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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期本学期，，正衡近正衡近300300学生坐校车上学生坐校车上、、放学放学
校车公司计划明年推出梯度收费

下午 5∶20，正衡中学东边停车场，9 辆黄色“长鼻子”校车
鱼贯而出，成为校门口一道风景。

为家长、学生解决上学日出行问题，本学期，正衡中学启用
“国标”校车。目前，全校近300名学生，选择坐校车上、放学。

负责正衡中学校车运营、管
理的是“龙城之星”校车公司。
公司总经理张建伟介绍，校车购
自“宇通”客车公司，目前校车

“国标”就是该公司制定的。
作为学生出行的交通工具，校

车的安全性能是最大的关注点。
张建伟说，每辆校车长 10

多米，重 11 吨，车身四周都是钢
梁，后面装有安全门；车内装有
GPS，实时定位，学生上、下车只
要一刷卡，上、下车的时间、地点
等即时信息就发送到家长手机
上。此外，每辆车除了一名驾驶
员外，还配备一名安全员。

这学期，正衡七八两个年级

近 300 名学生选择乘坐校车。
“龙城之星”校车公司根据路程
远近开辟了 9 条线路，每条线路
单程时长控制在1小时之内。

张建伟说，开校车的，必须
持 A1 驾照 3 年以上，且 3 年内
没有违章记录、没出过事故。公
司现有的驾驶员，都是经过层层
考试选拔而来。39 岁的叶小余
负责湖塘线，他每天早上 5∶00
出门，6∶00 赶到大学城附近的
四季新城站点，一路经停 10 多
个站，7∶10 到学校。这名已有
18 年驾龄的老司机，此前开过
公交车、出租车，他说，相对前两
者，开校车得更细心周到。

我市校车已全部“国标”化

武进片区校车最多，
181辆接送学生1.58万余名

孩子上、下车一刷卡，家长即可收到信息

学生说，坐校车认识了不少新伙伴
上周五下午放学时分，记者

在正衡中学停车场看到，孩子们
上车后熟稔地打着招呼，因为同
坐一辆校车，原本不同班、不同
年级的孩子，有了交集。这也是
学生喜欢坐校车的原因之一。

来自七（8）班的男生毛凌
云，家住新北区百草园小区，每
天早上 6∶25 前赶到阳光龙庭搭
乘校车。小学一直由爸妈接送
的小男生表示，坐校车认识了不
少新的小伙伴，车上不像以前那
么无聊了。而八年级的徐铮标
则打趣说，坐上了校车，再也不
用担心因迟到而“挨批”了。

相对于孩子，家长更多是出
于便捷、安全考虑选择校车。七

（5）班家长汪女士，住在鹏欣丽都，
离学校虽不算远，但面临双职工家
庭的共性问题——没人接孩子放
学。本打算找人拼车，听说学校有
了校车，他们第一时间报了名，“小
区门口上、下车，很放心。”

住在怀德路上银河湾的七
（7）班家长蒋女士，也曾为孩子
接送问题而纠结。她说，学校门
口拥堵，开车接送停车是难题；
骑电动车吧，刮风、下雨不方便，
冬天更痛苦。所以，几相比较，
还是校车方便且安全。让她更
乐于称道的是，孩子坐校车后，
更便于统筹时间安排，“他一上
车，我便收到短信，然后开始准
备晚饭。”

计划明年9月开始实行梯度收费
每 学 期 3000 多 元 的 交 通

费，让正衡校车曾面临“高收费”
的质疑。对此，张建伟有些委
屈：“成本测算下来，到目前为
止，公司一直在亏本。”

据了解，公司共添置了 12
辆校车，51 座的大车，裸车价 40
多万/辆，30座的小车，裸车价为
30多万/辆。

张建伟算了笔账：每辆校
车，驾驶员和安全员的工资、社
保 支 出 在 9000 元/月 ，油 费

3000 元/月，保险 16000 元/年，
再加上维修费等，折算下来，一
辆 车 每 个 月 总 支 出 近 18000
元。而目前，全校坐校车的学生
不到 300 人，每辆车都没坐满，
最少的一辆车仅 10 来名孩子，
所以一直在贴钱。“据我们了解，
苏州有国际学校的校车收费近
6000元/学期。”

张建伟透露，计划明年 9 月
开始实行梯度收费，根据里程数
来制定价格。

记者盘点全市校车使用情况得知，根据国务院发布的《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到 2015 年
年底，所有校车都已“国标”化，都安装了GPS，与公安监控平台相连接。

其中，武进以426辆校车拥有量成为全市使用校车最多的区域，接送学生1.58万余名。

每天让你看见不一样的常州教育

天宁区：

地处中心城区，在区划调
整之前，天宁辖区内学生上、放
学以家长接送、公交出行为主。

去 年 ，郑 陆 划 归 为 天 宁
区，天宁区政府召集相关部门
适时组建了一家校车服务公
司，旗下有 35 辆校车，服务于
11 所公办中小学、幼儿园和两
所新市民子弟学校。

此外，吉的堡幼儿园有两
辆自备校车，加上“龙城之星”
校车服务公司的12辆校车，天
宁区现共有49辆校车，都是符
合国家标准的专用校车。

为加强校车安全管理工
作，天宁区成立了校车安全管
理领导小组，同时制定了校车
安全管理的有关文件和考核
办法。每学期，教育部门对校
车服务公司有3次大型安全督
查外，平时还有不定期检查。

钟楼区：

钟楼区现共有 22 辆“国
标”校车，除了市区开心、翰林
河景、爱儿坊 3 所民办幼儿园
拥有 8 辆校车外，另 14 辆均在
邹区片区。去年随着区划调
整由武进划归到钟楼，该片区
的校车收费沿用武进的模式，
家长出一部分，区、镇两级财
政补贴一部分。管理上，每学
期，教育部门会同交警部门随
车检查两次，平时还有不定期
的抽查。

新北区：

由于生源的增加，新北区

在去年 36 辆校车的基础上又
增加了 6 辆，目前，全区有 42
辆校车，全部实现“国标”化，
集中在孟河、西夏墅、罗溪、奔
牛、春江地区。共接送学生
2165名。

实行校车服务公司运行
模式，由校车服务公司对挂靠
的车辆进行日常管理，交警大
队、区社会事业局以及车辆所
在学校联合对校车进行日常
考核、监督。

收费上，基准价为800元/
生·学期，对于单程运行距离
超过10千米以上的车辆，收费
标准可上浮，上浮最高不超过
10%。经考核合格的、服务于
公 办 校 的 校 车 ，政 府 给 予
27000元/年的补贴。

武进区：

2011年年底的统计显示，
全区有学生接送车辆 426 辆，
服务于 2.5 万名学生和幼儿。
其中，大多是中小型面包车，
在教育部门注册登记的有 305
辆。

2012~2015 年，武进对校
车进行规范管理，一批不符合
要求的车辆退出。而今，所有
校车“国标”化，并实行校车服
务公司化、管理市场化运作模
式，按片区成立了 4 家校车服
务公司。全区共有 181 辆校
车，服务于 64 所中小学以及
幼儿园（包括 10 所幼儿园），
接送 1.58 万余名中小学生及
幼儿。

收费上，对于公办义务教
育学校的校车，家长出一部
分，区、镇两级财政补贴一部
分。

金坛区：

2015年年底，金坛经过招
标引进广州的珠航校车公司。
该公司共购置了 48 辆“长鼻
子”专用校车，目前 45 辆在路
上运营，接送学生2100多人。

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未规
范之前，一度有70多辆学生接
送车，以微型面包车为主。

溧阳市：

溧阳的学生接送车辆，采
取“公交为主，校车补充”的原
则。全市现有 68 辆学生接送
车辆，接送学生5700余名。其
中，5350 名学生乘坐的车辆，
属于公交公司和客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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