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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市府办〔2017〕33 号 
 

 

梅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梅州城区 

60周岁以上老人小学生初中生残疾人 

现役军人残疾军人等群体免费乘坐 

梅城公交车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府直属和中央、省属驻

梅各单位： 

《梅州城区 60 周岁以上老人小学生初中生残疾人现役军人

残疾军人等群体免费乘坐梅城公交车实施方案》已经市人民政府

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请径向市交通运输局反映。 

 

梅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 11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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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做好梅州城区 60周岁以上老人、小学生、初中生、

残疾人、现役军人、残疾军人等群体（下称“特定群体”）免费

乘坐梅城公交车工作，着力提高城市公交便民利民服务水平，增

强市民出行幸福感，结合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优惠区域 

本方案所称“梅州城区”，是指梅江区全区以及梅县区新城

街道办、扶大园区、程江镇、城东镇、南口镇等 5个管辖区域。 

（一）上述梅县区 5 个管辖区域特定群体已办理梅州城区公

交免费卡以及在 2017年 12月 31日前根据本方案办理了梅州城区

公交免费卡的，2018年后仍适用本方案，刷卡补贴费用由市财政

负担。 

（二）2018 年 1 月 1 日起，上述梅县区 5 个管辖区域特定群

体新办公交免费卡不再适用本方案，应根据梅县区特定群体免费

乘坐公交车方案办理梅县区公交免费卡，刷卡补贴费用由梅县区

财政负担。 

二、优惠人群 

（一）梅州城区户籍 60 周岁以上（含 60 周岁，下同）老人

及非梅州城区户籍常住梅州城区 60周岁以上老人，凭老年人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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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卡免费乘坐梅城公交车。 

（二）梅州城区在册登记就读的全日制小学生，凭学生公交

免费卡免费乘坐梅城公交车。 

（三）梅州城区在册登记就读的全日制初中生，凭学生公交

免费卡免费乘坐梅城公交车。 

（四）盲人和其他重度残疾人凭残疾人证免费乘坐梅城公交

车，其他残疾人凭残疾人证半价乘坐梅城公交车；残疾人可凭爱

心公交免费卡免费乘坐梅城公交车。 

（五）现役军人凭有效证件、残疾军人凭《中华人民共和国

残疾军人证》免费乘坐梅城公交车。 

三、老年人、学生、残疾人公交免费卡办理及使用规定 

公交免费卡为记名 IC卡，分为老年人卡、学生卡、爱心卡三

种，并分别印有持卡人如下信息： 

老年人免费卡：姓名、相片、身份证号码、住址； 

学生免费卡：姓名、相片、学校、届别； 

残疾人爱心免费卡：姓名、相片、残疾证号码、住址。 

每月底对公交免费卡当月使用次数进行清零，并设定下月免

费次数，暂不支持个人充值使用。持公交免费卡乘坐梅州市城市

建成区范围（即市物价局批准的 2元/次公交运营范围）以外公交

线路路段，按实际乘车费用相应扣除当月次数或金额。凡需销卡

的，可带公交免费卡自行到市行政服务中心公交优惠卡办理窗口

办理相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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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老年人（记名）免费卡。 

⒈梅州城区户籍 60 周岁以上老人以及常住梅州城区 60 周岁

以上老人凭老年人免费卡免费乘坐梅城公交车，在一个自然月内

限乘公交车 50次，当月有效，下月不进行累加；每次计 2元，计

每月有效金额为 100元。 

⒉办卡。 

（1）梅州城区户籍 60周岁以上老人需办卡的，自年满 60周

岁之日起，本人亲自前往市行政服务中心公交优惠卡办理窗口办

理，即时领取。办卡需提供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2）非梅州城区户籍常住梅州城区的 60 周岁以上老人需办

卡的，自年满 60周岁之日起，本人亲自前往市行政服务中心公交

优惠卡办理窗口办理，并提供本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及常住梅

州城区的证明材料（如租房合同、当地派出所出具的常住证明等，

下同）。港澳台同胞、外国人申请办卡的，需提供港澳台居民往

来内地通行证、外国人入境证明原件和复印件及常住梅州城区的

证明材料、1张小一寸彩色近照。 

申请人在办卡申请受理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后，凭本人身份

证等有效身份证件和办卡回执到市行政服务中心公交优惠卡办理

窗口领取。 

⒊补卡。因遗失、损坏等原因补办老年人免费卡的，先要对

原卡进行挂失，挂失 7 个工作日后，由本人亲自前往市行政服务

中心公交优惠卡办理窗口办理补卡，即时领取，原卡注销。补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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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提供本人身份证（港澳台居民提供本人往来内地通行证、外国

人提供入境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⒋销卡。持卡人因死亡、离梅等原因需注销卡的，其亲属或

本人应及时主动到市行政服务中心公交优惠卡办理窗口办理注销

手续。办卡部门可根据民政、公安部门提供的人口自然减员变动

信息及时进行销卡，刷卡计费系统运营服务商在收到人口减员变

动信息后 10个工作日内做好老年人公交免费卡注销工作。 

（二）小学生（记名）免费卡。 

⒈梅州城区在册登记就读的全日制小学生凭学生免费卡免费

乘坐梅城公交车。根据学生年级设置票卡有效期，在一个自然月

内限乘公交车 90次，当月有效，下月不进行累加；每次计 1元，

计每月有效金额为 90元。寒、暑假期间（即一月、七月、八月）

每月免费乘坐 45次。 

⒉符合条件的小学生需集中办卡的，应向所在学校申请，由

学校采集信息后报辖区教育局汇总上报市教育局。经市教育局集

中审核、送市交通运输局办好卡后，由教育部门将公交免费卡分

发给各学校发放。市教育局应于每年 9月 30日前将需要办卡的小

学一年级新生办卡信息报送市交通运输局，刷卡计费系统运营服

务商应于每年 10 月 15 日前将制作好的学生公交免费卡交由市交

通运输局。 

小学生未集中办卡的，由小学生的监护人前往市行政服务中

心公交优惠卡办理窗口办理，并提供办卡小学生 1 张小一寸彩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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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照和学校证明，学校证明需包含学校名称、学生姓名、班级、

学籍号等相关信息。在办卡申请受理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后，由

小学生的监护人凭其身份证和办卡回执到市行政服务中心公交优

惠卡办理窗口领取。 

⒊补卡。因遗失、损坏等原因补办学生免费卡的，先要对原

卡进行挂失，挂失 7 个工作日后，由小学生的监护人前往市行政

服务中心公交优惠卡办理窗口办理补卡，即时领取，原卡注销。

补卡需提供办卡小学生 1张小一寸彩色近照和学校证明。 

⒋小学生毕业后仍符合本方案初中生办卡范围的，其公交免

费卡可顺延初中三年继续使用，由刷卡计费系统运营服务商修正

相应参数。 

⒌销卡。因迁学、辍学等原因需注销卡的，持卡小学生的监

护人应及时主动到市行政服务中心公交优惠卡办理窗口办理注销

手续。办卡部门可根据教育部门提供的学生变动信息及时进行销

卡，刷卡计费系统运营服务商在收到学生变动信息后 10个工作日

内做好学生公交免费卡注销工作。 

（三）初中生（记名）免费卡。 

⒈梅州城区初中生凭学生公交免费卡免费乘坐梅城公交车。

根据学生年级设置票卡有效期，在一个自然月内限乘公交车 90

次，当月有效，下月不进行累加；每次计 1.5元，计每月有效金额

为 135 元。寒、暑假期间（即一月、七月、八月）每月免费乘坐

4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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⒉初一新生学生卡的升级：由教育主管部门通知免费范围内

的学校收齐初一新生原小学时办理的学生免费卡，并提供学校名

称、班级、学生姓名、学籍号等信息，汇总后由市教育局将相关

资料于每年 9月 30日前报送交市交通运输局，刷卡计费系统运营

服务商于每年 10月 15日统一完成升级。  

⒊补卡。因遗失、损坏等原因补办学生公交免费卡的，先要

对原卡进行挂失，挂失 7 个工作日后，由持卡学生到市行政服务

中心公交优惠卡办理窗口办理补卡，即时领取，原卡注销。补卡

需提供本人小一寸彩色近照 1张和学校证明。 

⒋销卡。因迁学、辍学等原因需注销卡的，持卡学生应及时

主动到市行政服务中心公交优惠卡办理窗口办理注销手续。办卡

部门可根据教育部门提供的学生变动信息及时进行销卡，刷卡计

费系统运营服务商在收到学生变动信息后 10 个工作日内做好学

生公交免费卡注销工作。每年 7 月 1 日零时起，统一注销初三年

级学生免费卡。 

（四）爱心（记名）免费卡。 

⒈残疾人需办理爱心免费卡免费乘坐梅城公交车的，按照“一

人一卡”的原则，60周岁以上残疾人只能选择老人免费卡和残疾

人爱心免费卡其中一种办理；既是小学生（中学生）又是残疾人

的，只能选择学生免费卡和残疾人爱心免费卡其中一种办理。6

周岁或 1.2米以下残疾儿童直接免费乘坐梅城公交车。 

⒉办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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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梅州城区户籍的残疾人需办卡的，由本人（或监护人）

到市行政服务中心公交优惠卡办理窗口办理，并提供申请人身份

证、残疾人证原件及复印件。符合条件的，即时办理领取。 

（2）非梅州城区户籍常住梅州城区的残疾人需办卡的，由本

人（或监护人）到市行政服务中心公交优惠卡办理窗口办理，并

提供申请人身份证、残疾人证原件及复印件和常住梅州城区的证

明材料。 

申请人在办卡申请受理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后，由本人（或

监护人）凭申请人身份证和办卡回执到市行政服务中心的公交优

惠卡办理窗口领取。 

⒊补卡。因遗失、损坏等原因补办爱心免费卡的，先要对原

卡进行挂失，挂失 7 个工作日后，由本人（或监护人）到市行政

服务中心公交优惠卡办理窗口办理补卡，即时领取，原卡注销。

补卡需提供补卡人的身份证、残疾人证原件及复印件。 

⒋销卡。因死亡、离梅等原因需注销卡的，其亲属或本人应

及时主动到市行政服务中心公交优惠卡办理窗口办理注销手续。

办卡部门可根据民政、公安部门提供的人口自然减员变动信息及

时进行销卡，刷卡计费系统运营服务商在收到人口减员变动信息

后 10个工作日内做好残疾人爱心免费卡注销工作。 

四、刷卡计费系统管理使用 

特定群体免费乘坐梅城公交车刷卡计费系统主机租放在中国

电信梅州分公司机房，主要参数按市政府文件设定编入后，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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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局、市财政局双密码设定，任何人都不得擅自修改参数。

如需修改，必须由市交通运输局和市财政局共同确定。新刷卡计

费系统日常管理由第三方刷卡计费系统运营服务商负责。 

市行政服务中心大厅设立公交优惠卡办理窗口，由身份证识

别器读写办卡申请人身份信息。通过系统甄别不符合办卡条件的，

不予办理。  

市交通运输局、市财政局、市公交公司对在使用的公交免费

卡进行抽查和监测。对违反规定用卡的，市交通运输局、市财政

局有权即时锁住违规使用的公交免费卡，并进行调查处理。 

严格执行特定群体免费乘坐公交车刷卡计费第三方运营、管

理规定，为市民提供优质服务。 

五、设备管理 

特定群体免费乘坐梅城公交车刷卡计费系统包含车载刷卡终

端、卡务中心制办卡设备、服务器等，均为国有资产。在使用过

程中，任何单位及个人必须爱护政府公共资源。设备出现人为损

坏或遗失的，按谁损坏、谁管理、谁负责的原则，依法予以赔偿。 

车载刷卡机出现故障无法使用需更换的，由市公交公司负责

拆卸后交刷卡计费系统运营服务商，经市交通运输局确认后置换

新设备，由刷卡计费系统运营服务商安装测试合格后交付使用。    

六、监督 

0753 2280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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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实施时间 

本方案自 2017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有效期 3 年。本市此前

制定的特定群体免费乘坐梅城公交车规定与本方案不一致的，以

本方案为准。 

 

附件： 

⒈梅州城区 60 周岁以上老人小学生初中生残疾人现役军人

残疾军人等群体免费乘坐梅城公交车实施方案实施细则 

⒉梅州城区 60 周岁以上老人小学生初中生残疾人现役军人

残疾军人等群体免费乘坐梅城公交车实施方案实施单位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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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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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交免费卡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故意将卡借给他人

使用或帮别人刷卡的，市交通运输局有权停用、收回或注销其使

用的公交免费卡；公交免费卡违规使用，发现 1 次停用半年，累

计发现 2 次停用一年，累计发现 3 次予以注销，并视情况取消持

卡人享受免费乘坐公交车资格。 

（二）持卡人需妥善保管公交免费卡，防止卡片损坏或遗失。

遗失公交免费卡的，持卡人须即时电话（电话号码：0753—6133835）

告知市行政服务中心公交优惠卡办理窗口进行锁卡，防止他人冒

用，并在 15日内到市行政服务中心公交优惠卡办理窗口做挂失处

理，老人卡、爱心卡挂失需提供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学生卡

需提供学校证明；未在 15日内挂失，公交免费卡被他人使用，发

现 1 次停用半年，累计发现 2 次停用一年，累计发现 3 次予以注

销，并视情况取消持卡人享受免费乘坐公交车资格。 

（三）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通过使用公交免费卡非法牟利。

一经发现，由公安机关或有关部门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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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持卡人凭公交免费卡搭乘公交汽车时，应主动配合工

作人员进行身份确认。 

（五）每张卡每天限刷 8次；同一张卡在同一公交车上使用，

间隔 15分钟刷卡才能有效。 

（六）老人卡、爱心卡审验。  

⒈梅江区和梅县区户籍的老人卡、爱心卡已实施审验解除锁

定，该区域人群的老人卡、爱心卡不需进行年度审验，长期使用；

同时采用从民政、公安部门提供的人口自然减员信息，由市交通

运输局交由刷卡计费系统运营服务商办理销卡手续。 

⒉非梅江区和梅县区户籍的老人卡、爱心卡按卡面证件号的

末位数对应的月份，由本人持卡到市行政服务中心公交优惠卡办

理窗口办理年度激活；卡面证件号末位为“0”的在每年的 10 月

份办理，卡面证件号末位为英文字母的在每年的 11月份办理。逾

期 2 个月未办理年度激活的老人卡、爱心卡自动失效，需本人持

卡到市行政服务中心公交优惠卡办理窗口办理年度激活后才可重

新使用。 

 

市行政服务中心公交优惠卡办理窗口设立固定办卡点，由市

交通运输局和市财政局进行业务指导、监督，工作人员由刷卡计

费系统运营服务商派驻，接受市行政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的统一

管理。公交优惠卡办理业务日常费用（设备更新、所产生耗材、

空白卡、办公用品等）支出由刷卡计费系统运营服务商据实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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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市交通运输局确认后，由市财政局按程序核拨。 

 

（一）梅州城区小学生、初中生、60周岁以上老人、残疾人

凭公交免费卡免费乘坐梅城公交车按实进行财政补贴。 

（二）残疾人凭残疾人证优惠乘坐公交车实行财政差额补贴，

按 2万元/年给予补贴；现役军人、残疾军人免费乘坐公交车实行

财政定额补贴，按 20 万元/年给予补贴，统一由市财政局按季度

拨付。 

（三）申请人办卡、补卡免费。由市财政给予 10 元/张的制

卡工本费补贴，并于每年 3月拨付上年度制卡工本费补贴。 

（四）补贴办理。 

市财政局根据新刷卡计费系统记录的每月刷卡数据（该数据

市财政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公交公司实时同步），计算补贴资

金，经市交通运输局认定盖章后，按实逐月拨付，次月 5 日前报

送，10日前（节假日顺延）直接拨付给市公交公司，不需要由市

公交公司提供数据和补贴申请。 

（五）监督管理。市交通运输局将发放若干社会监督卡给社

会监督员，随时检查发现特定群体众免费乘坐梅城公交车工作中

存在的问题，并给予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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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60  

 

 

 

 

一、市交通运输局：牵头拟订特定群体免费乘坐梅城公交车

实施方案，负责组织协调办理公交免费卡、监督管理特定群体免

费乘坐梅城公交车相关事宜。 

二、市财政局：负责补贴资金的审核拨付，确保补贴资金安

全准时到位，做好刷卡计费系统运营服务商开展公交优惠卡日常

业务资金保障等相关工作。 

三、市行政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协助做好公交优惠卡办理

窗口的设立、管理工作。 

四、市民政局：负责落实好梅州城区户籍 60周岁以上老人、

及现役军人、残疾军人人数统计工作，每月 10日前提供上个月梅

江区、梅县区 60周岁以上老人死亡的火化名单给市交通运输局。 

五、市教育局：负责协调梅江区、梅县区教育局及城区学校，

落实好梅州城区在册登记就读的全日制小学生、初中生人数统计、

信息采集、集中审核及梅州城区学生公交免费卡发放相关工作；

每年 7 月 1 日前统一收集初三毕业学生的公交免费卡交市交通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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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局重复利用。 

六、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负责完善公交站亭、首末站、

枢纽站等城市公交基础设施。 

七、市残联：负责做好残疾人已办证人数统计工作，协助做

好残疾人免费乘车的监督管理工作。 

八、市公安局：每月 10日前提供上个月梅江区、梅县区辖区

内人口自然减员变动信息（包括户口所在地、姓名、身份证号等）

给市交通运输局。 

九、梅江区、梅县区人民政府：配合市有关部门做好特定群

体免费乘坐梅城公交车相关工作。 

十、梅州城区范围（含梅江区、梅县区）的镇政府（街道办

事处、管委会）及派出所、居（村）委会：负责把好外地户籍常

住梅州城区办卡人口的审核关；及时准确做好辖区内人口自然减

员变动信息的统计工作，并更新至社保部门的管理系统。市交通

运输局、市财政局将不定期对外地户籍常住梅州城区人口办卡资

料及相关证明作核实调查，市监察局对此项工作进行监察。 

十一、梅州市广播电视台、梅州日报社：负责大力宣传特定

群体免费乘坐梅城公交车方案，及时将惠民政策通过电视、报纸

等媒介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 

十二、梅州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负责提供优质的公交服

务，按规定做好运力调节、完善公交设施等工作，落实“公交一

票制”（城乡公交线路除外），购买承运人责任险，加强驾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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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严禁驾驶员以欺骗手段提高公交免费卡刷卡额度，配合有

关部门做好相关工作。 

十三、刷卡计费系统运营服务商：负责各类公交免费卡制作

等相关工作；做好公交刷卡计费系统后台的批量办卡受理、系统

运维、故障受理报修、数据维护、报表归类等相关工作；落实好

服务合同规定的其他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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