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开展殡葬改革以来袁 我区狠抓 野殡冶尧 野葬冶尧 野祭冶

三方面整治袁 推行科学尧 文明尧 绿色的殡葬方式袁 取得了

较大的成效遥 但也存在执法难度大尧 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尧

生态墓入葬率低尧 配套设施建设不完善等问题遥 今年袁 我

区将全面深化殡葬改革袁 疏堵结合袁 科学引导袁 优化管理袁

树立厚养简葬新观念袁 让文明殡葬深入人心遥
疏堵结合袁 科学执法遥 我区将以 野和合圣地 文明台

州冶 为切入点袁 以 野和文化冶 为主题袁 在不同社区 渊村冤
开展文明殡葬大小讲座袁 结合椒江实际袁 做细做实群众思

想工作袁 树立厚养简葬的新观念袁 提倡老人在世时多孝敬袁

做到老有所养袁 老有所乐袁 是为 野疏冶遥 按照属地管理原

则袁 对 野三沿五区冶 坟墓开展全面的调查摸底袁 建立完善

日常不定期巡查巡山机制袁 建立完善乱埋乱葬举报机制袁

对违规乱埋乱葬者给予严厉的批评教育袁 对违规私墓尧 扩

建墓毫不留情一律拆除袁 是为 野堵冶遥 打出疏堵结合 野组合

拳冶袁 辅之以科学的执法手段和方式袁 从根本上杜绝散埋乱
葬袁 探索建立长效管理机制遥

宣传引导袁 节地安葬遥 加强绿色殡葬理念宣传袁 引导
选择节地生态葬袁 避免出现新一轮的 野青山白化冶遥 各公墓

注重营造园林风景袁 努力将墓园打造成缅怀先人尧 宣传教

育尧 传承文化的场所袁 以满足社会群众多样化需求袁 提高

生态安葬率遥 培育节地生态安葬示范点袁 积极推广骨灰堂尧

骨树葬尧 花葬尧 海葬等生态葬方式遥 进一步推广奖补政策袁

重点完善基本殡葬公共服务设施袁 以更优质尧 更人性化的

服务吸引人们选择生态葬袁 如建设生态葬纪念碑以便于逝

者亲属在重要传统节日进行祭奠遥 目前袁 我区已投入 60万
元袁 在塔下程公墓较好区域建设了占地约 1亩的生态安葬

示范墓地袁 共有骨灰树葬墓 15穴袁 花葬墓 413穴袁 生态骨
灰存放格位 310个 袁 在塔下程公墓建设了海葬纪念碑遥

优化管理袁 专款专用遥 建立健全村级公益性公墓的管

理机制袁 统一村民思想袁 调动其积极性袁 并专题研究资金

筹集尧 管理方案等遥 加强公墓的日常管理袁 定期对公墓及

周边的环境卫生进行保洁袁 对墓区内树苗进行修剪和整治袁
使公墓保持绿化美化整洁遥 设立专职人员负责墓穴销售档

案袁 探索建立公墓建设管理基金袁 按公墓年销售比例提取袁

专项用于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建设遥 加强公墓设施建设袁

合理配置公墓资源袁 提高公墓服务能力袁 以满足当地丧葬

消费需求遥 落实安全防范措施袁 开展定期的公墓安全检查袁

使公墓基础设施保持完整和安全袁 在重大祭祀节日与交警尧
城管尧 林业等相关部门配合袁 保障扫墓秩序的正常尧 有序遥

殡葬改革袁 以更文明的方式跟世界告别

野山城陌上花开袁 花火
人生浅短袁 亦绚烂尧 太匆匆袁

魂归大海香兰托袁 春暖花开袁 缓缓

归遥冶 去年 3月 21日袁 我区首次组织 4位

逝者家属参加海葬仪式遥 以海为墓袁 寄托哀

思袁 节约资源袁 文明殡葬遥 这也是我区开展殡

葬改革 野除陋习 树新风冶 的一个缩影遥

去年袁 自丧葬礼俗改革工作开展以来袁 我区

以 野治陋习袁 树新风冶 为目标袁 全力推进殡葬改

革遥 从政府尧 市场尧 群众三个维度入手加强殡

葬监管执法袁 积极探索建立殡葬改革常态化

管理机制袁 丧葬整治连续 5个月实现零违

规袁 殡葬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遥 上月袁

我区被列入全国首批殡葬综合改

革试点袁 系台州唯一遥

阴本报记者 王卫君 通讯员 周赛 叶丽萍

为加快推进移风易俗的社会改

革袁 推行科学尧 文明尧 绿色的殡葬方
式袁 我区强化殡葬改革袁 在全市率先

启动史上规格最高尧 规模最大尧 范围
最广尧 标准最严的丧葬礼俗专项整治

工作遥

我区抓牢党员干部这一关键少

数袁 形成典型示范效应袁 在全市率先

组织动员党员干部签订 叶党员干部模

范参与和推动丧葬礼俗改革承诺书曳袁

在全省率先出台党员干部违反丧葬管
理规定问责办法遥 制定出台城乡丧葬

礼俗一体化整治实施意见袁 实施全区
除海岛镇外严管全覆盖遥

自去年 4 月 10 日进入集中整治

阶段以来袁我区通过野治源头冶和野抓终
端冶相呼应袁野事前劝导冶和野现场监管冶

相结合的举措袁对全部 2755例办丧开

展事前劝导和现场监管袁 扭转了丧事

大操大办的局面袁 为群众节约治丧开
支 8200余万元遥 2012年袁我区开始实

行 叶椒江区殡葬基本服务项目免费试
行办法曳袁至目前袁已累计为 16618 名

群众减免包括接尸费尧火化费尧遗体存

放费尧骨灰寄存费尧骨灰盒等 7项殡葬

基本服务项目费用 1296余万元袁为困

难群众免费提供墓穴 30余座遥

重 野殡冶 改革袁 让丧事 野悄无声息冶

为加强源头管理袁 确保合规入

葬袁 我区利用互联网创新骨灰跟踪方
式袁 建立椒江区骨灰跟踪管理系统袁

实现骨灰跟踪网络化袁 强化日常督促

检查袁 有效控制骨灰去向袁 及时发现

和阻止乱葬乱埋行为遥

同时袁 按照 野统筹规划尧 因地制

宜尧 合理布局冶 的原则袁 坚持新建和

改扩建并举袁 加快公益性墓地建设袁

满足市民殡葬需求遥 截至目前袁 我区
建设有 1家经营性公墓要要要椒江永安

陵园袁 下辖墓区塔下程尧 黄岙里尧 水

门袁 墓穴的销售价格以物价局核定标

准制定曰 建设有 60家村级公益性骨

灰安放设施 渊包括公益性墓地和骨灰

堂冤袁 墓穴价格设定在合理范围以适

应不同经济水平的人群需求遥

坚持以民为本尧 为民服务宗旨袁坚
持以殡葬惠民政策引导绿色殡葬理念袁

给百姓野身后事冶减负遥为鼓励更多死者

灵骨参与树葬尧花葬等生态葬袁2016年

8月起推行生态安葬奖励政策袁截至目

前袁我区已有 4名丧属领取了生态安葬

奖励金袁奖励每人 2000元遥

重 野葬冶 治理袁 跟生命告别更实惠

2017年 4月 9日上午袁 走进洪家

街道大板桥村袁 只见一条条狭长的

村道空荡荡的袁 偶见一路边放着四

五只花圈袁 不闻鼓乐声袁 与往常无

异遥 而实际上袁 该村的村党支部书

记黄善德的母亲去世袁 这几天正是
办丧期间遥 作为村干部他正用自己

的实际行动响应丧葬礼俗整治袁 倡
导文明殡葬遥

为做到丧事不扰民袁 创建文明城

市袁 我区强化丧葬动态管理袁 明确规

定不能在居民区尧 城区街道尧 公共场

所停放遗体尧 搭建灵棚尧 扬幡挂符尧

摆设花圈挽幛进行祭拜袁 不能使用扩

音器材袁 鼓乐班数尧 人数也都有严格
限制遥 2016年 9月袁 推行市殡仪馆集

中治丧相关费用减免政策袁 丧属在 24
小时内将遗体运往台州市殡仪馆集中

守灵治丧袁 免三日内的守灵厅尧 冰柜

及休息房费用遥 至目前袁 已为 210户

丧户减免追思厅尧 冰柜租赁等费用 21

万元遥

截至去年袁 全区共检查了殡葬

市场经营户 638 家次袁 整改 89 家袁

关停 5 家袁 处罚了 10 名违规办丧

责 任 人 袁 全 年 出 殡 合 规 率 达

99.7%遥

重 野祭冶 整治袁 让丧葬仪式更文明

科学引导袁 让文明殡葬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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