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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殡葬管理暂行办法
（2005 年 6 月 28 日海口市人民政府令第 52 号公布 2012 年

4 月 17 日海口市人民政府令第 88 号修改）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殡葬管理,促进社会文明建设,根据《殡葬管

理条例》和《海南省殡葬管理办法》,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从事丧葬活动及殡葬管理、

服务工作的单位和个人,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我市殡葬管理的方针是：积极实行火葬,改革土葬；

节约殡葬用地,保护生态环境；革除丧葬陋俗,文明节俭治丧。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行使本辖区内社会殡葬事务的管理

权,积极推进殡葬改革,制定殡葬事业发展规划,保障殡葬改革必

须的经费。

第五条 各级民政部门是本辖区殡葬管理的主管部门,对殡

葬工作实行监督管理。市民政部门可以委托其所属的殡葬管理机

构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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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司法、工商、建设、土地、规划、卫生、财政、价格、

交通、环保、林业、民族宗教等管理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配合

民政部门做好殡葬管理和改革工作,查处殡葬违法行为。各群众

自治组织要将殡葬改革纳入居民、村民公约。

第六条 文化、新闻出版和广播电视等部门应当做好殡葬改

革、移风易俗的宣传教育工作。机关、企事业单位、村(居)民委

员会和其他组织,应当在本单位或者本区域内开展有关殡葬改革

的宣传教育工作。

第二章 殡葬区划和特殊管理

第七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所有街道办事处管辖区域和府城

镇所设立居委会的管辖区域定为火葬区,其他区域暂定为土葬改

革区。

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城乡建设发展需要提出调整火葬区范

围的意见,按规定程序报经批准后实施。

第八条 火葬区内死亡者的遗体除另有规定的外,一律实行

火葬,禁止土葬。

第九条 土葬改革区内的人员死亡后,提倡火葬,应当将遗

体安葬在农村公益性墓地或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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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建农村公益性墓地或公墓的地区实行不占耕地不留坟头

的深埋。

第十条 对革命烈士墓和知名人士墓以及具有历史、科学、

艺术价值的古墓(以下统称受保护坟墓)依法予以保护,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擅自挖掘、损毁。

因开发建设确需迁移受保护坟墓的,应当经市人民政府批准,

并按照《海南省殡葬管理办法》的规定执行。

受保护坟墓由市人民政府确认。

第十一条 定为火葬区内的原有墓地(不包括公墓)及散墓,

除受保护坟墓依法予以保留外,应当分批限期迁移火葬或就地改

造,不留坟头。

禁止将迁出或平毁的坟墓返迁或在原地重建。

第十二条 尊重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死亡者生前或其亲属

自愿实行火葬的,他人不得干涉。

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允许在指定的地点或公墓土葬。

第十三条 异地死亡的人员,应当就近火化。丧主要求将骨

灰或遗体运至本市安葬的,应当向市民政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

后按本办法第九条办理。

境外人员在本市死亡,丧主要求将遗体运出境外安葬的,由

市民政部门按照北京国际运尸网络服务中心有关规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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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殡葬服务设施及服务机构

第十四条 殡葬服务设施规划应当纳入城乡建设规划和土

地利用规划,实行统一规划管理。

市民政部门应当组织编制殡葬服务设施专项规划,报经有关

部门批准后组织实施。

第十五条 殡葬服务设施的设置应当符合海口城市总体规

划和专项规划的要求,并按照《殡葬管理条例》和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办理相关审批手续。

未经批准,任何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设立殡葬服务设

施。

第十六条 殡葬服务机构应当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办

理审批手续。

未经批准,任何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设立殡葬服务机

构,不得擅自经营殡葬服务业务。

第十七条 殡葬服务项目要合理定价,明码标价。殡葬服务

项目的收费标准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章 墓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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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建造公墓、农村公益性墓地应当充分利用荒山瘠

地,禁止在下列地区建造墓地：

(一)耕地(包括个人承包地和自留地)；

(二)风景名胜区、文物保护区、自然保护区；

(三)水源保护区、水库和河流的堤坝附近；

(四)铁路和公路的两侧。

第十九条 建造公墓或农村公益性墓地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按照节约用地和保护环境的原则,合理规划墓园建设,

保持墓园绿化美化；

(二)严格控制墓穴面积,埋葬骨灰或罐装遗骨的单人墓或者

双人合葬墓占地面积不得超过 1 平方米,允许遗体土葬的单人墓

占地面积不得超过 3 平方米；

(三)公墓管理者应当按照价格主管部门核定的收费标准收

取墓穴租用费、安葬费和护墓管理费；

(四)公墓使用以 20 年为一个周期,护墓管理费一次性收取

最长不得超过 20 年。护墓管理费实行专户管理,由管理者每年按

规定标准用于护墓管理,逾期不续交相关费用的,作无主坟墓处

理。

第二十条 禁止在公墓内实施下列行为：

(一)埋葬火葬区死者的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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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把骨灰或遗骨入棺土葬；

(三)预售活人墓穴；

(四)在墓区内搞封建迷信活动。

第二十一条 本市原有公墓应当改为安葬骨灰及土葬改革

区死者遗体的公墓。

第二十二条 公墓的定期检验按照国家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 农村公益性墓地和骨灰安放处只对本村村民

提供墓位用地和骨灰放置格位,不得违法对外开展经营活动。

城市居民不得在农村公益性墓地和骨灰安放处购买墓位和

骨灰安放格位。

第五章 遗体和骨灰管理

第二十四条 火葬或土葬遗体必须凭死亡证明。在医疗机构

死亡的,由医疗机构出具死亡证明；在医疗机构转送过程中死亡

的,由负责转送的医疗机构或 120 医疗紧急救援中心出具死亡证

明；在医疗机构以外死亡的,由村、居委会或派出所出具死亡证

明；非正常死亡或者不能确定死因的,由公安机关对遗体进行检

验并出具死亡证明。

第二十五条 正常死亡人员的遗体停放,一般不得超过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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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因特殊情况需要延长停尸时间的,必须经市公安机关或民

政部门批准并办理延长停尸时间的手续。

第二十六条 对非正常死亡或无名尸体,有关单位或事主应

当及时报告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应当在 12 小时内进行检验。经

公安机关同意后,方可火化或土葬。因办案需要保存的遗体,一般

不得超过 30 日；确需延期的,由公安机关负责办理延期手续,逾

期未办延期的,火葬场可直接火化。无名尸体的基本安葬费由市

财政支付。

服刑中的劳改人员非正常死亡的尸体和刑场处决罪犯的尸

体,经法医检验后火化,其亲属可以凭公安或法院证明领取骨灰。

第二十七条 医院太平间作为暂时存放遗体的场所,不得开

展殡葬服务经营活动。其存放的遗体由殡葬管理机构督导丧主按

本办法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八条 遗体应当由殡葬服务机构的专用殡仪车辆负

责运送。

遗体运送应当进行卫生消毒处理,防止污染环境。传染病患

者的遗体运送前,应当按照相关防护规定进行处理。

第二十九条 允许将骨灰葬入公墓、存放骨灰格位或遗属自

行保管,提倡将骨灰撒放、树葬或平地深埋(不留坟头和碑记)。

禁止将骨灰在公墓之外进行留有坟头的土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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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条 外省人员在本市居住期间死亡的,应当按照本办

法办理丧葬事宜。

第六章 丧葬用品管理和丧俗改革

第三十一条 禁止生产、销售纸人、纸马、纸房等封建迷信

丧葬用品。

禁止在火葬区销售棺材等土葬用品。

第三十二条 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利用丧葬进行封建迷信

活动。

宗教教徒按照宗教传统习惯举行丧葬仪式,只限在市级以上

人民政府批准的宗教活动场所内进行。

第三十三条 医疗机构不得设立遗体告别场所,不得开展殡

葬服务经营活动。

第三十四条 提倡文明节俭办丧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

在殡葬改革中以身作则,移风易俗,厚养薄葬,实行火葬,文明节

俭办丧事。

第三十五条 基层自治组织应当加强对本辖区殡葬事务的

监督。各社区、居(村)委会对辖区内违反本办法的行为应当进行

劝阻和举报。



海口市人民政府规章

X
海口市人民政府发布

- 9 -

第三十六条 殡葬服务机构应当严格管理,热情服务,合理

收费,完善服务项目,提高服务水平。

禁止利用丧葬服务敲诈勒索丧主。

第三十七条 全社会应当尊重和支持殡葬服务机构及其工

作人员的劳动,禁止侵犯殡葬工作人员人身权利的行为。

第七章 罚则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八条、第二十九第二款规定的,

由市民政部门按照《殡葬管理条例》、《海南省殡葬管理办法》

的规定进行处罚。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对火葬区内

原有墓地及散墓,不按规定时限迁移或就地改造的,由市民政部

门责令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二款、第十八条规定,有

将迁出、平毁的坟墓返迁或在原地重建,或违法占用耕地作墓地,

或违法占地建坟墓行为的,由市民政部门按照《海南省殡葬管理

办法》的规定处罚。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擅自设

置殡葬服务设施和服务机构的,由有关管理部门按照《殡葬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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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海南省殡葬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处罚。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第(二)项规定,墓穴占地

面积超过规定面积的,由市民政部门按照《殡葬管理条例》的规

定进行处罚。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一)、(二)、(三)项规

定的,由市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该公墓违法所得 1 倍

以上 3 倍以下的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 3 万元。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农村公益

性墓地和骨灰安放处未经批准擅自开展经营活动的,由市民政部

门会同工商、土地管理部门按照《海南省殡葬管理办法》的规定

进行处罚。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未凭据死亡证明

和火化通知书而对遗体进行火化、埋葬的,由市民政部门给予警

告,并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3万

元；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太平间开展殡葬

经营活动的,由市民政部门会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并

处以违法所得 1 倍以上 3 倍以下罚款,最高不超过 3 万元。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使用非殡

葬服务机构的专用殡仪车运尸,由市民政部门按照《海南省殡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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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处罚,需查扣车辆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应当予以协助。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生产、销

售封建迷信丧葬用品的,由市民政部门会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

照《殡葬管理条例》的规定进行处罚。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在火葬区销售棺材等土

葬用品的,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1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

的,处以违法所得 1 倍以上 3 倍以下罚款,最高不超过 3 万元。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利用丧葬进行封

建迷信活动或在非指定的宗教活动场所内进行丧葬活动的,由市

民政部门会同宗教事务管理部门按照《海南省殡葬管理办法》的

规定进行处罚。

第五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医院举办遗体告别

活动,办理殡葬业务,出售殡葬用品的,由市民政部门会同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活动,并处以违法所得 1 倍以上 3 倍以下罚

款,最高不超过 3 万元。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利用丧葬服务敲

诈勒索或乱收费的,由市民政部门按照《海南省殡葬管理办法》

的规定进行处罚。

第五十二条 对阻碍殡葬管理人员执行公务,或因丧葬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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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影响治安和交通秩序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第五十三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

复议或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向人民法

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可以依法强

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八章 附则

第五十四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问题由市民政局负责解释。

第五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05 年 8 月 10 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