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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安县殡葬基础设施专项规划（2021-2035 年）公示版

为充分征求公众意见，我局现将《农安县殡葬基础设施专项规

划（2021-2035 年）》进行公示。公示时间自发布之日起三十个工作

日止。公众如有建议意见，请以书面方式提交农安县民政局。为便于

我局进行答复，提交意见时请提供通讯地址、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第一条 编制目的

为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提高殡葬设施服务水平，优化殡葬设施布

局，节约土地资源，依据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2012）和《吉林

省殡葬事业发展规划（2017-2020 年）》精神和国家其他相关殡葬管

理的法规规定，结合农安县实际，制定《农安县殡葬设施专项规划

（2021-2035 年）》（以下简称“本规划”）。

第二条 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为农安县全县域，包括农安镇、合隆镇、伏龙泉镇、巴

基垒镇、哈拉海镇、靠山镇、开安镇、烧锅镇、高家店镇、华家镇、

三盛玉镇、前岗乡、龙王乡、三岗镇、万顺乡、杨树林乡、永安乡、

青山口乡、黄鱼圈乡、新农乡、万金塔乡、小城子乡。

第三条 规划期限

本规划期限为2021年至2035年，其中近期为2021年至2025年，

远期为 2026 年至 203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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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规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修正）；

2、《城市规划编制办法》（2006）；

3、《殡葬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28 号，2012）；

4、《吉林省城乡规划条例》（2011）；

5、《吉林省殡葬管理办法》（吉林省人民政府，19990223）；

6、《关于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的意见》（中办发〔2013〕

23 号）；

7、《关于推行节地生态安葬的指导意见》（民发〔2016〕21 号）；

8、《关于进一步推动殡葬改革促进殡葬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民

发〔2018〕5 号）；

9、《关于开展违法违规私建“住宅式”墓地等突出问题专项摸排

工作的通知》（民函〔2019〕32 号）；

10、《吉林省殡葬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征求意见稿）》；

11、《吉林省民政厅关于遗体火葬区和土葬改革区划分情况的通

知》（吉民发〔2018〕51 号）；

12、《吉林省关于推行节地生态安葬的实施意见》（吉民发〔2016〕

27 号）；

13、《吉林省公益性公墓（骨灰堂）建设和管理指导意见（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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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稿）》；

14、《吉林省推进林地草地与墓地复合利用、建设公益性生态安

葬区试点方案》；

15、《城市公益性公墓建设标准》（建标 182-2017）；

16、《公墓和骨灰寄存建筑设计规范（JGJT397-2016）》；

17、《长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清理整治散埋乱葬专项行

动的通知》

18、《火葬场卫生防护距离准则》（GB18081-2000）

19、《殡仪馆建筑设计规范》

20、其他相关法律法规、标准、技术规范和规划编制成果。

第五条 规划原则

1、适度前瞻，保障实施

紧密结合殡葬改革的发展方向，既要满足殡葬设施长远发展的要

求，又要考虑殡葬设施近期实施条件，处理好规划的前瞻性与近期操

作的关系。

2、多规协调，合理布局

殡葬设施的规划布局应统筹考虑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绿地

系统规划的要求，结合设施服务半径、交通可达性等要求合理布局。

3、统筹平衡，差异配置

https://www.baidu.com/s?wd=%E3%80%8A%E6%AE%A1%E4%BB%AA%E9%A6%86%E5%BB%BA%E7%AD%91%E8%AE%BE%E8%AE%A1%E8%A7%84%E8%8C%83%E3%80%8B&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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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强调相对均衡的殡葬服务设施的基础上，因地制宜，针对不同

人群采用不同类型和标准的设施配置要求。

4、节约集约，存量挖潜

充分利用现有设施的存量空间，提高穴均标准，节约集约用地，

提高现有殡葬设施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

5、以人为本，人文关怀

殡葬设施的布局规划应贯彻殡葬改革的精神，适当兼顾中国特有

的丧葬习俗，使殡葬场所成为生命文化的集中体现。

第六条 适用范围

本规划是农安县殡葬设施规划及建设控制引导的法定依据，在规

划范围内进行殡葬设施的选址及建设活动，均应遵守本规划。

第七条 规划目标

近期目标：到 2025 年，农安县殡葬服务充分发展，基本服务更

有保障，选择性服务更加丰富，殡葬服务设施更加完善，公益性安葬

（放）设施覆盖率、节地生态安葬率显著提升；殡葬事业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问题得到有效缓解，城乡发展水平差距逐步缩小，现代文明殡

葬新风尚逐渐形成。公益性公墓覆盖率达到 30%，火化率达到 50%。

远期目标：到 2035 年，殡葬服务水平全面提高，形成文明治丧、

文明祭祀的良好风气，全面实现殡葬文明和进步；殡葬设施建设达到

国内先进水平，即设施现代化、环境园林化、管理规范化、服务人性

化；骨灰处理实现以骨灰楼堂存放和骨灰树葬、花坛葬、草坪葬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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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型葬式为主，全县无非法公墓和私埋乱葬。公益性公墓覆盖率达到

100%，火化率达到 85%。

第八条 主要任务

1、加强殡葬基础设施建设。

调整优化基础薄弱或服务饱和地区殡葬资源结构，使各种设施与

当地群众的殡葬需求相匹配、与殡葬改革要求相适应。围绕补齐短板，

建立健全与殡葬改革相适应的基础设施经费保障机制，发挥市场在提

供多元化殡仪服务中的积极作用，支持殡仪馆（殡仪服务中心）、火

葬场、公益性公墓（骨灰堂）等殡葬基本设施建设改造。实行火葬地

区，要把建设殡仪馆（殡仪服务中心）、火葬场、公益性公墓（骨灰

堂）作为重要的民生工程全力抓好落实。

2、深化农村殡葬改革。

按照乡村振兴战略总体要求，深化农村丧葬习俗改革，将殡葬移

风易俗纳入文明村镇创建和美丽乡村建设之中，加大推进力度。根据

需要，统筹规划和建设乡镇（街道）殡仪服务站等集中治丧场所，实

行集中管理，提供规范服务，引导群众文明治丧、低碳祭扫。整治农

村散埋乱葬，遏制大操大办、薄养厚葬、人情攀比等陈规陋习。充分

发挥村（居）委会和红白理事会、老年人协会等基层组织作用，把治

丧规范纳入村规民约、村民自治章程，培育和推广文明殡葬礼仪和治

丧模式。

3、大力推广节地生态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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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要因地制宜大力推广节地生态安葬方式，推动公墓从资源消

耗向绿色生态可持续转型，引导群众从注重大碑大墓等物质载体转移

到以精神传承纪念为主。要加大公益性节地生态安葬设施用地保障，

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前提下，优先保障新建项目用地需求。按照火

葬区和土葬改革区划分规定，严禁违规土葬、骨灰装棺再葬和散埋乱

葬。在火葬区,积极推广树葬、花葬、草坪葬、壁葬及不保留骨灰的

安葬方式。在土葬改革区,倡导选择节地型遗体墓位及遗体深埋、不

留坟头或以树代碑等墓葬方式。尊重少数民族丧葬习俗,鼓励和支持

选择具有民族地域特色、符合节地生态要求的葬式葬法,倡导积极绿

色消费理念。

4、完善基本殡葬服务制度。

各地要制定基本殡葬服务清单，把遗体接运、暂存、火化、骨灰

寄存等基本殡葬项目纳入清单范围，并根据各地经济发展实际和群众

需求实行动态调整。要坚持基本殡葬服务公益性，强化政府责任和投

入，推动惠民措施从救助型向适度普惠型转变，从阶段性服务向全程

性服务延伸，提高政府基本殡葬服务供给能力，有条件的地区可将基

本惠民政策对象扩大到辖区所有居民，实现基本殡葬服务均等化。对

履行基本殡葬服务职能的殡仪馆（殡仪服务中心）、火葬场、公益性

公墓（骨灰堂）等殡葬服务机构，要落实政府投入和税费减免配套优

惠政策，确保持续稳定地提供基本殡葬服务。

第九条 殡葬设施体系

农安县殡葬设施体系包括殡葬设施体系和安葬设施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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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殡葬设施体系：根据服务人口和经济发展水平，规划农安县

殡葬设施新增一处殡仪馆。

2、安葬设施体系：根据服务人口和经济发展水平，将农安县安

葬设施体系分为五类，包括：城市公益性公墓、城市经营性公墓、农

村公益性公墓、宗教公墓和烈士陵墓。

第十条 殡葬设施布局原则

1、充分利用现状设施

充分利用现状设施，加强存量现状设施的利用，并通过引导，逐

步实现现状设施的复合利用。

2、符合规划

依据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等规划，禁止

在耕地、林地；城市公园、风景名胜区和文物保护区；水库及河流堤

坝附近和水源保护区；铁路、公路主干线两侧建设公墓，在自然地质

条件安全合理前提下，优先选用荒山瘠地，鼓励公益性骨灰堂与现有

公益性公墓合建。

3、保障交通便利

依托干线公路、县道、乡道作为来往公墓的主要道路，并能够快

速到达高速公路、快速路、国省干道和轨道交通等。

第十一条 死亡人口预测

2021-2025 年，人口死亡率达到 0.60%，农安县县域内年均死亡

人口达到 5400 人；预测 2025-2035 年，人口死亡率为 0.70%，农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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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县域内年均死亡人口达到 6650 人。

第十二条 墓穴需求

至 2035年预测墓穴需求总数为 100086穴。包括：近期新增 27000

穴。

第十三条 穴均占地

吉林省目前没有殡葬设施规划建设的相关规范要求，参考其它城

市的相关规范要求，预测墓穴葬平均占地面积 2 平方米/穴，生态节

地葬平均占地面积 0.3 平方米/穴。

第十四条 划定农安县域禁埋区域

根据《长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清理整治散埋乱葬专项行

动的通知》中全市辖区公路、铁路沿线两侧可视面，城镇规划区、风

景名胜区、文物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农田保护

区等“两沿六区”和高铁、机场等重点工程项目周边制定农安县域禁

埋区域。

1、两沿

两沿包括：农安县县域范围内公路、铁路沿线两侧各 500 米范围

内土地，该范围内的土地规划划定为农安县域禁埋区域。

2、六区

（1）城乡规划建设用地：《长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清理

整治散埋乱葬专项行动的通知》中的名称是“城镇规划区”，在规划

中应指城乡规划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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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然保护地

根据国家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出台的《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

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中提出的要求：“将自然保护地按生

态价值和保护强度高低依次分为 3 类，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和自然

公园（包括森林公园、地质公园、海洋公园、湿地公园等各类自然公

园）。”本次规划将禁埋区域扩大至自然保护地范围。

（3）自然保护区：吉林波罗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吉林扶余洪

泛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

湿地公园：吉林农安太平池国家湿地自然公园、吉林农安松花江

省级湿地自然公园。

（4）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两家子水库地表水饮用水源保护区。

（5）文物保护区：农安县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

（6）农田保护区：基本农田保护区。

第十五条 服务型区域划分

殡仪馆：规划华家镇新增 1处殡仪馆，服务于农安县全体县域。

经营性公墓：服务于农安县全体县域。

公益性公墓：各乡镇至少有一处公益性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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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益性公墓划分：根据《农安县总体规划（2009-2020 年）》

在重点镇布设城市公益性公墓，包括农安镇、合隆镇、伏龙泉镇、哈

拉海镇、靠山镇、开安镇。

农村公益性公墓划分：在除重点镇外其他乡镇规划布局农村公益

性公墓包括巴吉垒镇、烧锅镇、高家店镇、华家镇、三盛玉镇、三岗

镇、前岗乡、龙王乡、万顺乡、杨树林乡、永安乡、青山口乡、黄鱼

圈乡、新农乡、万金塔乡、小城子乡。

第十六条 殡仪馆选址布局

殡仪馆与居民区的距离最少 2 公里以外。依据我国《火葬场卫生

防护距离准则》（GB18081-2000）和《殡仪馆建筑设计规范》的限定，

设有火化间的殡仪馆宜建在离居民区最少 2 公里以外的地方，且处于

当地常年主导风向的下风侧（有利于排水和空气扩散）。

规划新增殡仪馆规划布局在华家镇松柏村与金山村相邻地段，现

状用地大部分为其他草地，小部分为建设用地以及农用地（无耕地），

总用地面积为 7.0 公顷；北侧距离村屯最近距离为 932.75 米，但火

化间与该村屯最近距离为 1136.21 米，且规划殡仪馆外围种植高大乔

木与该村屯进行格挡，避免殡仪馆建设对该村屯村民生活造成的影

响；殡仪馆建设地点周边其他区域均为农林用地。

第十七条 殡仪馆建设时序

到规划近期（2025 年），具备年火化遗体 6500 具，年遗体处理

6500 具的能力。

https://www.baidu.com/s?wd=%E3%80%8A%E6%AE%A1%E4%BB%AA%E9%A6%86%E5%BB%BA%E7%AD%91%E8%AE%BE%E8%AE%A1%E8%A7%84%E8%8C%83%E3%80%8B&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4%B8%BB%E5%AF%BC%E9%A3%8E%E5%90%91&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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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规划末期（2035 年），农安县殡仪馆的设施得到进一步的完

善，打造庄严肃穆的内部环境和环境优美、生机盎然的外部景观。

第十八条 殡仪馆建设规模

殡仪馆的占地面积为 70000 平方米，殡仪馆的容积率不宜低于

0.2。规划殡仪馆达国家 Ⅱ类标准，具均建筑面积达 1.7—1.8 ㎡/具。

第十九条 殡仪馆交通组织

规划建设殡仪馆位于农安镇北部，距离农安县农安镇人民政府约

2.3km；北侧距离 001 国道 2.89Km，南侧距离 606 县道 1.25Km，距离

村屯最近距离为 932.75 米，对外交通相对便利。

第二十条 殡仪馆配套设施情况

（1）给排水

项目给水水源由新打的深水井供给，项目新建深水井 1 眼，井深

为 100 米，井内设置 2 台干式轴流深水泵（一用一备），出水能力为

20m³/小时，新建的深水井能够满足本项目建成后的用水需求。

本项目采用雨、污分流制，建筑物排放出来的污水主要为生活污

水及遗体处置用房产生的污水，食堂带有油腻的排水，与其它排水系

统分别设置，并安装隔油设施。食堂污水排入隔油池，隔油处理后污

水与其他建筑物排放出来的生活污水及遗体处置用房产生的污水通

过建筑内的排水管线，排至场区新建的污水处理站进行预处理，达到

城市污水处理厂进水要求后由环卫部门抽走进入城市污水处理厂统

一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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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区内存在自然坡度，项目所处位置为非酸雨地区，雨水无需进

行特殊处理，雨水可自然排放，坡度3‰～6‰。在时机成熟时考虑收

集并储存雨水，用于绿化和道路喷洒，以节约水资源。

（2）供电

项目用电由农安县供电所供给，电压为 10kV，接入点在西侧规

划路上。项目新购置 630KVA 箱式变电站 1 套，能够满足项目建成后

的用电需求。

（3）供暖

本项目新建建筑均由新购置的蓄热式电极热水锅炉供给；供热热

源均能够满足项目建成后的供暖需要。

（4）环境

工程建设地点周围环境质量良好，春季鸟语花香，夏季郁郁葱葱，

秋季色彩斑斓，冬季银装素裹，周边没有影响环境的不良因素。

（5）通讯

殡仪馆通讯引自华家镇市政通信管网。

第二十一条 殡仪馆功能分区

殡仪馆的功能分区包括：业务区、遗体处理区、悼念区、火化区、

骨灰寄存区、祭扫区、集散广场区、后勤管理区等功能区。

第二十二条 城市公益性公墓选址布局

城市公益性公墓的选址应优先利用荒地脊地，并符合《殡葬管理

条例》的相关规定。严禁在下列区域建设城市公益性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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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耕地、林地；

2、距铁路、（一、二级）公路主干线两侧 500 米以内；

3、距居民居住区 500 米之内；

4、城乡高压输电架空线的用地内；

5、文物保护区；

6、生态保护红线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公园、水库、河流堤坝

以及水源保护区 2000 米内。

规划在合隆镇布局城市公益性公墓五处，分别位于孙家窝堡村、

陈家店村、马家窝堡村以及八家子村两处。

规划在伏龙泉镇规划布城市公益性公墓一处，位于伏龙泉镇匡家

村

规划在哈拉海镇规划布局城市公益性公墓一处，位于哈拉海镇东

明村。

规划在农安镇规划布局城市公益性公墓一处，位于农安镇元宝洼

泡。

规划在华家镇规划布局城市公益性公墓一处，位于华家镇狼子洞

屯。

规划在开安镇规划布局城市公益性公墓一处，位于开安镇许马三

家村。

第二十三条 城市公益性公墓建设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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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益性公墓的建设规模应根据骨灰安置总量确定，并与服务

人口数量、年死亡率、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相协调。城市公益性

公墓的墓穴安葬数量不宜高于骨灰安置总量的 40%。

根据人口预测结果并考虑一定的预留量，公益性公墓均规划采用

四类城市公益性公墓的建设标准。骨灰安置总量达到 5000-15000 个。

（1）合隆镇公益性公墓

根据《城市公益性公墓建设标准（建标 182-2017）》，合隆镇城

市公益性公墓分为四类城市公益性公墓。合隆镇公益性公墓规划占地

面积合计为18.11公顷。（包括现有小八家子原有天主教堂5.84公顷，

现状属于未定级文物，经民政局与文物保护单位沟通协议后，此次规

划先进行划定为合隆镇公益性公墓，如文物局划定文物保护线，小八

家子天主教堂在其中，则本规划进行修改调出。）

（2）开安镇公益性公墓

根据《城市公益性公墓建设标准（建标 182-2017）》开安镇城市

公益性公墓分为四类城市公益性公墓，开安镇公益性公墓规划占地面

积合计为 11.23 公顷（包括原有天主教墓地）。

（3）伏龙泉镇公益性公墓

根据《城市公益性公墓建设标准（建标 182-2017）》伏龙泉镇城

市公益性公墓分为四类城市公益性公墓。伏龙泉镇公益性公墓伏龙泉

镇匡家村匡家学校东南侧，占地面积约为 2.64 公顷。

（4）哈拉海镇公益性公墓

根据《城市公益性公墓建设标准（建标 182-2017）哈拉海镇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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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益性公墓分为四类城市公益性公墓，哈拉海镇公益性公墓哈拉海

镇东明村中部，占地面积约为 3.22 公顷。

（5）农安镇公益性公墓

根据《城市公益性公墓建设标准（建标 182-2017）农安镇城市

公益性公墓分为四类城市公益性公墓，农安镇公益性公墓农安镇元宝

洼泡东侧，占地面积约为 8.91 公顷。

（6）靠山镇公益性公墓

根据《城市公益性公墓建设标准（建标 182-2017）华家镇城市

公益性公墓分为四类城市公益性公墓，靠山镇公益性公墓靠山镇东排

木村北侧，占地面积约为 0.53 公顷。

第二十四条 城市公益性公墓总体规划布局

城市公益性公墓的总体规划布局应根据骨灰安置数量、祭扫人

流、车流状况进行总体规划、分期实施，功能分区明确，布局合理。

应结合自然环境，有效组织墓区划分、建筑物和构筑物设置、园林绿

化、道路交通、供电及给排水分布等。

第二十五条 城市公益性公墓功能分区

城市公益性公墓应按功能分为骨灰安置区、业务办公区和公共服

务区等，有条件的城市公益性公墓可根据需求设置生命文化教育功能

区。其中，骨灰安置区可分为骨灰安放格位区和骨灰生态循环区。各

功能区的设置应符合以人为本、流程简洁、绿色文明等要求。城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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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性公墓墓区建设应体现园林化特点，宜开设防火隔离带，绿化覆盖

率不宜低于 50％。

第二十六条 城市公益性公墓市政设施规划指引

城市公益性公墓在规划设计时应确保排水畅通。

城市公益性公墓内道路应有明显标识，通向骨灰安置区的道路应

有环行路。城市公益性公墓道路出入口不应少于 2个，出入口最大宽

度不宜大于 10m。

第二十七条 城市公益性公墓主要指标要求

节地葬比例：新建墓园内应设置多种安葬形式。新建墓园生态、

节地葬比例不低于 10%，集中墓区总面积不得超过园区总面积的 65%。

绿化指标：绿地率应达到 40％以上，绿化覆盖率应达到 55%以

上。

骨灰安放格位：骨灰安放格位的单位建筑面积指标不宜大于0．25

㎡／格，骨灰堂(楼)每层楼的骨灰安放格位数量宜按由下到上逐层楼

递减原则确定。

第二十八条 城市经营性公墓数量控制

农安县经营性公墓建设应纳入城市总体规划，统筹考虑本地区现

有人口特别是城镇人口数量、死亡率及其今后 20年发展趋势，结合

现有经营性公墓土地存量及可使用期限、现有公益性公墓数量及今后

建设规划，统筹规划，合理布局，总体控制，适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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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条 城市经营性公墓选址与规模

新建经营性公墓应考虑人口、距离、交通、景观等因素适当布局。

新建经营性公墓应以服务半径和人口数量为主要考虑因素，并综合考

虑骨灰安置方式、独立墓地数量和结构、绿化覆盖率等因素并确定经

营性公墓的选址和规模。经营性公墓建设不得占用基本农田和耕地，

不得在法律法规禁止的区域建设经营性公墓。

农安县原有经营性公墓，位于农安镇兴隆镇村小赵家沟屯珲乌高

速右侧，规划公墓进行扩建，占地 6.91 公顷。

农安县新建经营性公墓，规划布局在华家镇松柏村与金山村交

接，占地面积 85.88 公顷。

农安县新建经营性公墓，规划布局在哈拉海镇金大房子村与柴岗

村交界位置，占地面积 3.44 公顷。

第三十条 城市经营性公墓规划建设指引

经营性公墓鼓励建设少占地的塔陵式公墓或地宫式格位公墓，向

空中和地下发展。经营性公墓绿化覆盖面积不低于墓园总面积的70%，

每个墓位占地面积不超过 1 平方米，墓碑高度不超过地面 1.2 米，祭

祀焚烧设备符合环保排放要求。新建经营性公墓要最大限度减少传统

的墓穴立碑葬，规划建设一定数量的的树葬区、草坪葬区、花坛葬区

和格位葬区等节地生态葬区，节地生态墓位数量不得低于葬位总量的

40%，努力实现集约节约用地。

第三十一条 宗教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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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公墓为宗教人口提供骨灰安葬服务。

宗教公墓保留原有在开安镇刘家村处天主教公墓

第三十二条 骨灰堂

各乡镇按照自身需求建设骨灰堂，骨灰安放格位的单位建筑面积

指标不宜大于 0．25 ㎡／格，骨灰堂(楼)每层楼的骨灰安放格位数量

宜按由下到上逐层楼递减原则确定。

第三十三条 节地生态殡葬设施

1、选址与规模

节地生态殡葬设施布局规划在各城市公益性公墓划分15%用地为

节地生态殡葬设施。

2、类型

节地生态殡葬设施主要包括：节草坪葬、树葬、花葬等节地生态

安葬区块。

第三十四条 烈士陵园

农安县现状烈士陵园位于文化街电业综合楼西侧约 100 米处，建

设情况较好。对原有烈士陵园进行维护修缮。

第三十五条 农村公益性公墓选址布局

农村公益性公墓选址要与自然环境相协调，不得破坏当地的生态

环境，要尽可能地选择荒山荒坡建设。

禁止在下列区域建农村公益性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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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耕地、森林较为密集的有林地；

2、水源保护区、文物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封山育林区和居民

区；

3、县城面山和乡镇集镇面山；

4、距水库、河流、堤坝 1000 米以内和已探清的矿产资源区、已

确定为开发区的地区及公路主干线两测 500 米以内；

5、农安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规划建设城区及村镇规划区范围内。

要积极推行乡镇建设中心型农村公益性公墓，规划在镇政府（乡

政府）所在地布局 17处公益性公墓。分别位于烧锅镇、三盛玉镇、

巴基垒镇、前岗乡、新农乡、万金塔乡、靠山镇、高家店镇、三岗镇、

龙王乡、万顺乡、杨树林乡、永安乡、青山口乡、黄鱼圈乡、小城子

乡。

规划在烧锅镇规划布局农村公益性公墓一处，位于烧锅镇天兴村

东侧，占地面积为 3.38 公顷。

规划在三盛玉镇规划布局农村公益性公墓一处，位于三盛玉镇三

盛玉村西侧，占地面积为 3.09 公顷。

规划在巴基垒镇规划布局农村公益性公墓一处，位于巴基垒镇上

河村村部西侧，占地面积为 3.02 公顷。

规划在前岗乡规划布局农村公益性公墓一处，位于前岗乡水库北

侧，占地面积为 1.13 公顷。

规划在新农乡规划布局农村公益性公墓一处，位于新农乡乡牧场

西北侧，占地面积为 0.66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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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在万金塔乡规划布局农村公益性公墓一处，位于万金塔乡万

金塔村南侧，占地面积为 1.06 公顷。

规划在靠山镇规划布局农村公益性公墓一处，位于靠山镇东排木

村北侧，占地约 0.55 公顷

规划在高家店镇规划布局农村公益性公墓一处，位于高家店镇玍

家屯村北侧，占地约 0.87 公顷。

规划在三岗镇规划布局农村公益性公墓一处，位于三岗镇大房村

北侧，占地约 1.26 公顷。

规划在龙王乡规划布局农村公益性公墓一处，位于龙王乡永久村

东南侧，占地约 1.10 公顷。

规划在万顺乡规划布局农村公益性公墓一处，位于万顺乡平山村

南侧，占地约 1.95 公顷。

规划在杨树林乡规划布局农村公益性公墓一处，位于杨树林乡西

白令村北侧，占地约 1.30 公顷。

规划在永安乡规划布局农村公益性公墓一处，位于永安乡永平村

东北侧，占地约 2.34 公顷。

规划在青山口乡规划布局农村公益性公墓一处，位于青山口乡唐

家村北侧，占地约 1.00 公顷。

规划在黄鱼圈乡规划布局农村公益性公墓一处，位于黄鱼圈乡钓

鱼台村北侧，占地约 0.6 公顷。

规划在小城子乡规划布局农村公益性公墓一处，位于小城子乡谭

家堡子村北侧，占地约 0.59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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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际，人口规模较大或村集体收入较好、具备单独建设能力

的村也可以单独建设公益性公墓。对现有农村公益性公墓进行改造提

升，避免重复建设造成浪费，提高骨灰安放设施利用率，农村要通过

设施建设对村民的丧葬习俗进行合理引导。。

第三十六条 乡镇殡葬用品销售网点规划布局原则

殡葬专用品销售点从事花圈、寿衣等丧葬用品销售，应在城镇非

主要街道合理布局，不得在城市主要街道和繁华地段设点。所有政府

机关、学校周围 300 米范围内不得设立殡葬专用品销售点。可在殡仪

服务中心（站）设立殡葬专用品超市，方便群众需求。

本次规划殡葬用品销售布点基本依托殡仪服务中心、殡仪服务站

公益性公墓布置。属于市场行为，不进行具体的规划选址。

第三十七条 殡葬服务制度完善指引

1、坚持发展公益性基本殡葬服务；

2、殡葬事业人文化、标准化、信息化建设；

3、引导健康的殡葬文化

4、向火葬方面引导过渡；

5、提高殡葬服务业整体素质，

第三十八条 近期建设目标

规划近期（2021 年—2025 年），殡葬事业的重点是着力解决目

前乱埋乱葬的问题。有条件的区域推行火葬，其它区域仍以土葬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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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条 近期建设内

建设：殡仪馆、公益性公墓、经营性公墓。建立农安县殡葬管理

服务综合性信息系统。

近期建设内容一览表

名称 位置 建设规模（公顷）

殡仪馆 华家镇松柏村 7.00

农安县扩建经营性公墓
农安镇兴隆镇村小赵家沟屯珲乌高

速右侧
6.91

华家镇经营性公墓 华家镇松柏村与金山村交接 85.88

哈拉海镇经营性公墓 哈拉海镇金大房子村与柴岗村交界 3.44

合隆城市公益性公墓（五处） 合隆镇 18.12

农安镇城市公益性公墓 农安镇元宝洼泡 8.91

开安镇城市公益性公墓（两处） 开安镇 11.23

伏龙泉镇城市公益性公墓 伏龙泉镇匡家村匡家学校东南侧 2.64

烧锅镇农村公益性公墓 烧锅镇天兴村东侧 3.38

巴基垒镇农村公益性公墓 巴基垒镇上河村村部西侧 3.02

三岗镇农村公益性公墓 三岗镇大房村北侧 1.26

第四十条 保障措施

1、加强组织领导。

各级民政部门要积极争取党委、政府的领导，切实将深化殡葬改

革工作摆上重要日程，健全殡葬改革政府统一领导、民政部门牵头、

相关部门协同配合、社会公众广泛参与的工作机制。要积极协调发改、

公安、财政、国土、规划、林业、环保、城管、市场监督等相关部门，

落实工作任务，明确分工职责，强化殡葬服务与管理，为殡葬事业发

展提供组织保障。

2、加大资金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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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大对殡葬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将其作为基本公共服务和社

会服务兜底工程重要内容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建立健全以政府为

主导、社会广泛参与的多渠道资金筹措机制，发挥市场在提供多元化

殡仪服务中的积极作用，不断提高殡葬服务供给和保障能力。

3、推动法治建设。

建立和完善殡葬改革政策法规体系，推动地方性殡葬立法。深化

殡葬审批制度改革，结合权责清单，进一步简化规范审批流程，加强

事中事后监管。规范行政执法程序，建立部门联合执法机制。加强殡

葬管理法治教育培训和政策法规宣传。

4、完善考评机制。

各级民政部门要按照本规划确定的任务和要求，结合实际，研究

制定本乡镇殡葬事业发展规划，细化工作任务，落实工作责任，加强

督查督办。县级民政部门对本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考核验收并将其纳入

年度民政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内容。

5、强化舆论引导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以清明、春节等传统节日为契机，充分利

用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体，宣传先进典型，倡导文明新风。

充分发挥村（居）民委员会、行业协会等群众自治组织积极作用，开

展殡葬改革进社区活动，争取广大人民群众对殡葬改革的理解和支

持，营造推动殡葬改革的良好氛围。

第四十一条 本规划包括规划文本、图件和说明书。其中，规划文本

和图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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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条 在规划期限内，凡在规划区范围内进行的各项设施建设

活动，应符合本规划；与空间利用相关的各项政策、计划，应与

本规划相协调。

第四十三条 本规划自批准之日起生效。

第四十四条 本规划由农安县民政局组织实施。

第四十五条 本规划由农安县民政、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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