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殡葬管理服务信息系统数据共享和交换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殡葬管理服务信息系统基本数据元格式说明、数据元目录、以及殡葬管理服务业务信

息分类编码。

本标准适用于依法设立的各级民政部门和殡葬服务单位的殡葬管理服务信息系统软件开发，以及相

关系统软件接口之间的数据交换。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1643-1999 公民身份号码

GB 19632-2005 殡葬服务、设施、用品分类与代码

GB/T 2260-2013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

GB/T 2659 世界各国和地区名称代码

GB/T 3304 中国各民族名称的罗马字母拼写法和代码

GB/T 4761-2008 家庭关系代码

GB/T 4762-1984 政治面貌代码

GB/T 8561-2001 专业技术职务代码

GB/T 10114-2003 县以下行政区划代码编码规则

GB/T 24441-2009 殡葬服务从业人员资质条件

GB/T 32100-2015 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

MZ/T 012-2014 民政业务数据共享与交换标准编码

MZ/T 017-2011 殡葬服务术语

MZ/T 018-2011 殡仪接待服务

MZ/T 019-2011 遗体保存服务

MZ/T 020-2011 遗体告别服务

MZ/T 021-2011 遗体火化服务

MZ/T 022-2011 骨灰寄存服务

MZ/T 023-2011 骨灰撒海服务

MZ/T 028-2012 公墓祭扫服务

MZ/T 034-2012 公墓业务接待

MZ/T 035-2012 墓体制作服务

MZ/T 036-2012 公墓安葬服务

MZ/T 037-2012 公墓维护服务

MZ/T 098-2017 殡葬管理服务信息系统基本数据规范

3 数据交换内容

3.1 概述

数据交换内容是不同系统间进行数据交换的基础。本标准中，数据交换内容分为通用数据交换、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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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数据交换、殡仪服务数据交换、安放/安葬服务数据交换和祭祀/祭扫服务数据交换等五个部分，形成

四十五张数据交换内容表。

数据交换内容收录的数据交换集合将以表格的形式给出，其表头见表 1：

表 1数据交换表形式

内部标识符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必选项 说明

其中，内部标识、数据类型、数据格式和值域均遵循 MZ/T 098-2017 标准第 3 章中的约定，特别是

当数据交换的值域应符合某个值域表达式时，在“值域”中注明该值域表达式编号，本标准“值域”中

所标注 E1～E17 的值见 MZ/T 098-2017 表 4 所示。

3.2 通用篇数据交换列表

通用篇主要交换的数据包括机构相关数据，机构人员数据，机构设施、设备和用品数据以及逝者/

使用者/经办人数据进行交换，本篇编制的数据交换目录清单如表 2 所示。

表 2 通用篇数据交换列表

数据交换目录表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文内索引

基础地理数据 BaseAreaInformation 表 3

机构数据交换

机构基本信息 InstitutionBasicInformation 表 4

机构法人信息 InstitutionLegalInformation 表 5

机构批准信息 InstitutionApprovalInformation 表 6

机构建设记录信息 InstitutionReconstructionRecordInformation 表 7

机构证照信息 InstitutionCertificationInformation 表 8

机构土地信息 InstitutionLandInformation 表 9

机构财政收支记录信息 InstitutionRevenueExpenditureInformation 表 10

从业人员数据交换

机构职工汇总信息 InstitutionStaffStatisticInformation 表 11

机构职工基本信息 StaffBasicInformation 表 12

机构岗位信息 PositionInformation 表 13

殡葬设施数据交换

殡葬设施信息 FuneralFacilityInformation 表 14

殡葬设备信息 FuneralEquipmentInformation 表 15

设备维修维护信息 FuneralEquipmentMendInformation 表 16

逝者/使用者信息交换

逝者/使用者信息 DeadInformation 表 17

经办人信息交换

经办人信息 ContactInformation 表 18

逝者照片信息 DepartedSaintPicture 表 19

预约服务信息交换

预约服务信息 AppointmentServiceInformation 表 20

注：表 2中所有数据交换收录的数据交换集合如表 3至表 2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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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基础地理数据交换 Base Area Infomation

表 3 基础地理数据信息表

内部

标识符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说明

AQAT0001 机构标识 instId string an16 E3

AQAT0003 地理编码 geoCode string n12 E1

AQAT0004 区划名称 areaName string ..256 全称

AQAT0144 区划类别 areaType string ..2 见表 60

AQAT0005 经度 lng string CGCS2000标准

AQAT0006 纬度 lat string CGCS2000标准

3.2.2 机构数据交换 Institution Data

3.2.2.1 机构基本信息 Institution Basic Information

表 4 机构基本信息表

内部

标识符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说明

AQAT0001 机构标识 instId string an16 E3

AQAT0007 机构名称 name string ..256 机构全称

AQAT0008 固定资产（原值） fixedAssets float 单位:万元

AQAT0009 机构占地面积 scale float 单位:㎡

AQAT0011
机构所属行政区

划编码
geoCode string n12 E1

AQAT0012 统一信用代码 insCode string an18
GB/T

32100-2015

AQAT0013 机构类型 type string ..2 见表 77 单位类型

AQAT0014 举办形式 ownerShip string ..2 见表 78 举办形式

AQAT0145 机构性质 instProperty string ..2 见表 76 单位性质

AQAT0015 机构地址 address string ..128

AQAT0016 服务电话 phone string ..64

AQAT0017 机构联系人 contactStaff string ..64

AQAT0018 联系人电话 contactPhone string an18 E2

AQAT0019 机构网址 web string

AQAT0022 成立日期 etablishDate date YYYY-MM-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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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AT0093 服务范围 svcScope string ..1024
服务项目;相

隔序列

3.2.2.2 机构法人代表信息 Institution Legal Information

表 5 机构法人代表信息表

内部

标识符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说明

AQAT0001 机构标识 instId string an16 E3

AQAT0023
法人代表姓

名
name string ..64

法人代表全

名

AQAT0024 身份证号 idCode string ..18
见GB

11643-1999

AQAT0025 联系电话 mobilePhone string ..64

AQAT0026 更新时间 updateTime datetime
YYYY-MM-DD

hh:mm:ss

3.2.2.3 机构批准信息 Institution Approval Information

表 6 机构批准信息表

内部

标识符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说明

AQAT0001 机构标识 instId string an16 E3

AQAT0027 审批事项编号 itemId string ..32

AQAT0028 批准部门 deptId string ..64

AQAT0029 批准文号 deptNumber string ..64

AQAT0030 批准时间 dept datetime YYYY-MM-DD

AQAT0031 是否作废 isEnable boolean 1 见表 75

3.2.2.4 机构建设记录信息 Institution Reconstruction Record Information

表 7 机构建设记录信息表

内部

标识符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说明

AQAT0001 机构标识 instId string an16 E3

AQAT0032 建设类型 extType string 2 见表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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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AT0033 建设日期 extDate date YYYY-MM-DD

AQAT0034 建设内容 extContent string ..512

AQAT0035
建设投资总

额
extInvestAmount float 单位:万元

AQAT0036 自筹资金
extSelfRaisedFund

s
float 单位:万元

AQAT0037 财政拨付 extGovAllocation float 单位:万元

3.2.2.5 机构证照信息 Institution Certification Information

表 8 机构证照信息表

内部

标识符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说明

AQBG0010 信息标识 infoId string an40 E11

AQAT0001 机构标识 instId string an16 E3

AQAT0042 证照名称 certName string ..64

AQAT0043 证照编号 landNum string ..64 证照编号

AQAT0044 发证机关 certOrg string ..64

AQAT0045 发证日期 certifiedDate date YYYY-MM-DD

3.2.2.6 机构土地信息 Institution Land Information

表 9 机构土地信息表

内部

标识符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说明

AQAT0001 机构标识 instId string an16 E3

AQAT0046 土地使用方式 landUseForm string 2 见表 71

AQAT0047 起始日期 startDate date YYYY-MM-DD

AQAT0048 使用年限 useLimit integer n..3

AQAT0049 土地面积 landArea float

3.2.2.7 机构财务收支记录信息 Institution Revenue Expenditure Information

表 10 机构财务收支记录信息表

内部

标识符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说明

AQAT0001 机构标识 instId string an16 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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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BT0001 财年 fiscalYear date YYYY

AQBT0002 季度 fiscalSeason string ..2 见表 63

AQBT0003 业务收入 revenue float 单位:万元

AQBT0004 财政补助 fundFinance float 单位:万元

AQBT0005 其他收入 otherIncome float 单位:万元

AQBT0006 营业支出 cost float 单位:万元

AQBT0007 人员支出 employeeSalary float 单位:万元

AQBT0008 基建支出
infrastructureCos

t
float 单位:万元

AQBT0009 设备购置支出 equipmentCost float 单位:万元

AQBT0010 其余支出 otherCost float 单位:万元

AQBT0011 结余 surplus float 单位:元

AQBT0013 更新时间 updateTime datetime
YYYY-MM-DDh

h:mm:ss

3.2.3 从业人员数据交换 Staff Data

3.2.3.1 机构职工汇总信息交换 Institution Staff Statistic Information

表 11 机构职工汇总信息表

内部

标识符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说明

AQAT0001 机构标识 instId string an16 E3

AQBT0014 编制人数 count integer

AQBT0015 职工总人数 Staff integer

AQBT0016
大学专科以下人

数
underCollage integer

AQBT0017 大学专科 collage integer

AQBT0018 大学本科及以上 upperCollage integer

AQBT0019 男职工人数 male integer

AQBT0020 女职工人数 female integer

AQBT0022
中 级 技 术 职 称

（含）以上人数
seniorCount integer

AQBT0026
持有殡葬职业技

能证书人数
certifiedCount integer

AQBT0025
当前数据收录时

间
time datetime

YYYY-MM-DDhh

:mm: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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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2 机构职工基本信息交换 Staff Basic Information

表 12 机构职工基本信息交换表

内部

标识符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说明

AQAT0050 人员编号 staffId string an34 E4

AQAT0001 机构标识 instId string an16 E3

AQAT0052 职工姓名 Name string ..64

AQAT0053 职工身份证号 cardID string ..18
见GB

11643-1999

AQAT0054 职工性别 gender string ..2 见表 53 性别代码

AQAT0060 职工岗位 occupation string ..16

AQAT0141 编制性质 positionType string ..2 见表 72

AQAT0055 职工学历 education string ..2 见表 54 文化程度

AQAT0056 职工民族 folk string ..2 见表 59

AQAT0057 入职日期 enrollment date YYYY-MM-DD

AQAT0058 是否在岗 onPost boolean 1 见表 75

AQAT0138 离岗日期 departDate date YYYY-MM-DD

AQAT0139 离岗原因 departReason string ..256

AQAT0061 专业技术职务 position string n..3 见表 61

AQAT0059 职称级别
professionLeve

l
string ..2 见表 55

AQAT0064 职工政治面貌 politic string ..2 见表 56 政治面貌

AQAT0065 薪资水平 salaryLevel float 单位:元

AQAT0066
当前数据收录时

间
time datetime

YYYY-MM-DDhh

:mm:ss

3.2.3.3 机构岗位信息交换 Position Information

表 13 机构岗位信息交换表

内部

标识符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说明

AQAT0001 机构标识 instId string an16 E3

AQAT0050 人员编号 staffId string an34 E4

AQAT0068 工种 workType string ..2 见表 79

AQAT0072 登记时间 registerTime datetime
YYYY-MM-DDhh

:mm:ss

3.2.4 殡葬设施数据交换 Funeral Facility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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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殡葬设施信息交换表

内部

标识符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说明

AQCT0001 设施标识 facId string an38 E6

AQAT0001 机构标识 instId string an16 E3

AQCT0002 设施名称 facilitiesName string ..64

AQCT0003 设施类型 resourceType string ..2 见表 82

AQCT0004 建筑面积 buildArea float 单位:㎡

AQCT0005 设计容量 capacity integer

AQCT0006 投入使用日期 useDate date YYYY-MM-DD

AQCT0007 停用日期 stopDate date YYYY-MM-DD

AQCT0008 设施状态 status string ..2 见表 83

3.2.4.1 殡葬设备信息交换 Funeral Equipment Information

表 15 殡葬设备信息表

内部

标识符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说明

AQCT0010 设备标识 equipId string an39 E7

AQAT0001 机构标识 instId string an16 E3

AQCT0011 设备名称 equipmentName string ..64

AQCT0012 设备类型 equipmentType string n3 见表 84

AQCT0013 设备型号 equipmentModel string ..64

AQCT0014 生产厂商 manufacturer string ..128

AQCT0066 原产地 madeInPlace string ..3 见表 73

AQCT0015 采购日期 purchaseDate date YYYY-MM-DD

AQCT0016 采购价格 price float 单位:元

AQCT0017 投入使用日期 useDate date YYYY-MM-DD

AQCT0018 设备状态 status string ..2 见表 85

AQCT0067 燃料类型 fuelType string ..2 见表 74
火化机焚烧

炉专用

AQCT0071 车牌号 carNo string ..10
殡仪车辆专

用

AQCT0019 停用/报废日期 scrapDate date YYYY-MM-DD

AQCT0020 最后更新时间 updateTime datetime YYYY-MM-DD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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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ss

3.2.4.2 殡葬设备维修维护信息交换 Funeral Equipment Mend Information

表 16 殡葬设备维修维护信息表

内部

标识符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说明

AQCT0010 设备标识 equipId string an39 E7

AQCT0023 维修结束时间 maintainEDate datetime
YYYY-MM-DDhh

:mm:ss

3.2.5 逝者/使用者信息交换 Dead Information

表 17 逝者/使用者信息规范表

内部

标识符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说明

AQET0001
逝者/使用者标

识
deadId string an41 E5

AQAT0001 机构标识 instId string an16 E3

AQET0002 不具名遗体 nameless boolean 1 见表 75

AQET0003
逝者/使用者姓

名
name string ..64 无名置空

AQET0004 证件类型 cardType string ..2 见表 58

AQET0005 证件号 cardCode string ..64 无证置空

AQET0027 出生日期 birthDate date YYYY-MM-DD

AQET0028 年龄 age integer ..3

AQET0006 性别 gender string ..2 见表 53 性别代码

AQET0007 民族 folk string ..2 见表 59

AQET0009 户籍所在地 homeCode string n12 E1

AQET0011 国籍 nationality string n3
见 GB/T

2659

国名和地区名

代码

AQET0013 死亡日期 deathDate date YYYY-MM-DD

AQET0014 死亡地点 deathPlace string ..256

AQET0015 死亡原因 deathCause string ..2 见表 64

AQET0016 致死疾病 deathDisease string ..2 见表 65

AQET0018
死亡证明出具单

位
deathCertOrg string ..512

AQET0019
死亡证明开具时

间
deathCertTime datetime

YYYY-MM-DDhh

:mm: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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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ET0020 减免类型
preferentiaTyp

e
string ..2 见表 66

AQET0021 是否异地死亡 isAlien boolean 1 见表 75

AQET0022 录入时间 intime datetime
YYYY-MM-DDhh

:mm:ss

3.2.6 经办人信息交换 Contact Information

表 18 经办人信息表

内部

标识符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说明

AQCT0055 经办人标识 contactId string an42 E9

AQAT0001 机构标识 instId string an16 E3

AQCT0056 经办人姓名 name string ..64

AQCT0057 证件类型 cardType string ..2 见表 58

AQCT0058 证件号 cardCode string ..64

AQCT0059 与逝者关系 relation string ..2 见表 57 家庭关系

AQCT0064
是否为火化证

明持证人

cremationCert

Holder
boolean 1 见表 75

AQCT0065
是否为安葬/安

放证持证人

arrangementCe

rtHolder
boolean 1 见表 75

AQCT0060 联系电话 phone string ..64

AQCT0062 录入时间 intime datetime
YYYY-MM-DDhh

:mm:ss

3.2.6.1 逝者照片交换 Departed Saint Picture

表 19 逝者照片信息表

内部

标识符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说明

AQET0001 逝者标识 deadId string an41 E5

AQAT0090 图片名称 picName string ..64

AQAT0091 图片文件 picture binary

3.2.7 预约服务信息交换 Appointment Service Information

表 20 预约服务信息表

内部

标识符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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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BG0010 信息标识 infoId string an40 E11

AQAT0001 机构标识 instId string an16 E3

AQAT0103 预约方式 applyMode string ..2 见表 103

AQAT0104 预约服务类型 applySvcType string ..2 见表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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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管理篇数据交换列表

管理篇交换数据主要包括社会信息数据，审批与管理相关数据、机构年检、质检与环监数据，机构

定价与处罚数据以及机构服务评价、考核相关数据。此外，根据国家特大、重大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办法，

此篇还包括突发事件逝者善后统计数据。本篇编制的数据交换列表清单如表 21 所示。

表 21 管理篇数据交换目录列表

数据交换目录表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文内索引

政策信息规范 PolicyInformation 表 22

社会信息数据规范 AreaSocialInformation 表 23

火化区/土葬改革区认定信息规范 AreaVeryInformation 表 24

质检信息规范 FEQualityInspectionInformation 表 25

环监信息规范 FEEnvironmentInspectionInformation 表 26

价格管理信息规范 PriceManagementInformation 表 27

处罚信息规范 PunishmentInformation 表 28

服务评价信息规范 ServiceEvaluationInformation 表 29

服务评估信息规范 ServiceAssessmentInformation 表 30

突发事件逝者善后统计 EmergencyDecedentStatistics 表 31

突发事件人员登记信息 EmergencyDecedentInformation 表 32

诚信体系评估信息规范 CreditEvaluationInformation 表 33

惠民政策信息规范 BenefitPolicyInformation 表 34

注:表 21 中所有数据交换目录收录的数据交换集合如表 22至表 34 所示。

3.3.1 政策信息数据交换 Policy Information

表 22 政策信息表

内部

标识符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说明

AQAT0115 政策名称 policyName string ..256

AQAT0116 文件编号 fileNo string ..256

AQAT0117 内容 policyContent string ..1024

AQAT0118 发布日期 publishDate date YYYY-MM-DD

AQAT0119 发布单位 publishOrg string ..256

AQAT0120 实施日期 implementDate date YYYY-MM-DD

AQAT0121 失效日期 invalidDate date YYYY-MM-DD

AQAT0122 附件 attachment binary

3.3.2 社会信息数据交换 AreaSocialInformation

表 23 社会信息表

内部

标识符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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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AT0001 机构标识 instId string an16 E3

AQBG0001 行政区划编码 geoCode string n12 E1 参照国标

AQBG0002 年份 year date YYYY

AQBG0003 人口总量 population float 单位:万人

AQBG0004 城镇人口比例 cityRate float
上一年非农人口

比例

AQBG0005 人均 GDP averageGDP float 单位:万元/人

AQBG0006 辖区面积 area float 单位:km
2

AQBG0007 少数民族比例 folkRate float
上一年地区少数

民族比率

AQBG0008 老龄比例 oldRate float
上一年地区老龄

人口比率

AQBG0009 地区死亡率 deathRate float
上一年地区死亡

率

3.3.3 火化区/土葬改革区划分信息数据交换 Area Very Information

表 24 火化区/土葬改革区划分信息表

内部

标识符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说明

AQBG0102 区域标识 regionId string an15 E13

AQBG0001 行政区划编码 geoCode string n12 E1

AQBG0011 划分类型 type string ..2 见表 80

AQBG0103 辖区面积 ownArea float 单位:km
2

AQBG0104 辖区人口
ownPopulati

on
integer 单位:万人

AQBG0012 划分时间 verifyTime datetime
YYYY-MM-DDhh:

mm:ss

AQBG0013 划分机构名称 verifyUnit string ..32

AQBG0014 文件编号 fileCode string ..32

3.3.4 质检信息数据交换 FE Quality Inspection Information

表 25 质检信息表

内部

标识符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说明

AQCT0010 设备标识 equipId string an39 E7

AQBG0040 检定机构 issueOrgCode string ..32

AQBG0041 检定日期 issueDate date YYYY-MM-DD

AQBG0042 证书名称 cerName string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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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BG0043 证书编号 cerCode string ..32

AQBG0044 发证日期 certifiedDate date YYYY-MM-DD

AQBG0045 有效期 timespan integer 单位:天

3.3.5 环监信息数据交换 FE Environment Inspection Information

表 26 环监信息表

内部

标识符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说明

AQCT0010 设备标识 equipId string an39 E7

AQBG0048 监测机构 issueOrgCode string ..32

AQBG0049 监测日期 issueTime date YYYY-MM-DD

AQBG0050 报告名称 cerName string ..32

AQBG0051 报告编号 cerCode string ..32

AQBG0052
发布报告时

间
startTime datetime

YYYY-MM-DDh

h:mm:ss

AQBG0053 有效期 timespan integer 单位:天

3.3.6 价格管理信息数据交换 Price Management Information

表 27 价格管理信息表

内部

标识符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说明

AQBG0010 信息标识 infoId string an40 E11

AQAT0001 机构标识 instId string an16 E3

AQBG0056 服务收费类型 item string ..2 见表 67

AQBG0057 收费名称 name string ..32

AQBG0058 收费类型 type string ..2 见表 68

AQBG0059 收费标准 chargeStd string ..32

AQBG0060 价格单位 priceUnit string ..32

AQBG0061 减免类型 preferentType string ..2 见表 66

AQBG0062 减免标准 preferentStd string ..32

AQBG0063 生效时间 validate datetime
YYYY-MM-DDh

h:mm:ss

AQBG0064 失效时间 invalidDate datetime
YYYY-MM-DDh

h:mm:ss

3.3.7 处罚信息数据交换 Punishment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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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处罚信息表

内部

标识符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说明

AQBG0010 信息标识 infoId string an40 E11

AQAT0012
被处罚统一信

用代码
instCode string an18

见 GB/T

32100-2015

AQBG0073 责任人 people string ..256

AQBG0074 处罚机构
issueUnit

Code
string ..32

AQBG0075 处罚类型 type string ..2 见表 69 处罚类型

AQBG0076 处罚金额 cost float 单位:元

AQBG0077 处罚时间 time datetime
YYYY-MM-DDh

h:mm:ss

AQBG0078 有效期 timespan integer 单位:天

AQBG0080 处罚描述 desp string ..1024

3.3.8 服务评价信息数据交换 Service Evaluation Information

表 29 服务评价信息表

内部

标识符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说明

AQCT0055 经办人标识 contactId string an42 E9

AQAT0001 机构标识 instId string an16 E3

AQAT0094 服务项目 svcItem string ..2 见表 97
殡葬服务项目类

型

AQBG0081 评价内容 evaContent string ..1024

AQBG0082 评价时间 evaTime datetime
YYYY-MM-DDhh:

mm:ss

AQBG0083 评价结果 evaResult integer ..2

3.3.9 服务评估信息数据交换 Service Assessment Information

表 30 服务评估信息表

内部

标识符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说明

AQAT0001 上级机构标识 assessInstId string an16 E3

AQAT0001 被评估机构标识 instId string an16 E3

AQBG0084 评估内容 assessContent string

AQBG0085
评估时间

assessTime datetime
YYYY-MM-DDh

h:mm: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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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BG0086 评估结果 assessResult integer ..2

3.3.10 突发事件逝者善后统计信息数据交换 Emergency Decedent Statistics

表 31 突发事件逝者善后统计信息表

内部

标识符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

式
值域 说明

AQBG0088 突发事件标识 emergencyId string an19 E14

AQBG0089 突发事件名称 emergencyName string ..128

AQBG0090 突发事件类型 emergencyCause string ..2 见表 98

AQBG0091
突发事件发生时

间
emergencyContent datetime

YYYY-MM

-DDhh:m

m:ss

AQBG0092
突发事件发生地

点
emergencyPlace string ..1024

AQBG0093 逝者总数 decedentCount integer ..6

AQBG0105 集中安葬总数 groupBuriedCount integer

AQBG0106 火化总数 cremationCount integer

AQBG0094 是否集中安葬 unifiedBuryFlag boolean 1 见表 75

3.3.11 突发事件人员登记信息数据交换 Emergency Decedent Information

表 32 突发事件人员登记信息表

内部

标识符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说明

AQBG0088
突发事件标

识
emergencyId string an19 E14

AQBG0108 姓名 personnelName string ..64

AQBG0109 证件类型 personnelCardType string ..2 见表 58

AQBG0110 证件号码 personnelCardCode string ..64

AQBG0111 性别 personnelGender string ..2 见表 62 性别代码

AQBG0112 人员状态 personnelStatus string ..2 见表 108

AQET0017 遗体状态 corpseStatus string ..2 见表 81

AQBG0113
遗体处理方

式
corpseDisposeType string ..2 见表 109

3.3.12 诚信体系评估信息数据交换 Credit Evaluation Information

表 33 诚信体系评估信息表

内部

标识符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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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AT0001 机构标识 instId string an16 E3

AQBG0098 信用等级 creditLevel string ..128

AQBG0114 失信记录 brokenRecord string ..2048

AQBG0099 评价内容 creditEvaContent string ..1024

AQBG0100 评价时间 creditEvaTime datetime
YYYY-MM-DDh

h:mm:ss

AQBG0101 评价单位 creditEvaOrg string ..128

3.3.13 惠民政策信息数据交换 Benefit Policy Information

表 34 惠民政策信息表

内部

标识符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说明

AQAT0129 政策名称 policyName string ..256

AQAT0130 政策标准 policyStd string ..256

AQAT0131 适用范围 policyScope string ..1024

AQAT0132 适用区域 applicableArea string ..1024

AQAT0133 覆盖人口数
applicablePopula

tion
integer ..n7 单位:万人

AQAT0134 给付方式 payMode string ..2 见表 105

AQAT0135 资金来源 capitalSource string ..2 见表 106

AQBG0115
惠民政策资

金额
benifitAmount float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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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殡仪服务篇数据交换列表

殡仪服务篇主要包括殡仪业务信息，遗体接运、保存守灵和防腐整容信息，火化、取灰、骨灰寄存

以及接领信息进行数据交换。本篇编制的数据交换列表清单如表 35 所示。

表 35 殡仪服务篇数据交换目录列表

数据交换表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文内索引

遗体异地运输记录信息 CorpseRemoteTransport 表 36

国际运尸信息 CorpseInternationalTransport 表 37

遗体保存/守灵信息 CorpseConservationNWake 表 38

火化记录信息 CorpseCremationServiceInformation 表 39

取灰信息 CremainsServiceInformation 表 40

遗体离馆信息 CorpseDepartureInformation 表 41

殡仪服务消费信息 FuneralServiceCostInformation 表 42

注:表 35 中所有数据交换目录收录的数据交换集合如表 36至表 42 所示。

3.4.1 遗体异地运输记录信息 Corpse Remote Transport

表 36 遗体异地运输记录信息表

内部

标识符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说明

AQCB0001 业务标识 applyId string an40 E15

AQCB0018 出发机构标识 fromInstCode string an16 E3

AQCB0019 目的机构标识 toInstCode string an16 E3

AQCB0007 车辆标识 carId string ..38

AQCT0071 车牌号 carNo string ..10

AQCB0021 车辆隶属 carBelongTo string ..2 见表 86

AQET0001
逝者/使用者标

识
deadId string an41 E5

AQCB0022 出发地 startPlace string ..256

AQCB0023 出发时间 startTime datetime
YYYY-MM-DDh

h:mm:ss

AQCB0024 目的地 endPlace string ..256

AQCB0025 到达时间 endTime datetime
YYYY-MM-DDh

h:mm:ss

AQCB0008 司机标识 driverId string ..34

AQAT0146 机构职工 staffs string ..1024 殡仪馆随车职工

AQCB0027 登记单位 createOrgan string ..32

AQCB0028 登记人 createPeople string ..16

AQCB0029 登记时间 registerTime datetime
YYYY-MM-DDh

h:mm: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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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CB0030 最后更新时间 updateTime datetime
YYYY-MM-DDh

h:mm:ss

AQCB0016 完成情况 status string ..2 见表 96
殡葬业务完成情

况

AQCB0106
目的地批准单

位

approvalDestO

rg
string an16 E3

AQCB0107
目的地批准日

期

approvalDestD

ate
date YYYY-MM-DD

AQCB0083
接收地批准单

位

approvalRcptO

rg
string an16 E3

AQCB0084
接收地批准日

期

approvalRcpt

Date
date YYYY-MM-DD

3.4.2 国际运尸信息 Corpse International Transport

表 37 国际运尸信息表

内部

标识符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说明

AQCB0001 业务标识 applyId string an40 E15

AQET0001
逝者/使用者标

识
deadId string an41 E5

AQAT0001 机构标识 createOrgan string an16 E3

AQCT0055 经办人标识 customId string an42 E9

AQCN0046 运输方向 transGo string ..2 见表 99

AQCN0047 运输内容 transItem string ..2 见表 100

AQCN0048
入境后处理方

式
dealingMode string ..2 见表 101

AQCN0049 运输方式 transType string ..2 见表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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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CN0050 包装材料 packMaterial string ..254

AQCN0051 是否密封 isEnclosed boolean 1 见表 75

AQCN0052 经办单位意见 orgSuggestion string ..1024

AQCN0053
遗体防腐证明

编号

corpse

AntisepticNo
string ..16

AQCN0054 入殓证明编号
corpse

AntisepticNo
string ..16

AQCN0055
卫生监管申报

单编号

corpse

AntisepticNo
string ..16

AQCB0022 出发地 startPlace string ..256

AQCB0023 出发时间 startTime datetime
YYYY-MM-DDh

h:mm:ss

AQCB0024 目的地 endPlace string ..256

AQCB0025 到达时间 endTime datetime
YYYY-MM-DDh

h:mm:ss

AQCB0027 经办单位 createOrgan string ..32

AQCB0028 登记人 createPeople string ..16

AQCB0029 登记时间 registerTime datetime
YYYY-MM-DDh

h:mm:ss

AQCB0030 最后更新时间 updateTime datetime
YYYY-MM-DDh

h:mm:ss

AQCB0016 完成情况 status string ..2 见表 96

3.4.3 遗体保存/守灵记录信息数据交换 Corpse Conservation NWake

表 38 遗体保存/守灵记录信息表

内部

标识符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说明

AQCB0031 存入时间 startTime datetime
YYYY-MM-DDh

h:mm: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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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CB0032 取出时间 endTime datetime
YYYY-MM-DDh

h:mm:ss

AQCB0097 是否超期存放 isExtended boolean ..2 见表 75

AQCB0098 超期存放遗体类型
extRemainsTy

pe
string ..2 见表 110

AQCB0099 超期存放经费支出
extSaveExpen

diture
float 单位:元

AQCB0100 超期存放经费来源
extSaveExpen

ditureType
string ..2 见表 111

AQCB0101 超期存放遗体来源
extRemainsSo

urce
string ..2 见表 112

AQCB0102 超期存放遗体构成
extRemainsCo

nstitute
string ..2 见表 113

AQCB0103
超期存放遗体是否

已处理
isDisposed boolean ..2 见表 75

AQCB0104
超期存放遗体处理

经费支出

diposeExpend

iture
float 单位:元

AQCB0105
超期存放遗体处理

经费来源

diposeExpend

itureType
string ..2 见表 111

3.4.4 火化记录信息数据交换 Corpse Cremation Service Information

表 39 火化记录信息表

内部

标识符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说明

AQCB0001 业务标识 applyId string an40 E15

AQAT0001 机构标识 createOrgan string an16 E3

AQET0001
逝者/使用者标

识
deadId string an41 E5

AQCB0049 火化工标识 stovePeople string an34 E4 人员编号

AQCB0050 火化证明编号 stoveProfNo string ..16

AQCB0051
火化证明开具

时间
stoveProfTime datetime

YYYY-MM-DDh

h:mm:ss

3.4.5 取灰信息数据交换 Cremains Service Information

表 40 取灰信息表

内部

标识符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说明

AQCB0001 业务标识 applyId string an40 E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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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AT0001 机构标识 createOrgan string an16 E3

AQET0001
逝者/使用者标

识
deadId string an41 E5

AQCB0053 取灰人姓名 name string ..64

AQCB0054 证件类型 cerType string ..2 见表 58

AQCB0055 证件号码 certNo string ..64

AQCB0056 联系电话 contactPhone string ..64

AQCB0057 取灰时间 cremainsTime datetime
YYYY-MM-DDh

h:mm:ss

AQCB0058 骨灰去向 cremainsDest string ..2 见表 95

AQCB0096 骨灰去向地址 cremainsPlace string ..256 地址

3.4.6 遗体离馆信息数据交换 Corpse Leave Information

表 41 遗体离馆信息表

内部

标识符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说明

AQCB0001 业务标识 applyId string an40 E15

AQAT0001 机构标识 createOrgan string an16 E3

AQET0001
逝者/使用者标

识
deadId string an41 E5

AQCB0067 离馆时间 leaveTime datetime
YYYY-MM-DDh

h:mm:ss

AQCB0068 离馆原因 leaveReason string ..128

AQCB0092 离馆去向地址 leaveGo string ..256 地址

AQCB0069 运输车辆标识 transWay string ..64

AQCB0070 批准人 approvedBy string ..64

AQCB0071 目的机构标识 destInstId string an16 E3

3.4.7 殡仪服务消费信息数据交换 Funeral Service Cost Information

表 42 殡仪服务消费信息表

内部

标识符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说明

AQCB0073 消费记录标识 costId string an43 E12

AQAT0001 机构标识 createOrgan string an16 E3

AQET0001
逝者/使用者标

识
deadId string an41 E5

AQCB0074 总消费 totalBill float 单位:元

AQCB0075 车辆运输消费 transBill float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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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CB0076 遗体保存消费 bodyKeepBill float 单位:元

AQCB0077
防腐/整容消费 decoBill float 单位:元

AQCB0078 告别消费 memoBill float 单位:元

AQCB0079 火化消费 fisBill float 单位:元

AQCB0081 用品消费 suppliesBill float 单位:元

AQCB0080 骨灰寄存消费 depositBill float 单位:元

AQCB0091 优惠金额 discountAmount float 单位:元

AQCB0093 惠民减免金额 deductAmount float 单位:元

AQCB0094 惠民奖补金额
supplementalAmmo

unt
float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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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安葬/安放服务篇数据交换列表

安葬/安放服务篇主要包括墓位、穴位、格位信息，留墓、订墓、购墓信息，祭祀、安葬业务信息

以及墓位维护、迁出信息进行数据交换。本篇编制的数据交换列表清单如表 43 所示。

表 43 安葬/安放服务篇数据交换目录列表

数据交换目录表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文内索引

墓位/格位信息 GraveInformation 表 44

安放/安葬信息 EmplaceNBuryServiceInformation 表 45

骨灰撒散信息 CremainsScatterInformation 表 46

墓位迁出信息 GraveShiftInformation 表 47

骨灰寄存信息 CremainsStorageInformation 表 48

安放/安葬消费信息 InterServiceCostInformation 表 49

注：表 43中所有数据交换目录收录的数据交换集合如表 44 至表 49 所示。

3.5.1 墓位/格位信息数据交换 Grave Information

表 44 墓位/格位信息表

内部

标识符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说明

AQDN0018 墓位标识 graveId string an37 E16

AQAT0001 机构标识 instId string an16 E3

AQDN0001 墓数类型 graveNumType string ..2 见表 87

AQDN0002 墓位类型 graveType string ..2 见表 88

AQDN0003 占地面积 area float 单位:㎡

AQDN0004 墓碑类型 graveStoneType string ..2 见表 89

AQDN0005 墓碑高度 height float 单位:m

AQDN0020 格位类型 nicheType string ..2 见表 115

AQDN0021 格位数类型 nicheAmount string ..2 见表 116

AQDN0022 格位尺寸-长 nicheLength float float 单位:m

AQDN0023 格位尺寸-宽 nicheWidth float float 单位:m

AQDN0024 格位尺寸-高 nicheHight float float 单位:m

AQCN0056 收费项目 chargeItemType string ..2 见表 107

AQDN0006 收费价格 charge float 单位:元

AQDN0007 墓位状态 status string ..2 见表 90

AQDN0008 建成日期 createDate date YYYY-MM-DD

AQDN0016 墓位改造内容 renovationItem string ..1024

AQDN0017 墓位改造日期 renovationDate date YYYY-MM-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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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DN0019 墓位改造类型 renovationType string ..2 见表 114

3.5.2 安放/安葬信息数据交换 Emplace NBury Service Information

表 45 安放/安葬信息表

内部

标识符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说明

AQBG0010 信息标识 infoId string an40 E11

AQAT0001 机构标识 instId string an16 E3

AQET0001
逝者/使用者标

识
deadId string an41 E5

AQET0004 证件类型 cardType string ..2 见表 58

AQET0005 证件号 cardCode string ..64 无证置空

AQCN0019 处置方式 type string ..2 见表 91

AQDN0018 墓位标识 graveId string an37 E16

AQCN0045 安葬证件编号 interNo string ..64

AQCN0021 安放/安葬时间 interTime datetime
YYYY-MM-DDh

h:mm:ss

AQCN0022 安葬内容 interItem string ..2 见表 92

3.5.3 骨灰撒散信息数据交换 Cremains Scatter Information

表 46 骨灰撒散信息表

内部

标识符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

型
数据格式 值域 说明

AQBG0010 信息标识 infoId string an40 E11

AQAT0001 机构标识 instId string an16 E3

AQET0001 逝者/使用者标识 deadId string an41 E5

AQCN0024 骨灰撒散类型 type string ..2 见表 94 骨灰撒散

AQCN0025 撒散日期 actonDate date YYYY-MM-DD

AQCN0026 撒散地点 location string ..128

3.5.4 墓位迁出信息数据交换 Grave Shift Information

表 47 墓位迁出信息表

内部

标识符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说明

AQDN0018 墓位标识 graveId string an37 E16

AQAT0001 机构标识 instId string an16 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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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ET0001
逝者/使用者标

识
deadId string an41 E5

AQCT0055 经办人标识 contactId string an42 E9

AQCN0042 迁出时间 finishTime datetime
YYYY-MM-DDh

h:mm:ss

AQCN0043 迁出去向
graveShiftDe

st
string ..2 见表 95

AQCN0081 迁往地址
graveShiftPl

ace
string ..256 地址

3.5.5 骨灰寄存信息数据交换 Cremains Storage Information

表 48 骨灰寄存信息表

内部

标识符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说明

AQCB0001 业务标识 applyId string an40 E15

AQAT0001 机构标识 createOrgan string an16 E3

AQET0001
逝者/使用者标

识
deadId string an41 E5

AQCB0060 持证人标识 peopleId string ..64

AQCB0062 存入时间 startTime datetime
YYYY-MM-DDh

h:mm:ss

AQCB0063 取出时间 endTime datetime
YYYY-MM-DDh

h:mm:ss

3.5.6 安放/安葬消费信息数据交换 Inter Service Cost Information

表 49 安放/安葬消费信息表

内部

标识符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说明

AQCB0073 消费记录标识 costId string an43 E12

AQAT0001 机构标识 createOrgan string an16 E3

AQET0001 逝者/使用者标识 deadId string an41 E5

AQCN0076 总消费 totalBill float 单位:元

AQCN0077 墓穴/格位租用费 rentBill float 单位:元

AQCN0078 建墓工料费 consBill float 单位:元

AQCN0079 安葬费 interBill float 单位:元

AQCN0080 维护管理费 maintaintBill float 单位:元

AQCB0080 寄存消费 depositBill float 单位:元

AQCB0081 用品消费 suppliesBill float 单位:元

AQCB0108 服务消费 serviceBill float 单位:元



MZ/T 141—2019

27

AQCB0091 优惠金额 discount float 单位:元

AQCB0093 惠民减免金额 deduction float 单位:元

AQCB0094 惠民奖补金额 supplemental float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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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祭祀/祭扫服务篇数据交换列表

祭祀/祭扫服务篇主要包括申请相关信息和服务相关信息进行数据交换。本篇编制的数据交换清单

如表 50 所示。

表 50 祭祀/祭扫服务篇数据交换目录列表

数据交换目录表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文内索引

祭祀祭扫管理信息规范 WorshipManageInformation 表 51

注：表 50中所有数据交换目录收录的数据交换集合如表 51 所示。

表 51 祭祀/祭扫管理信息表

内部

标识符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

式
值域 说明

AQBG0010 信息标识 infoId string an40 E11

AQBJ0001 日参加祭扫人数
dailyWhorshipC

ount
integer

AQBJ0002 日参加祭扫的车辆 veihcleCount integer

AQBJ0003 日机构保障人数
dailyOrgGuardC

ount
integer

AQBJ0004 填报机构 reportOrg string ..256

AQBJ0005 填报日期 reportDate date
YYYY-MM

-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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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民政殡葬服务管理业务信息分类编码

4.1 通用类别代码

信息分类编码是数据交换赋值使用的可统一归纳的信息分类编码的集合。本节编制（或引用）了民

政部通用的信息分类类别代码，见表2至表75。

表 52 民政业务分类类别代码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A 社会团体管理 L 区划管理

AA 社会团体基本信息 LA 区划基本信息

AB 社会团体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基本信息 LB 区划统计信息

AC 社会团体变更信息 LC 区划变更信息

AD 社会团体年检信息 M 地名管理

AE 社会团体注销信息 MA 行政区域名称信息

AF 社会团体奖励信息 MB 建筑物名称信息

AG 社会团体责令整改信息 MC 单位名称信息

AH 社会团体行政处罚信息 MD 道路名称信息

B 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 ME 河流名称信息

BA 民办非企业单位基本信息 MF 湖泊名称信息

BB 民办非企业单位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基本

信息

MG 山峰名称信息

BC 民办非企业单位变更信息 MH 山脉名称信息

BD 民办非企业单位年检信息 MI 旅游景点名称信息

BE 民办非企业单位注销信息 MJ 地名文件管理信息

BF 民办非企业单位奖励信息 MK 地名档案管理信息

BG 民办非企业单位责令整改信息 ML 地名标牌管理信息

BH 民办非企业单位行政处罚信息 N 边界管理

C 优待抚恤 NA 勘定行政区域界线信息

CA 优抚对象基本情况 NB 界桩信息

CB 优抚医院信息 NC 行政区域界线管理档案信息

CC 光荣院信息 ND 行政区域界线管理材料信息

CD 烈士纪念建筑物信息 NE 边界争议管理信息

D 安置管理 NF 行政区域界线联合检查信息

DA 军休干部基本信息 P 儿童收养

DB 军退职工基本信息 PA 被收养人信息

DC 干休所基本信息 PB 送养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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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DD 退役士兵安置基本信息 PC 国内收养人信息

DE 军供站基本信息 PD 港澳台收养人信息

E 双拥 PE 外国收养人信息

EA 地方拥军优属投入信息 Q 殡葬管理

EB 军队支持地方建设信息 QA 殡葬单位信息

EC 全国双拥模范城（县、区）信息 QB 殡葬单位统计信息

ED 双拥工作机构信息 QC 殡葬服务信息

EE 双拥先进个人信息 QD 墓穴信息

EF 双拥先进单位信息 QE 死者信息

EG 双拥省级表彰信息 R 救助站管理

EH 双拥年度考核验收排队信息 RA 受助人信息

F 灾情信息 RB 救助站信息

FA 自然灾害损失情况统计快报 S 社会福利

FB 救灾工作情况统计快报 SA 社会福利机构信息

FC 自然灾害损失情况统计年报 SB 假肢企业机构信息

FD 救灾工作情况统计年报 SC 假肢矫形器师信息

FE 冬春生活需救助情况 SD 福利机构入住人员信息

FF 冬春生活已救助情况 SE 福利企业单位基本信息

FG 因灾死亡人口台帐信息 SF 福利彩票

FH 因灾失踪人口台帐信息 T 老龄工作

FI 冬春生活救助人口台帐信息 TA 老龄事业统计信息

G 救灾捐赠 U 基金会管理

GA 救灾捐赠单位信息 UA 基金会基本信息

GB 救灾捐赠人信息 UB 基金会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理事/监事基

本信息

GC 救灾捐赠内容信息 UC 基金会变更信息

H 社会救助管理 UD 基金会年检信息

HA 低保对象基本信息 UE 基金会注销信息

HB 低保管理机关辖区信息 UF 基金会奖励信息

HC 农村五保供养基本信息 UG 基金会责令整改信息

HD 农村五保供养管理机关辖区信息 UH 基金会行政处罚信息

HE 农村五保供养机构信息 V 社会工作者登记

HF 医疗救助信息 VA 社会工作者登记管理机构信息

I 婚姻登记管理 VB 社会工作者登记信息

IA 婚姻登记管理信息 W 志愿者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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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IB 婚姻登记管理机关信息 WA 志愿者信息

J 农村基层社会治理 WB 志愿者服务项目信息

JA 村民选举情况

JB 村委会候选人情况

JC 农村社区建设情况

K 社区建设

KA 社区基本情况

KB 社区居民基本情况

KC 社区组织情况

KD 社区服务机构信息

注：本表源自标准 MZ/T012-2014

表 53 性别类别代码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0 未知的性别 2 女性

1 男性 9 未说明的性别

注：本表源自标准 GB/T 2261.1-2003

表 54 文化程度类别代码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10 研究生 60 高中

20 大学本科 70 初中

30 大学专科和专科学校 80 小学

40 中等专业学校或中等技术学校 90 文盲或半文盲

50 技工学校

注：本表源自标准 GB/T 4658-1984

表 55 职称级别代码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01 初级 03 副高级

02 中级 04 正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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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政治面貌类别代码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01 中国共产党党员 08 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

02 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 09 中国致公党党员

03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 10 九三学社社员

04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会员 11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盟员

05 中国民主同盟盟员 12 无党派民主人士

06 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 13 群众

07 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 99 其它

注：本表源自标准 GB/T 4762-1984

表 57 家庭关系类别代码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0 本人/户主 5 父母/岳父母/公婆

1 配偶 6 祖父母/外祖父母

2 子/婿 7 兄弟姐妹

3 女/媳 9 其他

4 孙子女/外孙子女

注：本表源自标准 GB/T 4761-2008

注：其中元素名称根据民政工作需要做了必要的调整。

表 58 身份证件类型代码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1 内地居民身份证 5 护照

2 香港居民身份证 6 军官证

3 澳门居民身份证 7 士兵证

4 台湾居民身份证 9 其他有效国籍旅行证件

注：本表源自标准 MZ/T012-2014

表 59 民族类别代码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01 汉族 30 土族

02 蒙古族 31 达斡尔族

03 回族 32 仫佬族

04 藏族 33 羌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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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05 维吾尔族 34 布朗族

06 苗族 35 撤拉族

07 彝族 36 毛难族

08 壮族 37 仡佬族

09 布依族 38 锡伯族

10 朝鲜族 39 阿昌族

11 满族 40 普米族

12 侗族 41 塔吉克族

13 瑶族 42 怒族

14 白族 43 乌孜别克族

15 土家族 44 俄罗斯族

16 哈尼族 45 鄂温克族

17 哈萨克族 46 德昂族

18 傣族 47 保安族

19 黎族 48 裕固族

20 傈僳族 49 京族

21 佤族 50 塔塔尔族

22 畲族 51 独龙族

23 高山族 52 鄂伦春族

24 拉祜族 53 赫哲族

25 水族 54 门巴族

26 东乡族 55 珞巴族

27 纳西族 56 基诺族

28 景颇族 97 其他

29 柯尔克孜族 98 外国血统中国籍人士

注：本表源自标准 GB/T 3304-1991

表 60 区划单位类别代码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01 直辖市 13 旗

02 省 14 自治旗

03 自治区 15 特区

04 特别行政区 16 林区

05 地级市 17 区公所

06 地区 18 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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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07 自治州 19 乡

08 盟 20 民族乡

09 市辖区 21 街道

10 县级市 22 苏木

11 县 23 民族苏木

12 自治县

注：本表源自标准 MZ/T012-2014

表 61 专业技术职务代码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070 实验技术人员 080 工程技术人员

072 高级实验师 082 高级工程师

073 实验师 083 工程师

074 助理实验师 084 助理工程师

075 实验员 085 技术员

注：本表源自标准 GB/T 8561-2001

表 62 地区统计上报方式类别代码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1 月报 3 年报

2 季报

注：本表源自标准 MZ/T012-2014

表 63 季度类别代码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01 第一季度 03 第三季度

02 第二季度 04 第四季度

表 64 死亡原因代码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1 因病 5 衰老

2 自杀 6 自然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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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3 被害 99 其他

4 车祸

注：本表源自标准 MZ/T012-2014

表 65 致死疾病类型代码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01 传染病 07 心脑血管疾病

02 肿瘤 08 骨骼/肌肉系统疾病

03 血液病 09 免疫系统疾病

04 呼吸/消化系统疾病 10 泌尿生殖系统疾病

05 皮肤病 99 其它

06 神经病

表 66 减免类型代码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01 本地户籍居民 07 无名遗体

02 城乡低保对象 08 福利救助机构收养救助的人员

03 农村五保对象 09 非本地户籍大中专学生

04 城市“三无”人员 10 驻本地现役军人

05 优抚对象 11 外来务工人员

06 因灾死亡人员 99 其它

表 67 服务收费类型代码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01 基本服务 02 选择性服务(延伸服务)

表 68 收费类型类别代码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01 政府定价 03 市场调节价

02 政府指导价 99 其它



MZ/T 141—2019

36

表 69 行政处罚类型类别代码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01 警告 05 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

02 罚款 06 行政拘留

03 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 99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

04 责令停产停业

注：本表源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表 70 建设类型代码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01

02

新建

改建

04 迁建

99 其它

03 扩建

表 71 土地使用方式类别代码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01 划拨 03 租赁

02 出让 99 其它

表 72 编制性质代码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01 公务员（含参公） 04 临时

02 事业编 99 其它

03 合同制

表 73 原产地类别代码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001 国产 111 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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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4 燃料类型类别代码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01 燃气 03 电

02 燃油 99 其它

表 75 判断是否类别代码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0 否 1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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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殡葬业务类别代码

本节编制（或引用）了殡葬业务相关的信息分类类别代码，见表 76 至表 116。

表 76 殡葬单位性质类别代码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1 企业单位 3 事业单位

2 行政单位

注：本表源自标准 MZ/T012-2014

表 77 殡葬单位类型类别代码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01 殡仪馆 10 骨灰寄存设施[备注：申请建议取消]

02 公墓 11 火葬场

03 殡葬服务机构 [备注：申请修改为“殡葬

中介服务机构”]

12 殡葬管理所[备注：申请修改为“殡葬

管理机构”]

04 殡葬用品生产销售单位 13 经营性公墓

05 公益性公墓 14 城镇公益性公墓

06 骨灰堂 15 农村公益性公墓

07 红白理事会 16 殡葬社会组织

08 殡仪服务站 17 殡葬科研机构

09 殡葬执法队 [备注：申请修改为“殡葬执

法机构”]

18 殡葬教育机构

99 其他

注：本表源自标准 MZ/T012-2014、MZ/T034-2012、MZ/T035-2012、MZ/T036-2012、MZ/T037-2012、MZ/T028-2012、

MZ/T017-2011、MZ/T018-2011、MZ/T019-2011、MZ/T020-2011、MZ/T021-2011、MZ/T022-2011、MZ/T023-2011

表 78 殡葬单位举办形式类别代码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01 公办公营 03 民办民营

02 公办民营 04 混合所有制运营

99 其它

表 79 殡葬工种类别代码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01 殡仪服务员 05 遗体火化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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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02 遗体接运工 06 墓地管理员

03 遗体防腐师 07 骨灰管理员

04 遗体整容师 99 其它

注：本表源自标准 GB/T 24441-2009

表 80 火化区土葬改革区类型代码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01 火化区 03 混合区

02 土葬改革区 99 其它

表 81 遗体状态类别代码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01 完好 04 标本

02 腐败 05 遗骸

03 缺失 99 其它

表 82 殡葬设施类型类别代码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01 接尸间 11 纪念碑（堂、廊、墙等）

02 停尸间 12 焚烧设施

03 冷藏间 13 休息室

04 防腐室 14 服务设施（营业厅、销售展厅、洽谈室

等）

05 整容室 15 管理设施（办公室、会议室、值班室等）

06 守灵室 16 档案室

07 悼念厅 17 机房

08 火化间 18 法医室（解剖室）

09 侯灰室 99 其它

10 骨灰楼（堂、廊、塔、墙、地宫等）

注：本表源自标准 GB/T 19632-2005

表 83 殡葬设施状态类别代码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01 未使用 03 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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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02 正在使用 04 废弃

表 84 殡葬设备类型类别代码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01 车辆 043 捡灰式火化机

02 冷冻冷藏设备 049 其它火化机

03 防腐整容设备 05 遗物焚烧设备

04 火化机 061 火化机后处理设备

041 架条式火化机 062 遗物祭品焚烧后处理设备

042 平板式火化机 99 其它设备

注：本表源自标准 GB/T 19632-2005

表 85 殡葬设备状态类别代码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01 可用 03 停用

02 不可用 04 报废

表 86 车辆隶属类别代码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01 出发机构 99 其它机构

02 到达机构

表 87 墓数类型类别代码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01 单穴 03 多穴

02 双穴

表 88 墓位类型类别代码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01 传统类 03 格位类

02 节地生态类 99 其它



MZ/T 141—2019

41

表 89 墓碑类型类别代码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01 立碑 99 其它

02 卧碑

表 90 墓位状态类别代码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01 空置 04 已售

02 留墓 05 已安葬

03 定墓 06 已迁出

99 其它

表 91 处置方式类别代码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01 安放 02 安葬

表 92 安葬内容类别代码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01 骨灰 03 遗体

02 骨殖 99 其它

表 93 安葬服务方式类别代码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1 墓地安葬 5 海葬

2 寄存 6 树葬

3 壁葬 7 花葬

4 塔陵葬 8 草坪葬

99 其它

注：本表源自标准 MZ/T012-2014

表 94 骨灰撒散类型类别代码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01 撒海 04 草坪撒散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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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02 树下撒散葬 05 深埋撒散葬

03 花坛撒散葬 99 其它

表 95 骨灰去向类别代码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01 殡仪馆骨灰寄存 06 不保留骨灰

02 公益性公墓安放 07 骨灰撒散

03 公益性公墓安葬 08 自行安葬

04 经营性公墓安放 99 其它

05 经营性公墓安葬

表 96 殡葬业务完成情况类别代码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01 已派工 03 已取消

02 已完成 99 其它

表 97 殡葬服务项目类型类别代码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01 火化 07 防腐

02 整容 08 告别

03 墓葬（安葬） 09 撒散

04 骨灰存放（安放/寄存） 10 祭祀/祭扫

05 接运 99 其它

06 国际运尸

注：本表源自标准 GB/T 19632-2005

表 98 突发事件类别代码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01 自然灾害类 03 公共卫生事件类

02 事故灾难类 04 社会安全事件类

注：本表源自标国务院《特别重大、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分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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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9 运输方向类别代码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01 出境 02 入境

表 100 运输内容类别代码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01 遗体 03 骨灰

02 骸骨 99 其它

表 101 入境后处理方式类别代码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01 土葬 99 其它

02 火化

表 102 运输方式代码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01 汽车 03 轮船

02 飞机 99 其它

表 103 预约方式代码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01 电话 03 现场

02 网上

表 104 预约服务类型代码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01 运尸 04 订墓

02 告别 05 留墓

03 火化 99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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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5 给付方式代码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01 给当事人 03 给公墓

02 给殡仪馆 99 其它

表 106 资金来源类型代码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01 政府财政 03 单位自筹

02 彩票公益金 99 其它

表 107 安放/安葬收费项目类型代码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01 墓穴/格位租用费 05 骨灰寄存费

02 建墓工料费 06 服务费

03 安葬费 99 其它

04 维护管理费

表 108 人员状态类别代码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01 轻伤 04 死亡

02 重伤 99 其它

03 失联

表 109 遗体处理方式类别代码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01 集中安葬 03 冷藏

02 火化 99 其它

表 110 超期存放遗体类别代码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01 无名无主 03 有名无主

02 有名有主 99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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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 遗体超期存放经费来源类别代码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01 财政拨款 03 公安部门

02 殡仪馆自理 99 其它

表 112 超期存放遗体来源类别代码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01 公安部门 99 其它

02 卫生部门

表 113 超期存放遗体构成类型类别代码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01 交通事故 04 刑事案件

02 工程事故 99 其它

03 医疗纠纷

表 114 墓地改造类型类别代码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01 生态改造 03 旧墓改造

02 节地改造 99 其它改造

表 115 格位类型类别代码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01 骨灰楼 05 塔

02 骨灰堂 06 地宫

03 骨灰廊 99 其它

04 骨灰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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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6 格位数类型类别代码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元素代码 元素名称

01 单格位 03 多格位

02 双格位 99 其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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