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址： 北京海淀区文慧园北路

10

号 邮政编码：

100082

电话中继线：

82296688

电报挂号：

81108

统一刊号：

CN11-0035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 京海工商广字第

0128

号 （

1-1

） 印刷： 解放军报印刷厂 定价： 每月

24. 00

元 零售每份：

1. 00

元

2012 年 5 月 4 日 星期五

1212

教育装备·校车特刊

扬子校车预祝第63届中国教育装备展示会校车展暨论坛圆满成功

中国扬子集团滁州客车制造有限公司

邮编：

239064

邮箱：

sjs516517@sina.cn

网址：

www.yangzibus.com

地址： 安徽省滁州市扬子工业区

销售热线：

0550-3161320 13305502345

杨先生

服务热线：

0550-3161320

喻先生

传 真：

0550-3162102

东北区 （黑龙江、 吉林、 辽宁、 内蒙古、 河北等）：

13721001999

王先生

13955005899

陈先生

18225507788

赵女士

18225507799

李先生

中原区：

13305502345

杨先生

(

安徽、 河南、 四川等）

13855005803

戈先生 （山东）

13721017770

刘先生 （江苏、 浙江）

13909607311

金女士 （安徽）

广东区 （广东、 福建、 江西、 海南等）：

13705503580

汪先生

中国扬子集团滁州客车制造有限公司竭诚奉献： 一切为了校车安全， 一切为了安全校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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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型号 外形尺寸 额定载客人数

YZK6606XC

校车

6005×2280×2810,3020 30

YZK6660XC

校车

6590×2280×2810,3020 35

YZK6730XC

校车

7350×2280×2810,3020 40

YZK6730XC1

校车

7350×2280×2810,3020 40

YZK6840N JYZ4

校车

8360×2460×3020,3220 54

YZK6860XC

校车

8600×2500×3050,3250 67

YZK6950XC

校车

9490×2500×3050,3250 76

YZK6600XCA

长头校车

5940×2050×2800,3000 22

YZK6660XCA

长头校车

6600×2330×2950,3150 31

YZK6790XCA

长头校车

7860×2330×2950,3150 41

YZK6870XCA

长头校车

8690×2500×3200,3400 46

YZK6930XCA

长头校车

9345×2500×3200,3400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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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

抓好过渡期《校车安全

管理条例》 的贯彻落实

长春市教育局副局长 安军

从长春地区实际情况看， 《条例》 颁布实施前， 我

们围绕校车安全管理就已经做了大量工作。

2007

年以

前， 对全市校车进行了统一着色和统一标识， 将校车安

全运行统一管了起来；

2009

年， 针对农村学生上下学乘

车难的实际， 我市在宽城区召开现场会， 推广 “政府补

助， 租赁有资质的车辆接送， 月收费不超过

60

元” 的

“宽城模式”， 城乡结合部近

1

万名学生上下学接送问题

得到有效解决； 去年以来， 我市还推广了政府与运营公

司联手的 “农安模式” 和政府直购的 “双阳模式”， 将

农村学生上下学安全接送全部纳入解决范畴。

虽然我们做了大量工作， 但实际工作中仍有很多问题

需要解决。 抓好过渡时期《条例》的贯彻落实，急需做好以下

六项工作： 一是应当根据各地区实际情况科学确定过渡期

时限， 保证工作平稳过渡。 二是尽快出台专用校车国家标

准、财政资助办法、税收优惠办法和《条例》实施办法，使工

作有章可循。 三是依据《条例》规定，积极主动做好现有校车

的规范、调整工作，符合标准的，尽快确认和发放校车标牌；

与标准相近的，搞好升级改造；与标准差距较大的，坚决予

以清退；农村校车缺少的，按标准及时购进；同时科学建立

和严格落实校车的准入和退出机制。 长春市决定， 严格入

口，畅通出口，原则上非农村校车现有数量不再增加，力争

通过三年左右时间，取消城区公办学校和幼儿园自有校车，

削减民办学校校车，使全市校车管理完全达到《条例》要求。

四是加大政策扶持和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切实加强农村校

车安全运行保障。 五是广泛开展《条例》学习宣传活动，引导

各级各类学校、 中小学生及其家长理解和支持校车改革和

调整工作，营造贯彻落实《条例》的良好氛围。 六是强化监管

措施，依法加强校车安全管理，开展经常性“黑校车”打击和

治理行动，确保学生人身安全。

齐齐哈尔：

建立机制 完善管理

齐齐哈尔市教育局党委书记、 局长 金伟

中小学生乘车安全是学校安全管理的重要组成部

分， 确保学生乘车安全是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以及社会

各界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市的主要做法如下：

高度重视， 摆上位置。 除私家车、 公共交通载客

车辆外， 凡专门用于接送学生的 “送子车” 全部纳入

“校车” 管理范畴。 一是建立领导体系。 实行两级政府

负责制， 九县 （市） 行政区域内的 “校车” 分别由县

级政府负管理总责 ， 市辖七区和市本级所属学校的

“校车” 由市政府负责管理， 市县两级政府都成立专门

领导小组， 由政府主要领导或主管领导任组长。 二是

建立协作体系。 确定 “政府主导、 齐抓共管、 法制保

障、 因地制宜、 标本兼治、 重在治本” 的校车管理原

则， 将教育、 公安、 交警、 交通、 运管、 税务、 质监、

安监等有关部门纳入校车安全管理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三是建立治本体系。 努力减少学生交通风险， 市县两

级学校布局调整本着 “积极、 稳妥” 的原则进行， 不

搞一刀切， 充分考虑学生数量、 学校布局、 城镇规划

等多种情况进行合理规划。 四是建立安全教育体系 。

多部门联合对学生、 家长、 司机加强安全教育， 在每

年的三月和九月集中开展 “安全教育日”、 “安全演练

周” 活动， 通过主题班 （队） 会、 板报、 条幅、 宣传

片和制发 《致家长一封信》、 《致送子车司机一封信》

等形式进行交通安全教育。

创新模式， 优化服务。 实践中， 我市探索出六种模

式： 一是政府出资模式。

2009

年以来， 克东县政府累

计投入

800

万元用于

20

辆学生专用大型校车的购置和运

营费用， 免费接送全县

152

个站点

2371

名学生上下学。

二是租用服务模式。 昂溪区政府每年拨专款

85

万元由

学校租用

13

辆公交车， 由运营商运行， 区教育局、 学

校、 交警部门监管， 建立了校车管理档案， 统一校车

标识， 免费解决

804

名学生上学与放学交通问题。 三是

公司运营模式。 依安县国安学子车有限公司

2011

年购

买了

16

台

33

座中型客车、

44

台

8

座微型车用于接送学

生， 实行公司专业化管理。 四是包揽服务模式。 龙江

县头站乡农民朱德福自筹资金

270

万元， 购置了

15

台送

子专用客车， 包揽了全乡

1100

多名学生的通勤问题 。

五是依托公交模式。 泰来县延长城市公交线路， 调用

28

辆公交车接送学生上学与放学， 并计划在今年五一

前利用

40

辆公交车达到县内 “全覆盖”， 县政府在票价

上进行补贴， 使学生每人每月乘车费用不高于

150

元。

六是个体运营模式。 讷河市审核批准了

109

辆个体营运

车接送学生。

《校车安全管理条例 》 （以下简称 《条

例》） 施行后， 青岛市政府立即组织相关部门

和人员认真学习 《条例 》 内容 ， 加大宣传力

度， 结合青岛市实际， 贯彻落实 《条例》 相关

内容。 就中小学校车建设本报记者专访了青岛

市教育局副局长金柯寿。

金柯寿告诉记者， 校车工作坚持 “四个原

则”， 即： 坚持政府主导、 企业运营的原则 ；

坚持政府补贴、 部门监管的原则； 坚持城乡兼

顾、 重点农村的原则； 坚持区域先远后近、 先

幼儿园小学后初中的原则。 校车运营模式采取

政府购买服务方式， 依托有营运资质的经济实

力强、 社会效益好的国有企业成立专业化校车公

司， 负责购车和运营。 政府购买服务， 按照运营

成本核算给予企业经费补贴。 驾驶员及工作人员

全部由校车公司负责招聘、 培训和管理。 校车运

营费用按照企业购车、 政府补贴方案， 采取个人

缴纳、 政府补贴和区 （市） 配套的方式筹措。

2012

年， 青岛市将完成

600

辆专用校车的配

置任务， 建立财政补贴制度， 已经列入

2012

年青

岛市政府市办实事中 ， 重点配置郊区五市幼儿

园、 小学、 初中。 今年

3

月上旬， 青岛市教育局

与青岛市交运集团已经共同完成了校车第一批次

180

辆的招标工作， 目前首批

180

部校车即将到位

并投入使用。

青岛市学生专用校车建设的下一步工作就是

要， 结合 《条例》 进一步修订 《青岛市校车安全

管理办法》， 加强校车管理； 进一步做好学生就

近入学布局， 对于必须使用校车地区加大配备力

度， 及时解决学生上下学乘车问题。

针对 《条例》 下发后可能出现的问题， 金柯

寿给出两点建议： 一是针对增加的校车许可， 目

前尚无办事机构和成套的管理机制， 建议政府牵

头， 成立校车监管和办事机构， 由相关部门组成

领导小组， 建立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形成职责明

确、 分工合作、 信息共享的校车管理体制和工作

机制， 确保校车安全。 二是由于校车运行区域的

局限和校车的专车专用性质 ， 校车运营成本较

大， 需要政府政策上予以支持， 提供相应的优惠

补贴措施， 建议政府采取减免税收、 提供无息贷

款以及各种补贴方式， 给予校车公司优惠待遇。

青岛：

政府购买“服务” 企业负责购车和运营

本报记者 孙军

2007

年， 上海将中小学幼儿园校车管理列

入当年度市政府实事工程， 并建立了以市教委

牵头， 市公安局、 市城市交通管理局和市综治

委学校及周边综治工作领导小组齐抓共管的校

车管理机制。 近

5

年来，

4

家单位按照 “标准化

要求、 户籍化管理、 市场化运作、 依职能担责”

的校车管理格局， 既各司其职又相互协调、 密

切配合， 不断规范和完善校车管理工作。

制定校车管理规定

一是明确校车使用范围。 按照 《中华人民

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第

12

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

府应当保障适龄儿童、 少年在户籍所在地学校

就近入学” 的规定， 明确中心城区九年义务教

育阶段公办学校不使用校车。

二是明确校车必须具备五项条件。 一是车

辆技术状况良好， 处于定期检验有效期内， 且

一年内不会达到强制报废标准。 二是具有全市

统一的颜色和标志。 三是具有公安交通管理部

门核发的校车标牌， 学校租用的校车应具有客

运营运资质。 四是幼儿及小学生校车必须按核

定人数， 确保每生一座， 禁止站立， 中学校车

不得超过核定的载客人数 。 五是校车每年在

《条例》 规定的检验之外， 增加一次安全技术临

时检验。

三是明确校车驾驶员应符合六方面条件。 一

是具有相应准驾车型机动车驾驶证。 二是工作责

任心强、 技术熟练、 驾驶经验丰富。 三是身心健

康。 四是有连续三年以上良好驾驶记录， 未发生

过负有责任的交通死亡事故； 最近三年任一记分

周期内累积记分未满

12

分。 五是已依法接受相关

培训并取得主管部门颁发的合格证。 六是具有本

市公交、 出租汽车及省际客运从业资质。

四是明确校车需登记备案和申领校车标牌

才能运行。 学校使用校车应先向所辖区县教育

行政部门和上海市城市运输管理处登记备案 ，

并向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申领校车标牌。

五是明确校车必须按照学校申请的线路运

行， 可在公交专用车道行驶， 可在确定的停靠

点接送学生。

六是明确各部门管理职责。 教育行政部门

将校车管理工作纳入对中小学校长考核范畴 。

城市交通运输管理部门负责校车备案登记、 校

车驾驶员培训、 客运营运企业资质审核和打击

“黑车” 接送学生的行为。 公安交通部门负责校

车标牌核发工作， 加强校车日常运行监管， 处理

校车超载等交通违法行为， 并将处理情况及时通

报教育行政部门。 市综治委、 学校及周边综治工

作领导小组， 将校车使用情况纳入安全文明校园

创建评比和对区县综治工作年度评估体系。 学校

要做好校车运行的日常管理， 在每辆校车上至少

安排一位管理人员随车管理， 维护车内秩序和学

生上下车的安全。 对学生开展交通安全教育， 劝

导学生不乘坐无客运营运资质的车辆。

修订规范性管理文件

一是建立了校车档案信息计算机管理系统。

该系统与机动车登记系统相连， 除可查询车辆基

本信息外， 还能随时了解车辆定期检验、 专项检

验和使用年限等情况。 二是运用新标准强化车辆

安检， 确保校车符合规范要求， 使不合格车辆退

出校车市场。 三是出台校车退出制度并加强校车

资产审计。 四是不断优化登记备案流程。 五是加

强日常监管。 公安交警部门以学生上学和放学时

段为重点， 加强学校周边交通疏导和道路巡视。

六是每月排查， 消除隐患 。 市教委 、 市公安交

警、 消防、 运管等部门组成联合抽查组， 每月抽

查若干所学校的校车情况。 七是严格校车驾驶员

管理。 各中小学幼托园所均与校车驾驶员签订安

全责任书， 学校主管领导定期对驾驶员进行安全

教育。 市运输管理部门每年集中开展校车驾驶员

安全培训， 审查其从业资质； 公安交警部门每年

审查校车驾驶员驾驶记录及处罚情况。

上海：

标准化要求 户籍化管理 市场化运作

本报记者 陈亦冰

第63届中国教育装备展示会校车

展暨第二届中国校车安全与运营模式

高峰论坛即将开幕， 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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