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人民政府令

、。＼、蠡、脚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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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盲 2015年3月16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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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实施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办法

第一条为了加强校车安全管理,保障乘坐校车学生及幼儿

的人身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校

车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

第一章总刚

第二条本省行政区域内校车的安全管理活动,适用本办

本力.法所称校车,是指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依照《校车安

全管理条例和本办法的规定取得使用许可,用于接送学龄前

幼儿和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上下学的7座以上的载客汽车。

接送小学生及幼儿的校车应当是按照专用校车国家标准设计

和制造的专用车辆

第三条校车应当符合《校车安全管理条佞1》、《广东省道

路交通安全条伊」》和国家《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关于核

裁人数、外观标识、信号装、行驶记录仪、轮胎、车身、安全

防护装置等方面的普遍性规定

第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制定、调整学校设规

划.保障学生就近入学或砉在寄宿制学校入学减少学生上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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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通风险。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发展赦完善城市和农村公共交通,为

需要乘车上下学的学生提供方便。

对确实难以保就近入学,并且公共交通不能满足学生上下

学要的农村地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保障接受

义务教育的学生获得校车服务。

第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校车安全管理

工作负总责,建立由教育、公安、交通运、财政、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等部门组成的校车安全管理工作协调机制,统筹协调校车

安全僭理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做好校车安全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各盲职责,做好校车安全管

理工作。

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学校分布、需要校车服

务的学生人数知道路交通状况等,制定包括交通现状、服务学生

人数、工作原则目标、校车运营式、保措施、实施步骤等内

容的校车服务方案。

第七条婕立省、地级以上市、县三级财政校车专项补助制

度,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建立校车服务财政资助制度,落实校车服

务所需财政资金由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分担的政策。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依法落实校车服务税收优惠,在规定

权限内制定校车路桥车辆通行费的优惠办法。

保险机构应当执行经保险监管部门审批或者备案的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承运人贵任保险和司乘人员贲任保险等保

险条款费率.对符合费率浮动优惠条件的应当给予优惠。建立校

车保险理赔绿色通道提高校车理赔时效和服务水平。

第八条学校向学生提供校车服务并收取校车费的,应当按

鹱中小学和幼儿园服务性收费有关规定执行鼓励有条件的地方

逐步予以免收

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不得向学生收取校车费。

校车服务提供者应当根据线路性质执行相应价格政策。

第九条学校可以配备校车依法设立的道路旅客运经营

企业、城市公共交通企业,以及根据县级或者地级以上市人民政

府规定设立的校车运营单位,可以提供校车服务。

校车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的所有人应当为学校或砉

校车服务提供者。

第十条豉励有条件的地方通过成立专业校车运菅单位或者

政府购买校车服务等方式,逐步实现校车运营管理的专业化和集

约化。

第十一条县级或者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校车

安全管理条伊}》和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设立校车运营单位的

具体规定,以及组织依法取得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许可的个体经菅

者提供校车服务的管理办法

第二章学校和校车服务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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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应当组织学校开

展交通安全教育,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配合教育行政部门

组织学校开展交通安全教育。

学校应当对黻职工、学生、幼儿及其监护人进行交通安全教

育,定期组织校车安全事故应急焚理演练。

校车服务提供者应当定期组织校车驾驶人和随车照管人员学

习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进行消防、交通事故应急焚和应建

救援知识培训,酡合学校对乘坐校车的学生及幼儿进行交通安全

教育和应急焚理演练。

学校弈校车服务提供砉进行交通安全教育、培训和演练等应

当有书面记录。

第十三条校车应当按照规定配备带有卫星定位功能的汽车

行驶记录仪。学校、校车服务提供者应当建立卫星定位汽车行驶

记录仪监控平台,对校车运行进行实时监管。

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建立的重点车辆监控平台,应当对校车

运行进行统一监管。

第十四条学校或者校车服务提供砉使用校车,应当取得校

车使用许可。申'校车使用许可,应当写校车使用许可申谲

表,向县级或者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提交下列材

料:

第三 校车使用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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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车所有人身份证明

(二)机动车登记证书和行驶证;

(三)校车经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并取得的合格证明;

(四)取得校车驾驶资格驾驶人的驾驶证;

(五)包括行驶线路、开行时间和停站点在内的校车运行

方案;

(六)校车安全管理制度;

(七)机动车承运人责任保险凭证。

校车服务提供者还应当提交校车租赁合同、校车安全管理责

任书;由道路旅客运输经营企业、城市公共交通企业成立的校车

服务提供者.还应当提交道路运经营许可证或者公交线路经营

许可证。

第十五条教育行政部门收到申请材料后进行审查,材料齐

全并待合规定的予以受理,并于受理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分别

送同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交通运输部门征求意见,涉及城

市道路的,还应当送同级城市道路管埋机构征求意见。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交通运输部门、城市道路管理机构

收到征求意见材料后,应当在3个工作H内向教育行政部门回复

意见。

校车行驶线路超出教育行政部门所在市、县的,收到申请材

料的教育行政部门还应当向相关县级或者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教

育行政部门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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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教育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交通运部门、城市道路管理机构的回燹^见之口起5 个工

作日内提出审查见,报本级人民政府。

本级人民政府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也

可以委托指定的行政机关在5个工作三内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

决定批准的,应当向申请人出具行政许可决定书;决定不予批准

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肩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

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第十七条申'人取得校车使用许可后,应当向作出许可决

定的同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领校车标牌。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应当在3个工作三内发放校车标牌,并在机动车行驶证上

签注校车类型和核载人数。

第十八条校车行驶线路、开行时间、停靠站点或砉车辆、

所有人、驾驶人发生变化的,应当依照本办法隼十四条至第十六

条的规定申请变更校车使用许可,经原作出讲可决定的人民政府

或砉其委托的行政机关批准,重新领取校车标牌。

第十九条校车达到报废标准或者不冉作为校车使用,以

及校车使用许可被吊销、撤销或者注销的,学校或者校车服务提

供者应当在5日内将校车标牌交回原核发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30B 内盲行拆除校车标志灯、停车指示标志,消除校车外

观标识。

第二十条有下列形之一,校车无法正常运行的,学校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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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校车服务提供者经向当地发放校车标牌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备案后,可以于当E内临时调配其他取得校车标牌的校车或者

有校车驾驶资格的驾驶人并使用原校车标牌

(一)校车发生故障或者进行维修;

(二)校车进行安全技术检验;

(三)校车发生交通事故或者因交通违法被查扣;

(四)校车驾驶人因病或者其他原因无法驾驶校车的。

发放校车标牌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公布接受备案的

方大

第二十一条校车应当每半年进行一次机动车安全技术检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应当为校车安全技术检验提供预约

服务、优先检测等便利条件,并一次性告知车辆存在的安全技术

问题。

第二十二条通过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的校车,学校或者校

车服务提供者申领校车使用许可的条件没有发生变化的,公安机

美交通管理部门应当直接换发新的校车标牌

第二十三条校车驾驶人应当依照《校车安全管理条佞D

的规定取得校车驾驶资格。

机动车驾驶人申请校车驾驶资格,应当向县级或者地级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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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提出申',并提交以下材料

(一)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二)机动车驾驶证;

(三)户籍所在地县级公安机关出具的无犯罪、吸毒行为记

录证明,其中属本省户籍的,也可以由户籍地县级公安机关派出

机构出具相关证明;

(四)县级或者部队团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条件

的证明。

第二十四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材料之

B起5个工作三内审查完毕。对特合条件的,在机动车驾驶证上

签注准许驾驶校车及相应车型,并通报教育行政部门;不特合条

件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第二十五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采取措施,对非本

地核发的校车驾驶资格的驾驶人纳入管理,并提供便民服务。

第二十六条校车驾驶人不具备《校车安全管理条伊}》第

二十三条规定条件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注销其校车驾

驶资格,通知机动车驾驶人换领机动车驾驶证,并通报教育行政

部门、学校弈校车服务提供者。

未收回签注校车驾驶许可的机动车驾驶证的,应当公告其校

车驾驶资格作废



第二十七条保障学生上下学交通安全是政府、学校、社会

和家庭的共同贲任。社会各方面应当为校车通行提供便利,协助

保障校车通行安全。

第二十八条校车行驶路线应当尽量避开急弯、陡坡、临

崖、临水的危险路段;确实无法避开的,道路或砉交通设施的管

理、养护单位应鬟按照标准对上述危险路段设置安全防护设施、

限速标志、"告标牌。

校车经过的道路出现不特合安全通行条件的状况或砉存在交

通安全隐,患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组织交通运输部门、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城市道路管理机构等及时改善道路安全通行条

件、消除安全隐患、。

第二十九条县级或者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应

当对有校车服务需求的学校、幼儿园的数量及校车的运行情况进

行统计.并配合交通运输部门、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城市道路管

理机构对设校车停靠站点预告标识、校车停靠站点标牌和标线

的馓量及设置进行统计和规划。

道路或砉交通设施的管理、养护单位应当按照标准设置校车

停靠站点预告标识和校车停靠站点标牌,施划校车停站点标

线

第五章校车通行安全和乘车安全

校车停靠站点的建设改造抑口常维护费用,由县级或者地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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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市人民政府承担。

第三十条校车戴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嫩,不得以任何理由

超员。

校车应当遵守国家关于校车的限速规定,不得超速行驶。

第三十一条学校或者校车服务提供者应当配备符合下列条

件的随车照管人员:

(一)达到法定劳动年龄,具有劳动能力;

(二)身心健康,无传染性疾病,无痫、精神病等可能影

响照管学生弈幼儿的疾病病史;

(三)无酒、吸毒行为记录,无犯罪记录;

(四)非本地户籍的应当提供在本地的居住证明。

第三十二条校车驾驶人应当协助随车照管人员核实上下车

人数,在确认车上乘员全部离车后方能关闭车门离开。

第三十三条校车发车前,学校或者校车服务提供者应当指

派专人查验校车,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及时予以制止,

不得放行:

(一)无随车照管人员的;

(二)驾驶人与校车标牌载明的驾驶人不特,但有本办法第

二十条规定情形的除外;

(三)驾驶人酒后或者严重体不适驾驶校车的;

(四)有妨碍安全驾驶的其他情形的

校车发车前载乘学生或者幼儿的,还应当查验是否超过核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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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发现超过核载人数的,不得放行。

第三十四条教育、公安机关交通管理、交通运输等部门应

当加强对校车安全管理工作的联合检查,按照职贲权限抑程序加

强对校车的监瞥管理。

第三十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公安机关交

通管理部门、交通运输部门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设立并

公布举报电话、举报网络平台,方便群众举报违反校车安全管理

规定的行为.并在接到举报后 1OB 内依法樊理或砉转送有关部

冂樊理。

第三十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加强校车

安全管理工作的监管工作,督促学校做好校车安全源头管理弈安

全隐、患、排查,对学校的安全教育及应急演练开展情况进行检查,

指导监督学校建立校车安全管理工作制度、应急预案和安全管理

台账

第六章监督检查

第三十七条县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建立辖区校车

安全管理墓础台账,每月汇总校车驾驶人交通违法知交通事故等

情况,并通报学校、校车服务提供者和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焚理

建议。

对交通违法多发、群众举报彩学生家长反映集中、公安机关

提出矣理建议的校车驾驶人,学校或者校车服务提供者应当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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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离或者辞退。

第三十八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查焚校车道路交通安全

违法行为,依法扣留车辆的,应当通知相关学校或砉校车服务提

供者转运学生,并在违法状态消除后立即发还被扣留车辆。

第三十九条交通察对违灰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校

车,除不准予继续驾驶校车的违法行为外,可以在消除违法行为

的前提下先予赦行,待校车完成接送学生任务后再对校车驾驶人

进行焚罚。

第四十条学校或者校车服夯提供者不按照本办法第三十

一条第(一)、(四)项规定备随车照管人员的,由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行政部门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予以矣罚;不按照

本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二)、(三)项规定配备随车照管入员的,

由其主管部门贲令改正,可以焚500元罚款。

第四十一条校车戴人超过核定人数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扣留车辆至违法状态消除,并对学校或者校车服务提供者

焚5⑩元罚歙;载人超过核定人数20%以上的,焚2000元罚款0

校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

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从重焚罚。

第四十二条取得校车使用许可的学校、校车服务提供砉违

反本办法规定,情节严重的,原作出许可决定的地方人民政府或
B

第七章法律责任



者其委托的行政机关可以吊销其校车使用许可,由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收回校车标牌。

第四十三条违反《校车安全管理条伊D 和本办法的其他

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校车安全

管理条角}》等法律法规予以焚理

第四十四条本省港澳台子弟学校、外鞲人员子女学校的校

车安全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四十五条本办法盲 2015年3月16 三起施行。

本办法施行前已经取得校车标牌的用于接送学生及幼儿的非

专用校车.符合本办法第三条的规定并取得校车使用许可的可

以继续作为校车使用至 2016年12月31 Ξ,到期应当注销校车

许可,收回校车标牌。

第八章附姗

分送 国务院办公厅,国夯院法制办。

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政协主席,副省长,省政
府秘书长、副秘书长。

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

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省委办公厅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耱办公厅,省纪委
力、公厅,省法院省检察院。
广卅军区南海舰队广州军区空军省军区。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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