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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规划范围与规模  

1.1 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分两个层次： 

第一层次为本规划编制范围，包括长春市 11 个分区，即朝阳区、南关区、

宽城区、二道区、绿园区、经开区、中韩合作区、长春新区、净月区、汽车区

和莲花山开发区。 

第二层次为行业指导范围，包括德惠市、榆树市、农安县、九台区、双阳

区和公主岭市六个县（市、区）。行业指导范围内的六个县（市、区）各自独立

组织编制专项规划，并分别由德惠市、榆树市、农安县、九台区、双阳区和公

主岭市六个县（市、区）政府进行了批复，六个县（市、区）内殡葬设施的建

设与规划管理分别执行各自的专项规划。 

本规划只对六个县（市、区）提出规划理念、原则、选址及实施保障等方

面的规划引导。 

1.2 规划规模 

本专项规划用地和人口规模与《长春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征求意见稿）一致。 

规划用地规模：24734 平方公里；其中规划编制范围总面积 2376.5 平方公

里。行业指导范围总面积 22357.5 平方公里。 

规划人口规模：市域常住人口 1050 万人，其中规划编制范围人口规模：670

万人，行业指导范围人口规模 380 万人。 

2  规划期限 

近期：2020 年—2025 年； 

远期：2026 年—2035 年。 

3 殡葬设施规划指标与标准 

本规划规定的各项标准以现行法规标准和政策文件为基础制定。如后续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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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标准和政策文件调整后出现与本章节标准矛盾的情况，按照从严原则执行。 

3.1  节地生态葬比例 

大力推行节地生态安葬。推广不占或少占土地、少耗资源、少使用不可降

解材料的节地生态安葬方式。严格控制墓位建设标准，不断提高节地生态安葬

比例，引导从依赖资源消耗，逐步向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转型。至 2035 年，全

市新增骨灰实现 80%节地生态化安置。 

节地生态葬包括骨灰格位、草坪葬、花坛葬、树葬、海葬、节地型墓位。 

加强宣传教育和政策引导力度，公益性公墓应充分发挥引导葬式改革、推

广生态节地安葬的示范带动作用，逐步降低传统墓穴葬比例。公益性公墓中的

墓葬数量不应高于骨灰安置总量的 40%。总体上，生态葬、立体葬（骨灰格位

葬）、节地型墓位比例按照 2:4:4 进行引导。 

3.2  公益性公墓服务覆盖率 

建立城乡均等的基础殡葬服务体系。加大城乡公益性节地生态安葬设施建

设力度，因地制宜、科学合理规划选址，提供草坪葬、花坛葬、树葬、海葬、

骨灰撒散、骨灰存放等多样化节地生态安葬方式，提高建设管理和服务水平，

提高群众认可度和满意度，至 2030 年，全市公益性公墓乡镇服务覆盖率达到

100%。 

3.3  墓位建设标准  

安置骨灰的独立墓位（单穴）占地面积不得超过 0.5 平方米，综合占地不

得超过 2 平方米；合葬墓位占地面积不得超过 0.8 平方米，综合占地不得超过

2.5 平方米。骨灰安放格位的单位建筑面积指标不大于 0.25 平方米。 

综合占地指集中墓区内每个墓位占用的平均用地面积，计算方法为各类集

中墓区的总面积除以该类墓区内可容纳的骨灰总量。综合占地为间接计算型指

标，不可直接测量获得。 

集中墓区指某类墓位相对集中分布的区域，包括墓位自身占地（即净占

地）及相邻的道路和绿化用地，不含集中成片的绿化和配套设施用地。 

每公顷墓位建设不少于 2000 个（4000 个盒位）穴位。 

生态葬墓区建设要求高绿地率、高绿化覆盖率。其中，草坪葬每穴占地面

积宜控制在 0.1 平方米以内，树葬每穴占地面积宜控制在 0.5 平方米以内。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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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体的墓位（单人葬墓位）占地面积不得超过 4 平方米，安置遗体的墓位（合

葬墓位）占地面积不得超过 6 平方米。各类墓位的墓碑高度不得超过地面 0.8

米，鼓励墓碑小型化、艺术化或不设碑。 

公益性公墓倡导采用卧碑或在树上挂二维码的方式。卧碑碑长不超过 60 厘

米，碑宽不超过 50 厘米，厚度不超过 15 厘米，倾斜度不超过 15 度。 

4 规划目标 

4.1 总体目标 

骨灰安放“生态节地”，治丧守丧“集中文明”，精神传承“文明祭扫”。到

规划期末，要求全市殡葬设施建设重点转变为内涵式提升，实现以下目标：  

（1）总量控制、布局优化，满足不同人群，不同发展阶段对各类殡葬设施

的需求。  

（2）逐渐减少传统公墓，新建城镇公益性公墓节地生态安葬率达到 100%，

立体式公益性骨灰存放设施乡镇全覆盖。  

（3）市区无新增非法公墓和散埋乱葬现象，尽量达到少占地或不占地的目

标。  

（4）适应城乡殡葬改革要求，建立完善的城乡殡仪服务网络，满足城乡居

民文明治丧的需求。 

最终构建保障体系健全、土地利用生态集约、文化内涵健康文明、城乡居民

“逝有所安”的长春市惠民殡葬体系。 

4.2 具体目标 

至 2035 年，长春市区遗体火化率达到 99%（法规政策规定可以不火化的除

外）；市域内其他县市火化率达到 85%。 

市域范围内，立体式公益性骨灰安放等节地生态安葬设施实现乡镇全覆盖，

新建经营性公墓节地生态安葬区域配建比例不得低于 25%，新增骨灰节地生态

安葬率达到 80%，引导长春市乡镇现有乡镇级公益性公墓与骨灰楼（堂）集中布

置。  

4.3 近期目标 

近期以现有乡镇为基础，经营性公墓加大管理力度，提高服务水平，现有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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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坟墓逐步搬迁至公益性公墓，不断强化绿色生态殡葬设施的建设。 

根据各自实际，充分利用历史形成的墓葬点以及荒山荒地、贫瘠地，规划建

设公益性公墓。统筹殡仪馆、经营性公墓、烈士陵园及宗教墓地布局，将其全部

纳入殡葬专项规划。 

规范有序推进公益性公墓建设，构建起公益性、生态化的惠民殡葬服务体系。

到 2025 年底，各地规划新建的乡（镇）中心型农村公益性安葬设施覆盖率达到

30%。 

5 长春市殡葬设施选址布局原则 

（1）充分利用现状设施，尽量依托原有市政设施条件及道路交通条件较好

的地区进行选址建设，为项目建设提供良好的建设条件，为殡葬服务提供方便、

快捷的交通条件。 

（2）在自然地质条件安全合理的前提下，优先选择历史形成的墓葬点、农

村适当位置的集体闲置房屋，也可选用荒山瘠地，或开山宕口，殡葬设施建设的

同时修复城市景观。 

（3）公益性墓地布局原则上以乡镇为单位均衡配置，合理确定服务范围。

按照每处公益性安葬设施辐射人口不少于 1 万人的原则布点。既可以每个乡镇独

立设置也可多个乡镇合建。 

（4）积极探索林地、草地与墓地复合利用，实施生态安葬，但不得改变林

地、草地用途，保护好原有自然景观，不得占用公益林，不得对林木造成危害，

必须保证森林防火安全。 

（5）严禁占用耕地，不得在高速公路、铁路两侧、文物保护区、生态保护

红线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公园、水库、河流堤坝及水源保护区安全范围内规划

安葬设施。 

（6）节约土地资源，要求乡镇骨灰楼（堂）与公益性公墓合建，统一维护

与管理。 

6 长春市殡葬设施规划布局 

规划殡葬设施包括殡仪设施、安葬设施和殡葬服务设施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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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长春市殡仪设施规划布局 

规划市级殡仪设施 2 处：现状长春市殡仪馆和规划新建长春市第二殡仪馆；

规划区级殡仪设施 8 处，其中公办区级殡仪设施 7 处，包括：德惠市殡仪馆、农

安县殡仪馆、榆树市第一殡仪馆、榆树市第二殡仪馆、长春市九台区殡葬管理所、

双阳区殡仪馆、公主岭市殡仪馆；民办区级殡仪设施 1 处：公主岭市第二殡仪馆。 

依据 2035 年规划人口规模 1050 万人进行需求预测，规划须新建长春市第二

殡葬服务中心（包含殡仪馆、经营性墓地、殡葬服务三种空间与功能。以下在涉

及殡仪设施章节中称“长春市第二殡仪馆”，在涉及经营性公墓章节中称“长春

市第二殡葬服务中心墓园部分”，在涉及殡葬服务章节中称“长春市第二殡葬服

务中心”），规划总用地规模 20 公顷，其中殡仪馆用地规模 9.9 公顷，规划焚化

炉数量 15 台。规划扩建公主岭市第二殡仪馆，至 2035 年，公主岭市第二殡仪馆

增加火化机 4 台，近期增加 2 台，近期增加用地不小于 1.8 公顷；远期增加 2 台，

增加用地不大于 1.8 公顷。详见表 1。  

表 1 长春市殡仪设施服务能力规划一览表 

 
 

6.2 长春市安葬设施规划布局 

规划设置四级三类安葬设施体系，即市级安葬设施、区级安葬设施、乡镇级

安葬设施及村级安葬设施。同时，分为公办、村集体办和民营三类。 

规划市级安葬设施：长春市城区范围内现有 5 家市级经营性公墓和 2 家经

营性宗教公墓，规划新增 2 家市级经营性公墓，其一为长春市第二殡葬服务中

心墓园部分，用地规模 10.17 公顷；其二为净月高新区新增经营性公墓，该公墓

利用既有矿坑进行生态修复，项目建设融合生态葬理念，选址用地面积为 20.24

公顷，公墓的位置和规模最终以民政部门行政许可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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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市域范围内的区级安葬设施、乡镇级安葬设施和村级安葬设施的规划：

根据吉林省民政厅通知要求及长春市民政局行业行政管理要求，分别编制了《德

惠市殡葬基础设施专项规划（2021-2035 年）》、《榆树市殡葬基础设施专项规划

（2021-2035 年）》、《农安县殡葬基础设施专项规划（2021-2035 年）》、《九台区

殡葬基础设施专项规划（2021-2035 年）》、《双阳区殡葬基础设施专项规划（2021-

2035 年）》及《公主岭市殡葬设施专项规划（2021-2035 年）》共 6 个独立的殡

葬设施专项规划，与本规划成果并列，具有同等法定效力。区级安葬设施、乡镇

级安葬设施和村级安葬设施规划详见德惠市、榆树市、农安县、九台区、双阳区、

公主岭市六个县（市、区）殡葬专项规划成果。 

6.3 长春市殡葬服务设施规划布局 

规划市级殡葬服务设施 2 处，即现状长春市殡葬服务中心和规划选址新建的

长春市第二殡葬服务中心。规划区级殡葬服务设施包括包括德惠市殡葬服务中心、

榆树市殡葬服务中心、榆树市第二殡葬服务中心、农安县殡葬服务中心、九台区

殡葬服务中心、双阳区殡葬服务中心、公主岭市殡葬服务中心等 7 个设施。 

7 近期建设重点项目 

   在长春市城区范围内，近期拟启动建设市级殡葬设施两项，具体项目规模及

投资情况详见表 2。 

表 2 长春市城区殡葬设施近期建设重点项目一览表 

编号 级别 地区 单位名称 
用地规模 

（公顷） 

投资估算 

（亿元） 

1 市级 长春市城区 长春市第二殡葬服务中心一期工程 20 7.5 

2 市级 长春市城区 长春息园扩建工程 20 8 

合计  40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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