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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投诉湘潭公交：学生为何办不了学生卡
给读职高的孩子办学生公交 IC 卡遭拒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炜 通讯员 李哲孚

城市出行，不少市民的首选是乘坐便捷、价格
实惠的公交车。可近日，湘潭市民张女士却遇到了
麻烦事——今年 7 月，她为 15 岁的儿子办理学生
公交 IC 卡时，却遭到了公交车公司的拒绝，原因
是“职高学生不能办理”。

一般来说，中小学生都有办理学生公交 IC 卡的
权利，可为什么偏偏不包括职高学生呢？对此，张
女士认为“公交车公司的行为涉嫌对职高生的歧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湖南其他市州办理学生公
交 IC 卡又有怎样的规定？为此，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进行了走访……

“别人家的孩子都能办，我儿子也

是学生，怎么就办不了？”7月16 日，

家住湘潭市雨湖区的张女士给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致电，讲述了她不久前遇上

的糟心事。

7月8日，张女士带着儿子的户口本、

入学证明等资料前往湘潭交通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办理学生公交 IC 卡时，遭到

了拒绝。“他们说，只有中小学生及普

通高中生可以办理学生公交 IC 卡，职高

生不能办理。”对此，张女士很气愤，“职

高生与普通高中的学生都是中学生，为

什么不能享受学生公交 IC 卡的优惠待

遇？他们这种‘区别对待’的做法是对

职高生的歧视！”

张女士说，不止是自己家孩子，儿

子同校的不少孩子都遇到过这个问题。

早在 6月初，就有家长向湘潭交通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投诉过这一规定，但该公

司还是坚持“职高生不能办理”。

7月17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致

电湘潭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接电话

的是该公司办公室一名女性工作人员。

该工作人员证实，目前，湘潭市区内的

职高生的确不能办理学生公交 IC 卡。

问及原因，对方未给予正面回应，而是

回答：“公交卡的办理业务主要由我们

公司下属的湘潭综合交通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负责，他们应该更清楚。”

随后，记者又联系上湘潭综合交通

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交通卡业务部。

该部门工作人员表示，从推行“湘潭

交通一卡通”开始，湘潭市只有就读普

通高中、初中和小学的学生可以办学生

公交 IC卡，而就读中专和职高的学生目

前暂不支持办理学生公交 IC卡，不能享

受乘坐公交车的“学生优惠”。

至于原因，该公司相关负责人曾在

今年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表示，关于

学生卡使用群体等事项，在交通卡

服务网点均有办卡须知公示，其使

用群体的范围定义属于企业的自主

行为，交发集团虽承担着政府部

分公益服务职能，同时也享受部

分公益服务补贴，但企业也需根据自身

收益及运营成本来决定对补贴政策受

众群体的开放，故在此情况下不予开放

中职学生享受学生卡待遇。

记者了解到，今年 6月，已有家长

将此情况反映至湘潭市发改委。该部门

也作出回复：“将针对该情况在周边城

市开展调研，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实施

细则。”

那么，湘潭综合交通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是否接到新的通知？该工作人员表

示，目前还未收到政府下发的政策文件，

也未接到公司领导要求将职高生、中专

生纳入到学生公交 IC 卡办理范围的通

知。

那么，在“长株潭一体化”

的背景下，长沙市和株洲市是否

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呢？7月20

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分别联

系了长沙市和株洲市的公交 IC 卡

客户服务中心。

“在长沙市办理学生公交 IC

卡主要面向18 周岁以下的在校学

生。”长沙市公交 IC 卡客户服务

中心一名女客服人员表示，目前

受惠群体包括普通中小学生、职

高生和中专生，但不包括大专生

和大学生。

另外，该名客服人员提醒，18

岁以下的学生带上户口本即可办

理，但如果家中孩子读书比较晚，

或是正在中学复读，即便超过18

岁，只要从学校开具相关证明表明

仍然在读，并通过办卡中心的年审，

就能办理学生公交 IC卡。

株洲市公交 IC 卡客户服务中

心工作人员则表示，目前，学生

公交 IC 卡只要求办卡人年龄“必

须在 18 周岁以下”，并未对办卡

人的学历和身份进行限定。也就

是说，只要办卡人不超过 18 岁，

无论是普通中小学生还是职高

生，都可办理。一旦超过 18 岁，

便只能办理成人公交 IC 卡。

该名工作人员还介绍，办卡人

只需带上本人户口本以及一张 1

寸免冠相片，即可到售卡网点办

理学生公交IC卡。学生卡收费0.8

元 / 次，成人卡收费1元 / 次。

对同龄孩子区别对待
有违教育平等理论

李亚岚（湖南君雅职业教育培训中心主任）
从教育的角度来看，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教育

虽然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教育，但两者同等重要，都

是不可或缺的教育。两者互动分流，是教育科学发

展的必然趋势，不存在高低优劣之分。

尽管湘潭市公交车公司未将职高生纳入学生公

交IC卡的受惠群体，是有着“自身收益及运营成本”

的考虑，但这种“区别对待”的做法的确有失公平、

公正，不免让人感觉“受到歧视”。在教育平等的

大环境下，对同龄孩子区别对待就是有违平等教

育理论的，尤其可能对“被歧视”的孩子心理造成

一定伤害。

针对职高学生不能办理学生乘车优惠卡的问

题，希望相关单位部门能出台政策文件，对这一学

生群体的公交优惠待遇做到“一视同仁”。

职高生不能办学生公交卡，
不违法但有违情理

刘悦（湖南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目前，根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义务

教育法》的相关规定，只要求学校、教师在教育教

学中应当平等对待学生，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而

在办理公交IC卡方面，并未对具体行为作出规定。

因此，职高生不享受学生乘坐公交车优惠待遇

的情况，目前，根据我国已有法律法规来看，并

没有内容明确该情况属违法。不过，从本案中看，

湘潭公交车公司将职高生排除在学生乘坐公交的受

惠范围外，确实不符情理。

其实在生活中，学生遭遇歧视的现象并不少见，

比较典型的情况有两种：一种体现在学生求职上。

一些企业在人才市场招人时，虽然会在招聘栏上

写明“招聘面向所有高校生”，但通知笔试面试时，

通常只通知“985 工程”和“211 工程”院校的学生，

而普通本科大学生，即便投了简历也大多“石沉大

海”。甚至，有些“戴有色眼镜”的用人单位，会

拒收大专生、职高生的简历。

对于用人单位的这些行为，已违反我国《就业

促进法》第26 条规定：“关于用人单位招用人员

不得实施就业歧视”，求职者可向当地人社部门进

行举报，人社部门将对用人单位指出其错误，并

对明显违反就业公平的情况，进行查处。

另一种情况体现在金融业务上。比如有些在

读研究生，尚未参加工作的他们虽然没有很高的工

资，但每月也有数千元的补贴，但即便是这些高学

历的学生，也有可能在办理信用卡时被银行拒绝。

因为，办信用卡一般要求有稳定的工作收入。不过，

即便是一边读书一边工作的在职研究生，也很可能

面临成功办理信用卡、但透支额度被限低的尴尬。

对于这种情况，学生可以向当地银监会、消协、

教育等多部门进行投诉，要求予以纠正查处。

说法

投诉 职高生不能办理“学生公交卡”

回应 企业享有自主权，办卡须知已公示

调查

长株潭地区，
仅湘潭有此规定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李
诗韵 通讯员 李三平）为了打击

“医托”“号贩子”“黑救护车”

等现象，长沙市卫生健康委员

会、市公安局、市城管局等展开

为期两个月的联合整治行动。7

月30日，记者从芙蓉公安分局

获悉，近日，该局文艺路派出

所民警在“星城园丁”群防群治

APP 接单巡逻时，将正在中南

大学湘雅二医院等地倒卖专家

号的两名“号贩子”抓获。

文艺路派出所副所长蔡新

辉表示，这些“号贩子”主要

集中在人流量大的医院，且多

为单独行动，他们的目标群体

多为没有挂到号的外地人士。

由于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每天

派号有限，其中 90% 的号在网

上派发，剩下的 10% 由医院挂

号窗口派发。“号贩子”瞄准外

地患者，对在窗口未挂到号或

不愿排队挂号的人进行贩号。

“号贩子”还制作名片主动发

放给患者，并向患者及家属声

称，他们可以代挂专家号、办

理住院等各种业务。他们通过

主动搜集患者的身份信息，利

用患者的身份信息在网上抢号，

然后再将抢来的号以 100 元到

150 元的价格出售给患者。

蔡新辉说，目前，两名被抓

获的“号贩子”已被公安机关依

法行政拘留5日。民警称，医院

“号贩子”的存在，不仅使原本

挂号只需十几元的患者付出了更

多的费用，还使得原本数量有

限的挂号在正常渠道内减少，严

重扰乱了医院正常的医疗秩序。

据悉，长沙市卫生健康委员

会、市公安局、市城管局等展

开为期两个月的联合整治行动，

重点打击、依法查处医院及周

边存在的“医托”“号贩子”“黑

救护车”等行业乱象；重点打

击医院周边欺行霸市、强买强

卖等侵害患者权益的“市霸”等

黑恶势力和个人；加强医院周边

小旅店、摊点摊贩、黑诊所、虚

假医疗广告等乱象的整治。

长沙多部门联合整治，两名“号贩子”当场被抓

扫一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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