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 03.080.30

A 12 MZ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政 行 业 标 准

MZ/T 046—2013

殡葬服务项目分类

Funeral services classification

2013 - 12 - 31 发布 2013 - 12 - 31 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发 布

备案号：×××××—××××



MZ/T XXX—XXXX

I

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殡葬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354）归口并解释。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市殡葬协会、北京市殡葬管理处。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琦、姜晓刚、裴春悦、徐海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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殡葬服务项目分类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殡葬服务项目分类原则、编码方法及项目分类。

本标准适用于殡葬服务单位提供殡葬服务和行政管理部门监督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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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9632-2005 殡葬服务、设施、用品分类与代码

3 分类原则

3.1 分类对象

殡葬服务机构开展的殡葬服务。

3.2 分类依据

以殡葬服务流程为依据，兼顾特殊殡葬服务环节，将殡葬服务项目分为遗体接运、遗体防腐保存、

遗体整理、殡仪服务、火化服务、安葬服务、安葬后续服务、祭扫服务、其他殡葬服务等九大类。

4 编码方法

4.1 采用 GB/T 19632-2005 中第 5 章的编码方法。

4.2 采用 GB/T 19632-2005 中 5.1 代码结构的第三层、第四层、第五层代码结构，以 6位数字标识殡

葬服务项目代码。

XX XX XX

5 项目分类

殡葬服务项目分类与代码如表1：

第 5、6位数字： 分类对象细类代码

第 3、4位数字： 分类对象小类代码

第 1、2位数字： 分类对象大类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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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殡葬服务项目分类表

代码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010000 遗体接运 到指定地点接运遗体。

010100 遗体接运登记 确定到指定地点所接运遗体的相关信息。

010200 遗体收殓 对所接运遗体装殓及对非正常死亡、传染性疾病死亡的遗体处置。

010201 遗体查验 对所接运遗体的身份、状态、性质及其附属物品进行的检查和验证。

010202 正常死亡遗体收殓 对正常死亡遗体进行消毒处理后装殓。

010203 非正常死亡遗体收殓
按非正常原因死亡遗体处置程序装殓，传染性疾病死亡遗体按传染性

疾病处置程序装殓。

010204 遗体抬运 由遗体接运工搬运遗体。

010205 遗体运送 将遗体运送至指定的遗体处理地点。

010400 遗体交接
殡葬服务机构与客户之间，或与公安机关、医疗机构等之间的遗体接

收与移交。

020000 遗体防腐保存
通过物理、化学或综合方式减缓遗体腐败变质进程，对遗体进行短时

期或阶段性保存。

020100 普通防腐保存 采用通用的方式、设备、设施存放遗体。

020101 遗体低温防腐保存 将遗体放入遗体冷藏或冷冻设备内，以低温方式保存遗体。

020102 遗体化学防腐保存 采用化学药剂防腐保存遗体。

020103 遗体物理防腐保存 采用干冰降低温度等物理方式防腐保存遗体。

020200 个性防腐保存 采用特殊的方式、设备、设施存放遗体。

020201 单体冷藏 使用独立的冷藏设备存放遗体。

020202 综合防腐保存 采用除低温、化学、物理的综合方式防腐保存遗体。

030000 遗体整理 对遗体进行清洁、整容等整理。

030100 遗体解冻 对处于冷冻状态的遗体进行解冻。

030200 遗体洁身 对遗体进行清洁卫生处理。

030300 遗体更衣 按殡仪程序或客户要求对遗体更换衣物。

030400 遗体整容整形 对遗体进行整理、修饰、修补、美化等。

030401 遗体化妆 对遗体容貌进行修饰和美化。

030402 遗体整容 对遗体进行整理和修补。

030403 遗体整形 对变形、破损的遗体进行外形修复。

030500 遗体包裹 按民族习俗或客户要求对遗体进行包裹。

030600 协助尸检 按规定程序协助进行遗体解剖和检验。

040000 殡仪服务 提供悼念逝者的服务。

040100 殡仪准备 殡仪活动前期相关准备工作。

040101 殡仪策划 策划殡仪活动的内容和方式。

040102 礼厅租用 提供哀悼、祭奠、追思逝者的礼厅。

040104 遗像制作 冲印放大逝者生前照片。

040105 挽联挽幛制作 制作用于花圈上的对联和用于礼厅布置的悼念题词。

040106 花类服务 提供鲜花、绢花、纸花等用品，或以其装饰礼厅。

040107 影音服务 制作或播放悼念逝者的影音资料。

040108 礼厅布置 在殡仪馆礼厅或逝者家里等布置礼厅。

040109 文本撰写 按客户要求撰写殡仪活动所需文书。

040200 殡仪开展 殡仪活动开展中提供的相关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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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040201 司仪服务 由司仪主持殡仪活动。

040202 摄像服务 对殡仪活动摄影摄像并整理。

040203 乐队服务 由乐队在殡仪活动现场吹奏乐曲。

040204 护灵服务 由礼仪人员对逝者遗体、遗骸、骨灰或其它标志物进行护送。

040205 礼炮服务 在殡仪活动现场提供礼炮鸣放。

040300 个性化殡仪服务 提供个性化需求的殡仪服务。

040301 守灵服务 提供守护灵柩或灵位场所和劳务。

040302 追思仪式 按客户要求举行悼念逝者的仪式。

050000 火化服务 用火化机对逝者遗体、遗骸等进行焚化。

050100 遗体火化 用火化机对遗体、遗骸或残肢等进行焚化。

050200 随葬用品火化 用火化机对逝者随葬用品进行焚化。

050300 火化观望 提供观望逝者遗体等入炉和骨灰出炉的服务。

050400 装灰服务 将逝者骨灰装入骨灰袋或骨灰器皿。

050500 领灰服务 在遗体火化后为丧事承办人提供领取骨灰的服务。

050600 骨灰运送 按客户要求将骨灰运送至指定地点。

050700 骨灰暂存 暂时或约定期限存放骨灰。

050800 无主骨灰处理 按照规定程序处置无人认领的骨灰。

060000 安葬服务 将逝者遗体、遗骸或骨灰进行安葬。

060100 墓葬服务 将遗体、遗骸或骨灰入土安葬在墓穴。

060200 生态葬服务
将骨灰以少占地或不占地的生态方式安葬，或在土葬区将遗体深埋不

留坟头。

060201 草坪葬 将骨灰安葬于草坪下。

060202 花坛葬 将骨灰安葬于鲜花种植园区内。

060203 植树葬 将骨灰安葬于植树下。

060204 遗体深埋 在土葬区将遗体深埋地下且不留坟头。

060205 骨灰深葬 将骨灰安葬于地下设施。

060206 骨灰播撒 将骨灰播撒且不保留骨灰。

060207 骨灰撒海 将骨灰撒入指定海域或江河中。

060300 立体安置服务 将骨灰安置于骨灰堂、塔、廊、亭、墙等立体设施中。

060301 骨灰堂安置 将骨灰安置于骨灰堂室格位内。

060302 骨灰塔安置（塔葬） 将骨灰安置于骨灰塔室格位内。

060303 骨灰廊安置 将骨灰安置于骨灰廊格位内。

060304 骨灰亭安置 将骨灰安置于骨灰亭格位内。

060305 骨灰墙安置（壁葬） 将骨灰安置于骨灰墙壁格位内。

060400 安葬配套服务 与逝者骨灰（遗体）安置相关的其它服务。

060401 墓穴租赁管理 为客户安置骨灰（遗体）提供租赁的安葬设施并管理。

060402 墓型墓志设计 设计墓位的造型、式样，并设计撰写碑文墓志。

060403 墓体制作 建造和安装墓体，并在墓体上刻描文字，或用金箔粘贴文字。

060404 图像制作 在墓体等安葬标志物上制作逝者图像。

060405 安葬礼仪 在安葬时或设立安葬标志物时提供的仪式。

070000 安葬后续服务 将逝者遗体、遗骸或骨灰安葬后的相关服务。

070100 墓位维护 对墓位保养和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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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070101 墓体清洁养护 对墓体清扫、擦拭、保养和维修。

070102 墓体装饰 使用装饰品对墓体装饰，或在墓碑周围定期摆放鲜花。

070200 格位维护 对骨灰盒存放格位保养和维修。

070300 墓体改建 按客户要求对逝者安葬标志物进行改建。

070400 合葬服务 将逝者遗体、遗骸或骨灰与已安葬的逝者遗体、遗骸或骨灰进行合葬。

070500 起墓服务 起挖埋葬遗体、遗骸或骨灰的墓穴。

070600 开棺服务 打开装有遗体、遗骸或骨灰的器皿。

070700 迁葬服务 已入葬的遗体、遗骸或骨灰向异地迁移安葬。

070800 续租服务 安葬（放）设施租用期满后继续租用。

080000 祭扫服务 到特定地点或区域追悼逝者。

080100 网络祭扫 为客户提供祭奠网站空间。

080200 代客祭扫 根据客户已选择的祭扫服务项目，代替客户祭奠逝者。

080300 特殊祭扫 按客户特殊要求祭奠逝者。

090000 其他殡葬服务 除以上殡葬服务之外的相关殡葬服务。

090100 上门服务 在客户指定地点提供殡葬服务项目介绍等服务。

090200 引导服务 由专人全程陪同在殡葬服务场所办理相关手续。

090300 证件制作 制作安葬（放）逝者遗体、遗骸、骨灰等的相关证件。

090400 丧宴服务 安排客户的丧事宴请。

090500 殡葬用品服务 出售、出租或定制殡葬用品。

090600 档案查询 为客户查询逝者相关殡葬服务信息。

090700 租车服务 按客户要求提供殡葬服务所需车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