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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门发布意见稿，拟将儿童优惠乘车政策从“量身高”转为“看年龄”

6岁以下儿童拟免费乘公交

□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欧嘉福

见习记者 刘俊（除署名外）

本版摄影

信息时报记者 陈文杰

昨日上午，交通运输部、

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关于

深化道路运输价格改革的意

见（征求意见稿）》（下称《意

见稿》）。《意见稿》提出，城市

公交、 长途客运的儿童优惠

乘车政策将从“量身高”转为

“看年龄”，6岁以下儿童可持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免费乘

车，6岁到14岁的半价。 对

此， 不少广州家长都表示赞

同， 并建议将该政策拓展至

购买火车票、电影票、景区门

票等领域。

网友市民调查：

交通运输部表示， 现行的

城市公交、 长途客运等运价政

策以身高作为儿童免票、 半票

划分依据， 社会公众认为有失

公允， 以年龄为划分依据的呼

声愈发强烈， 成为近几年全国

“两会”提案反映的热点问题。

为此，《意见稿》明确，对持

载明姓名、 本人相片和年龄的

有效身份证件的儿童， 以年龄

为判定标准：6～14周岁的执行

客票半价优待， 并提供座位；6

周岁

（含

6

周岁）

以下、不单独占

用座位的实行免费乘车

（

9

座及

以下客车除外 ）

，6周岁

（含

6

周

岁）

以下、单独占用座位的执行

客票半价优待。

儿童未携带载明姓名、本

人相片和年龄的有效身份证件

的，将以身高为判定标准：身高

1.2米

（含

1.2

米）

以下免费乘车，

身高1.2～1.5米执行客票半价优

待。 这主要是为了便于旅客出

行和经营者执行。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 道路

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在

客车满载情况下免费乘车儿童

数量不得超过核定载客人数的

10%。 9座以下客车在满载情况

下无法携带免票儿童， 因此规

定儿童免票乘车规定不适用9

座以下客车。

多数人支持按年龄实行优惠

截至昨日17时30分，新浪财经发起的

“6岁以下儿童可免费乘车， 你支持吗”投

票中，1.3万人表示支持， 认为身高限制过

于死板；3240人持反对意见， 认为应以身高

为准；4045人则认为两者都可以接受。

在留言区， 持支持意见的网友认为，

如今小孩身高普遍较高，如果按身高来购

票体现不出对儿童的优惠政策；持反对意

见的网友则表示，尽管《意见稿》表明占用

座位就不免费，但他们认为身高的儿童不

占用座位的可能性较低。 还有部分网友对

如何执行表示担心，“总不能随时随地带

着户口本或身份证吧？ ”

在对广州市民的采访中， 记者发现，

赞成这一举措的受访者居多，绝大部分为

孩子家长。

“我家孩子从小长得高，现在3岁半就

超过1.2米了。 如果按年龄作为判定标准，

带他乘车还可以享受两三年的优惠。”邹女

士告诉记者， 虽然平时乘公交时司机并不

会特意量身高， 但长途客运都是严格按照

身高来购票的。

采访中， 部分上班族对这一举措表达

了不同意见。“儿童免票我不反对，但可否

实行非高峰时段儿童免票制度？”在客村上

班的盛女士说， 高峰期本来公交车座位就

不足，如果实行6岁以下儿童免票后，老人

小孩扎堆，上班族更是无处可挤。

此外，记者注意到，如何证明儿童年龄

是大家较为关注的问题。有网友建议，儿童

可以办一张和老人卡类似的“儿童卡”，乘

坐公交车时照常刷卡但不收费； 广州的家

长则建议， 能否拓展羊城通功能作为儿童

身份的确认。

坐火车看电影能否按年龄优惠？

广东省长途客运站的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 平时会遇到不少乘客提出类似要

求，“孩子年龄尚小只是长得高，可否免票

或者半票”。 该工作人员表示，如果《意见

稿》正式通过并实施，他们将按照相关要

求做好调整。 广州市公交集团相关负责人

也表示，如果规定出台，企业一定会积极

落实。

在采访过程中，有家长提出，按年龄实

行儿童优惠可否拓展至其他领域，例如购

买火车票、高铁票、电影票、景区门票。

记者查询广州市电影院、景点等儿童

购票优惠，目前上述场所基本上都是按照

身高来实行优惠，大部分影院和景点对1.2

米以下的儿童实行免票优惠，部分电影院

的免票标准为1.3米以下，部分景点的标准

为1米以下。

儿童免票标准能否随孩子一起“长

高”？近年来不断有专家发出类似的呼吁和

提议。有关专家指出，“儿童票”是法律赋予

儿童的“专属福利”，其只与年龄相关，所以

用年龄作为标准更为科学， 也是国际通行

惯例。 曾经使用的身高标准也有优势，那

就是一目了然、 操作简单。 但随着营养状

况和成长环境的改善， 大多数儿童的身高

远远超过了享受“免票”和“半价票”的优惠

标准，丧失了应有的福利。

记者在网上搜索发现，2018年河南16

家景区曾试行儿童免票新规，除了1.4米以

下免票这一规定外， 各景区还按照年龄做

出免票承诺。 其中，河南省云台山景区从6

月1日至8月31日试行18岁以下持证件免

票；中原影视城从6月1日到9月30日推出12

岁以下儿童免票。近年来，虽不断有景区和

交通系统做出尝试， 但以身高为标准实行

儿童优惠仍占据主要地位。

新闻链接

广州市内公共汽车上的

1.2

米儿童免票标志。 儿童身高如果在

1.2

米以上，需要购

买车票。

6~14岁持身份证

半价乘公交

征求意见稿：

家长提建议：

《意见稿》 关于儿童乘坐城市

公交、长途客运的购票规定

持有效身份证件：

未持身份证件：

身高

1.2

米（含）以下：

免费乘车

身高

1.2~1.5

米：

半价

6~14

周岁：

半价，提供座位

6

周岁（含）以下、不单独占座：

免费乘车（9座及以下客车除外）

6

周岁（含）以下、单独占座：

半价

《交通运输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关于深化道路运输价格改革的意

见（

征求意见稿）

》明确，到2020年，

道路运输竞争性领域和环节价格

基本放开。

———深化道路客运价格市场

化改革。

除农村客运外，由三家及

以上经营者共同经营线路、与高铁

动车组线路平行线路等竞争充分

的班车客运，原则上实行市场调节

价；同一方向上运输方式单一以及

同业竞争不充分的班车客运，可实

行政府指导价（

最高上限价格）

管

理。 取得道路客运经营许可、按照

固定线路运行或者实行区域经营

的农村客运，原则上实行政府指导

价（

最高上限价格）

管理。 完善事前

公告要求。 取消班车客运价格确

定、调整的事前备案。

———完善汽车客运站收费分

类管理。

汽车客运站提供的可由班

车客运经营者、旅客自主选择的服

务收费，应实行市场调节价。 汽车

客运站提供的客运代理、 客车发

班、车辆安全例行检查等车辆站务

基本服务，以及退票、站务等旅客

基本服务收费，原则上实行政府指

导价。 各地结合本地实际，也可部

分实行或者全部实行市场调节价。

———规范道路运输新业态新

模式价格管理。

规范网络预约出租

汽车价格行为，对网约车实行市场

调节价，城市人民政府认为确有必

要的可实行政府指导价。 道路客运

定制服务（

含预约响应式的农村客

运服务

）实行市场调节价。 在农村

地区开通的公共汽电车客运，纳入

公共交通价格管理。

中新

确有必要可对网约车

实行政府指导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