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殡葬一条龙服务从业人员座谈遥

野目前袁 我们正计划建立一座现代化生态墓园袁 满

足群众基本丧葬需求遥冶 区民政局党组成员王代华表示袁
我区现有 4座经营性公墓袁 2座已停止对外销售袁 墓穴

存量仅能维持 3个月左右袁 形势严峻遥 另外袁 从涉及工

程移墓的安置需求看袁 经营性公墓面临约 20000穴的移

墓量袁 数量庞大且时间紧迫袁 大大超出现有经营性公墓

承受能力袁 而生态墓园既可满足我区长远的群众基本丧

葬需求袁 又能成就一座集人文纪念尧 生命教育尧 游览观
景于一体的现代园林遥

王代华表示袁 新墓区可设置革命先辈尧 社会精英尧
文化名家尧 救人英雄等模范纪念园区袁 打造品牌形象曰

也可开辟集树葬尧 花葬尧 草坪葬尧 景观葬等多种节地安

葬方式为一体的生态艺术苑袁 同时还能设立海葬纪念

碑袁 解决民众顾虑的祭祀难问题袁 实现长久尧 便利甚至

低成本祭祀遥
另外袁 针对现在城区山上墓穴明显袁 有碍观瞻等问

题袁 民政部门正在扎实推进 野青山白化冶 治理和万树遮

挡坟墓行动遥

野虽然说是遮挡坟墓袁 但是为方便市民祭祀袁 我们

依然会在每一座墓地留置一定面积的祭扫台袁 方便市民

祭扫遥冶 王代华说袁 考虑到市民多方面意愿袁 这次的树
种选择的也都是有着美好寓意的四季常绿的柏树尧 红叶

石楠尧 珊瑚等名贵树种袁 不要市民额外花费袁 另外袁 这
些树木不仅美观且生长周期缓慢袁 不易长成参天大树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 这些用于遮挡的树木虽然种植时不

需要市民支付费用袁 但是一旦人为毁坏袁 将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进行处罚并要求恢复原样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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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本报记者 李 琴

墓穴不再一味追求豪华袁 关注树葬尧 海葬的市民渐渐多起来噎噎近段时间袁 记者走访许多

市民袁 发现随着殡葬改革工作的深入推进袁 市民的观念也在不断变化袁 节地生态安葬渐入人心遥

今年袁 我区成为全国殡葬综合改革试点遥

遗体接运袁 免费曰 遗体存放袁 免费曰 火化

和骨灰存放袁 免费噎噎自 2012年起袁 我区实
行殡葬基本服务项目免费政策袁 所有城乡居民

的基本殡葬需求均由政府买单遥 截至今年 3
月袁 已累计为 16383名群众减免 1262余万元遥

野一些市民原先以为丧葬费用会很高袁 其

实有将近 800元的基本费用都已由政府买单遥冶

区殡葬改革执法大队大队长唐小国表示袁 目前

送遗体到殡仪馆火化的椒江城乡居民袁 需要支

付的主要是骨灰盒和花圈等费用遥
据了解袁 为扎实推进殡葬改革工作袁 我区

从 2016年 8月起就实行生态安葬奖励袁 对选

择生态安葬的袁 由政府免费提供骨灰安放场
所袁 并给予 2000元现金奖励袁 截至目前袁 已

有 4名丧属领取奖励遥 2016年 9月袁 又推行
集中守灵费用减免袁 凡按规定在市殡仪馆集中

治丧的袁 对追思厅尧 冰柜租赁和客人休息房等

费用进行减免袁 截至目前袁 已为 228 户减免

22.8万元遥

按照我区全国殡葬综合改革试点方案袁 今

后袁 区政府还将每年安排专项资金为百姓 野身
后事冶 买单遥

惠民政策袁 让百姓共享殡葬公共服务

前几年曾有媒体报道称袁 全国各地不仅房

价高昂袁 就连逝者的墓穴也高得离谱袁 有的豪

华墓穴一对就要数十万元遥 在椒江袁 这样的情

况却并没有出现遥

台州市椒江永安陵园服务有限公司是目前

我区唯一的经营性公墓袁 下辖塔下程尧 黄岙
里尧 水门尧 南山 4个墓区遥 据统计袁 目前我区

共有实际安葬墓穴 4.3万余座袁 可供开发山林
十余亩袁 其中南山和水门墓区已饱和停售袁 塔

下程和黄岙里还有一定数量的穴位在售遥 另

外袁 还有 60家公益性骨灰安放设施袁 经营主

体大多为所在地村委会袁 建设资金系村集体自

筹袁 且只针对本村村民开放遥 价格方面袁 也整

体处于可控范围袁 基础墓穴售价从 11800起袁

有不同价位袁 只有少部分艺术墓地价格在十几

万以上遥

野人都走了袁 墓穴大不大袁 豪华不豪华

其实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差别袁 我宁愿他们

以后给我选个普通的位置袁 不招摇尧 更清

净遥冶 今年 70 多岁的王大伯家住白云街道袁

说起身后事老人家一点也不忌讳袁 乐呵呵地
说他早就跟儿子们说好了袁 以后不要给他弄

什么豪华墓穴袁 只要环境好袁 其他都没要
求遥

野从这几年的情况来看袁 市民选择更加务

实袁 认为只要有地方给后代纪念就可以了袁 只

有极少数人会选择可以自主设计的艺术墓穴遥冶

唐小国说袁 目前市民选择最多的价位是 1万~

2万元之间的墓穴袁 绝大多数人负担得起袁 也

不会铺张遥

豪华墓风光不再袁 务实性墓穴受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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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3月 21
日袁 我区首次组织 4位逝者家属参加海葬仪式袁 这是我

区开展殡葬改革 野除陋习 树新风冶 的缩影遥

唐小国告诉记者袁 自海葬推出以来袁 目前已经有

20位市民预约了海葬袁 其中很多都是还在世的老人袁 另

外袁 树葬尧 花葬等生态葬也相继推出遥

野几年前袁 我们就已经为父母在山上买好了公墓袁

前段时间老人听说了海葬尧 花葬的事情袁 非要让我们

去打听遥冶 市民林先生说袁 近两年掀起的海葬新风袁 家

里老人看在眼里袁 记在心里袁 还主动让他们去打听遥

野开始我们做子女的也挺惊讶袁 问他们如果海葬

了袁 该去哪里祭奠她遥 老人说袁 现在都讲厚养薄葬袁
生前子女孝顺就好了遥冶 林先生说袁 现在他也觉得海葬

不错袁 野我们生长在海边袁 看到海就像看到亲人袁 挺
好的遥冶

目前袁 洪家塔下程墓区已建有生态安葬区袁 综合了

树葬尧 花葬尧 壁葬等袁 其中树葬可容骨灰 50个袁 花葬

367个袁 壁葬 200来个袁 章安黄岙里墓区还有 9例采取

了草坪葬遥

海葬尧 花葬引领绿色殡葬新风

节地生态型安葬成未来趋势

综合了树葬尧 花葬尧 壁葬等安葬形式在内的生态安

葬区遥

海葬仪式现场遥

文明殡葬宣传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