港兩地跨境通勤，未來香港專
家到深圳執業也將更便捷。」謀劃中
的深港東部快軌終點站深圳坪山站，
距離香港希瑪國際眼科醫療集團的大
灣區總部僅兩公里左右，據創辦人港
醫林順潮介紹，希瑪眼科早前在深圳
坪 山 以 2.09 億 人 民 幣 （ 約 2.32 億 港
元）成功競得坪山路土地，計劃於此
設立高端三級眼科醫院暨大灣區總
部。



坪山處於東部交通樞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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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快軌
最快時速 200 公里
資料圖片

港醫企東進設總部
盼快軌快建利通勤

深圳市交通運輸局發布的《坪山區綜合
交通「十四五」規劃》披露「深港東部快
軌」正在謀劃建設。所謂「快軌」的速度究
竟有多快？今年 5 月 17 日在雄安新區公布的
《都市快軌(160—200km/h)技術規範》標
準，將指導中國都市圈最高運行速度
200km/h 的軌道交通規劃設計，滿足雄安
新區、粵港澳大灣區等城市群、都市圈
建設的需要。
●中新社

● 落馬洲河套地區將建港深創科園
落馬洲河套地區將建港深創科園。
。

資料圖片

林順潮表示，深圳未來規劃的重點之
一就是「東擴西進」，坪山是未來東部
區的中心，灣區總部位於新核心開發
區，毗鄰坪山高鐵站，臨近已規劃的深
圳地鐵 14 號線的沙湖站，處於重要交
通樞紐。坪山區土地總地盤面積為
4,958 平方米，約為一個小型足球場的
面積，總規劃建築面積連地庫停車場，
超過 23,000 平方米，與香港最著名的名

醫大廈——中建大廈的總面積相若。

建灣區首家眼視光學院
作為唯一獲批「港澳藥械通」試點的
港資眼科專科醫院，希瑪眼科 12 日與
深圳職業技術學院簽訂戰略合作協議，
共同成立與建設「深圳職業技術學院·
希瑪眼視光學院」、大灣區青少年近視
防治研究院。未來，雙方將共同推進產
教研深度融合，為大灣區培養複合型創
新型眼視光技術人才。
林順潮指出，國內眼視光醫學在師
資建設、專業發展、人才培養、產學
研轉化等方面還有很大提升空間。希
瑪眼科依託自身臨床服務、管理模
式、教學培訓、創新科研四大板塊平
台優勢，為深圳職業技術學院眼視光
技術專業的學生們提供實習就業的發
展機遇。未來，雙方將共同開發國際
課程、共同打造教學團隊、共同招
生，共同「走出去」，目標是利用 5 年
左右時間，將深職希瑪學院建設成為
大灣區集眼視光教育、視覺科學技術
研發與應用以及眼健康社會服務的示
範性特色產業學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

坪山產業空間足 生物醫藥新亮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
道）香港文匯報記者查詢資料發現，早
在 2019 年，深圳即有政協委員提出建
設港深東部快速軌道，以實現對未來建
成的港深西部快軌的有效平衡。
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大背景下，深港
軌道交通連接的功能價值再次被重新審視。
「十四五」期間，深圳將加速推動珠江東
岸「三橫四縱」城際軌道網絡，包括加快
深大城際建設，強化深圳第二圈層核心組
團間的城際聯繫，並預留深大城際西向跨
江段條件；推進深惠城際、大鵬支線建設，
滿足跨組團長距離出行需求。
通過深港東部快軌，香港可以更好更
快地經深圳坪山樞紐站，並以此連接深
汕高鐵、深大城際、莞龍城際大鵬支線
等深圳城際線路，強化與惠州、東莞等
地區聯繫，打通香港對粵東北地區輻射
帶動的交通大動脈。
大交通將帶來人流、物流及產業的融
合。坪山高新區是深圳高新區五大園區

中規劃面積最大、創新潛力最大、產業
特色最鮮明的園區。目前，坪山區匯聚
了 555 家國家高新技術企業。2020 年，
坪山區地區生產總值超過 800 億元人民
幣。進出口總額超過 1,600 億元人民
幣。現有存量產業空間 113 萬平方米，
保留未開發建設用地53.3萬平方米。

新能源車產業鏈完善
據了解，坪山區擁有全國首批、深
圳唯一的國家生物產業基地，集聚了以
賽諾菲巴斯德、國藥致君、理邦精密等
行業領軍企業為代表的一批生物醫藥企
業和以深圳灣實驗室坪山生物醫藥研發
轉化中心、蒙納士科技轉化研究院為代
表的一批創新平台。
此外，坪山高新區已成為國內新能源
汽車產業鏈最完善的產業區，新能源產
業已經形成了較為完整的產業鏈和產業
集群，匯集了比亞迪、開沃、新宙邦、
巴斯巴、沃爾新能源等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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