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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殡仪服务指南

为有效防范疾病传播风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

病防治法》、《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遗体处置工作

指引（试行）》等有关规定及相关技术标准，结合新冠疫情

防控常态化下的殡仪服务工作实际，特制定本指南。

1 适用范围

本指南主要适用于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殡仪服务机构

开展各类殡仪服务活动的基本工作要求。

2 适用条件

本指南适用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级为三级及其以下

地区的殡仪服务机构。

3 落实责任

殡仪服务机构应切实承担起本机构服务场所疫情防控

的主体责任，成立由机构负责人牵头的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和

工作小组，制定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确保疫情防

控工作方案有效运行。

4 员工管理

做好员工健康、体温记录，实行外出提前报备制，切实

掌握员工流动情况，非必要情况下，不得前往中、高风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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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根据全国疫情发展实情，不定期对员工进行疫情防控情

况的摸底排查，排查内容包括员工自身及其家人中有无疫情

中、高风险地区途径史，有无与疫情中、高风险地区人员及

物品密切接触史人员。

做好员工的病假登记，建立员工个人健康档案，员工出

现发热、呼吸道症状时,要及时就医并向本机构如实报告。

新进员工、临时员工和来自或途径中、高风险地区的员工必

须接受核酸检测。开展健康宣教，引导员工掌握新冠肺炎等

传染病防治知识和技能，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员工在上岗期

间应全程正确穿戴岗位要求的个人防护用品，并按疫情防控

有关规程操作。

5 场所管理

服务遗体场所应符合《殡仪馆建筑设计规范》（JGJ

124-1999）的有关规定，达到空气流通、光线充足、易于消

毒的要求，特别是门把手、楼梯扶手、电梯按键等频繁接触

部位，应根据客流量情况适当增加消毒次数，告别礼厅等场

所确保每次完成服务都进行彻底性的消毒。密闭环境内应保

持室内空气流通和空调系统供风安全，采用新风模式，关闭

回风系统，定期清洗空调。食堂采取错峰用餐，减少人员聚

集，用餐时保持适当距离。对外经营的餐饮或住宿服务，须

符合当地主管部门的疫情防控要求。殡仪服务机构应减少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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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频次和会议时长，尽量采用网络视频方式召开会议。在公

共场所配酒精消毒液，公共卫生间配洗手液等用品。

6 业务管理

6.1 加强进入人员管理

在机构入口处设立检测岗，进入场所的人员须全程佩戴

口罩，保持一米社交距离，并接受体温检测、“健康码”核

查等。拒绝不接受体温检测或体温异常者（超过 37.3 摄氏

度）入内。

6.2 科学评估人员承载量

根据室内场地可站立面积，科学评估室内场地最大人员

承载量（宜为 1 人/平方米），缜密设定承载量容纳阈值，

瞬时人员承载不宜超过最大承载量的 50%。

6.3 实时调控室内人员密度

实时监测人员密度，如瞬时人员承载超承载阈值时，应

采取短时限流等措施。安排专职人员做好人流疏导和秩序维

护工作，引导场所内人员保持适当社交距离。

6.4 提升殡葬信息化建设

加快推进“互联网+殡葬服务”建设，持续提升殡葬信

息化服务能级，以创新殡葬服务模式为载体，积极推广网络

祭扫、云告别、预约祭扫等线上服务，逐步强化线上服务安

全管理和文化内涵，有效提升线上服务对群众的吸引力。

6.5 完善疫情防控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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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疫情防控宣传力度，密切关注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

区变化情况，在服务场所内醒目位置张贴或公开相关防控知

识和注意事项，确保疫情防控不松劲。

6.6 严控办理遗体跨境、跨省市接运

坚持以审慎稳妥和确保安全为处置原则，严控遗体跨境、

跨省市接运业务。加强棺椁内外消毒工作，妥善处理各类棺

椁包装。根据疫情防控情况，停办、缓办相关跨境、跨省市

业务。

6.7 提升殡葬人性化服务水平

在服从疫情防控大局下，引导社会公众为疫情常态化防

控共同建设，包括第一时间向社会发出措辞委婉和表述温馨

的通告、倡导公众选择互联网告别形式、采用有限度的现场

告别仪式等。推进殡葬社会工作发展，通过设立殡葬社会工

作职业教育、岗前培训、应急预案特定培训的方式，加强行

业内工作人员教育。在有条件的地方，通过购买服务，引入

专业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为有需求的逝者亲友提供公益服

务。

6.8 认真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

如在殡仪公共场所及活动中，发现个别人或个别单位存

在违反疫情防控政策行为，可能带来疫情传播隐患，请及时

向上级主管机构汇报或拨打市民热线进行举报。

7 岗位管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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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接运遗体岗位

7.1.1 依据民政部、卫计委和公安部的相关规定，必须

凭公安机关或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医疗机构出具的

死亡证明。明确遗体死亡原因，办理接运手续。对于疑似病

例遗体，尤其是那些需要县（市）、村（居）委员会出具的

死亡证明后，还需转换成乡、镇卫生院疾病死亡证明的遗体，

要详细了解有关死因的信息，询问家属的有关情况，发现疑

似病例遗体，及时向上级主管机构汇报，应立刻启动应急预

案，按照疫情防控遗体接运技术要求并及时出车接送。

7.1.2 疫情防控期间，接运遗体车辆不宜安排逝者亲友

共同乘坐。

7.1.3 单次遗体接运完成后，需对车辆进行消毒工作。

当日业务完成后，对车辆进行彻底完整的消毒防疫。车辆消

毒宜采取空气消毒和喷洒、擦拭消毒相结合的方式。空气消

毒可采用紫外线空气消毒法，波长范围是 250～275nm，消毒

作用时间为 30～60 分钟。雾化喷洒和擦拭消毒可采用含有

效氯 1000mg/L 的消毒剂或 500mg/L 二氧化氯消毒剂，喷洒

至车辆内物体表面湿润，作用时间不少于 30 分钟。

7.1.4 对于确诊新冠肺炎患者（含疑似）遗体，按照就

近原则，由当地民政部门指定的殡仪服务机构负责接运。专

设接运小组根据预案，做好完善、科学的防护准备工作，包

括的接运车辆检测、需要携带的专用设备及材料用品、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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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据，按照既定路线去目的地接运遗体。在遗体接运过程中，

殡仪服务机构要清晰责任划分，接运人员应在指定区域等候，

不得前往医疗传染病区接运遗体；应由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监

督指导医疗机构做好遗体的消毒、包装、封闭等卫生防疫工

作。在此过程中，接运人员应检查遗体包装袋是否粘贴有“高

感染风险”标识。

新冠肺炎患者（含疑似）遗体的转运、火化应走专用通

道，火化手续对接与办理应由相关责任人负责。遗体运送到

殡仪馆后，应当立即火化，火化前不得打开装殓遗体的火化

棺和密封包装袋，不得进行遗容瞻仰、告别等活动，火化遗

体应当使用专门火化炉。转运遗体的通道应由疾病预防控制

机构跟随专人做随时消毒工作。

单次接运任务完成后，对接运车辆及移动床等相关设备

进行预防性消毒（具体措施见上述雾化、擦拭消毒法），防

止病原体微生物交叉感染。接运车消毒后应密闭作用时间为

30～60 分钟后进行通风，方可重复使用。

对参加新冠肺炎患者（含疑似）遗体接运和火化人员须

按传染病预防要求进行必要的 14 天隔离观察。具体按照三

部委下发的《关于印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遗体处

置工作指引（试行）的通知》（国卫办医函〔2020〕89 号）

执行。

7.2 业务洽谈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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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根据承载力管理原则，确定业务洽谈室逝者亲友

人员上限数，座位设置应保持防疫安全距离。

业务量较大的殡仪服务机构，应错时办理殡殓、火化手

续。

7.2.2 制作各类倡议书、承诺书、告知书等宣传资料，

以书面或短信方式，向逝者亲友告知防控期间殡仪服务的各

类防控措施或相关注意事项。

7.2.3 条件成熟的机构，在确保防疫安全的前提下，可

在业务洽谈时试行推荐基本殡仪服务模式，适时缩短洽谈时

间。

7.2.4 条件具备的机构，可开展线上预约洽谈、电话洽

谈、视频洽谈、电子签名等多种互联网殡仪服务模式，减少

人员聚集。

7.2.5 做好洽谈场所、设备、设施的消杀防疫，宜采取

地面清洁和擦拭消毒的方法，可采用含有效氯 500mg/L 的消

毒剂，作用时间不少于 30 分钟后保持通风。

7.2.6 新冠肺炎死亡患者（含疑似）遗体由指定工作小

组与逝者亲友接洽，不可举行守灵、遗体告别等仪式，可延

后举行骨灰告别或追思仪式；疫情较为严重、疫情防控等级

提高、部分或全面停止基本殡仪服务项目期间，可引导家属

在疫情过后为亲人举行骨灰告别或追思仪式。既体现执行规

定的严肃性，也让殡仪服务充满温度和人文关怀。殡仪馆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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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顾及家属私密性的骨灰认领室，布置温馨而具人文关怀。

指定工作小组相关人员应事先经过社会工作基础理念知识、

殡葬高级接待礼仪和疫情防控指南培训。可随附致哀卡和温

馨提示卡，内容可包括墓园信息、“互联网+殡葬服务”等。

有条件的地区，可以设置殡葬社会工作岗位或通过购买服务

引入专业社工服务机构提供殡葬社会工作服务。

7.2.7 也可将手续办理环节前置，把手续办理点前移到

医疗机构，专人做好防护措施前往医疗机构和相关部门对接，

以避免家属前往殡仪服务机构。在此过程中应完善遗体交接，

督促相关责任人在《新冠肺炎死亡患者遗体交接单》、《新

冠肺炎死亡患者遗体火化登记表》上签字。

7.2.8 做好新冠肺炎死亡患者（含疑似）遗体业务档案

的归档工作。

7.3 殡殓服务岗位

7.3.1 工作人员根据岗位要求，正确使用个人防护用品，

避免直接接触遗体及其液体、排泄物、污染物。

7.3.2 加强各类废弃物处理。服务遗体使用过的防护用

品、废弃物、污染物，应按照《医疗废物管理条例》有关规

定，集中焚烧做无害化处理。不具备焚烧条件的，宜采用含

有效氯 2000mg/L 或含有 500mg/L 的过氧乙酸消毒剂喷洒消

毒包装密封后移交环卫部门处理。

http://images3.mca.gov.cn/www2017/file/202002/1580556735198.xls
http://images3.mca.gov.cn/www2017/file/202002/1580556772303.xls
http://images3.mca.gov.cn/www2017/file/202002/1580556772303.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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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遗体的分泌物、排泄物、体腔内液体等应采取固

化措施，作为固体医疗垃圾进行处理。不具备固化条件的，

应选用含有效氯 5000mg/L 的消毒剂，对体液进行浸润消毒

30 分钟，方可进入二级生化池进行后处理。

7.3.4 加强遗体防腐整容区域的消毒频次，特别是遗体

停放区、冷藏区、整容室内的空气、地面、墙面和其它设施

的消毒；对直接接触遗体的设备：移动床、冰箱、沐浴床等，

应采用含有效氯 1000mg/L 的消毒剂喷洒或擦拭消毒，作用

时间不少于 30 分钟。

7.4 礼厅服务岗位

7.4.1 根据承载力管理原则，确定密闭室内丧属人员上

限数。在各礼厅地面根据间隔间距张贴地标，进入礼厅举行

告别追思人员根据地标站立。

7.4.2 适时缩短服务时间，延长班次间隔时间，减少人

员聚集。各礼厅可错时错峰开展告别、瞻仰活动。

7.4.3 指定工作人员加强现场丧属疏导工作。在空旷室

外合理划分区域，进行分区管理，引导人员减少聚集。

7.4.4 礼厅完成单次服务后，需对礼厅进行消毒工作。

当日业务完成后，对礼厅进行彻底完整的消杀防疫，宜采取

喷洒、地面清洁等消毒方法，可采用 500mg/L 含氯消毒液，

作用时间不少于 3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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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5 条件成熟的地区或机构，可使用云告别等互联网

殡仪创新服务模式。

7.5 守灵服务岗位

7.5.1 根据守灵区域面积，确定室内密闭区丧属人员上

限数。

7.5.2 每具遗体守灵结束以后，对冷藏棺进行彻底消毒。

定期对守灵区域进行消毒、开窗通风。

7.6 火化服务岗位

7.6.1 根据承载力管理原则，确定室内火化等候区丧属

人员上限数，座位设置保持安全距离。

7.6.2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适度提供茶饮等人员聚集

性服务。

7.6.3 做好火化区域的地面、设施、设备的消杀防疫工

作，宜采取喷洒、地面清洁等消毒方法，可采用 500mg/L 含

氯消毒液，作用时间不少于 30 分钟。

7.7 骨灰存放服务岗位

7.7.1 根据承载力管理原则，确定室内密闭区丧属人员

上限数。

7.7.2 在疫情控制周期内，可适度延长骨灰免费临时存

放天数，对于受疫情影响无法当年安葬的骨灰，可酌情减免

骨灰存放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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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3 条件成熟的地区或机构，应提倡线上预约祭扫、

代客祭扫、集中祭扫、云端祭扫等创新服务模式，最大限度

减少人员集聚。

7.7.4 根据上级主管机构的要求，以属地管理的原则，

积极与医疗、交警、协管等部门主动对接，提前完善疫情防

控期间清明、中元、冬至等集中祭扫高峰期的业务预案。

8 物资储备

做好防控物资储备，备齐口罩、测温设备、消毒液、洗

手液和防护服等防控物资,确保满足防控要求和正常运行，

并畅通防控物资采购的供应渠道。

9 新冠肺炎死亡患者（含疑似）遗体处置

9.1 建立新冠肺炎死亡患者（含疑似）遗体处置小组，

参与遗体处置员工应接受医护人员专业指导和防护培训，配

备完整防护用品，建立个人健康信息档案，加强工作期间身

体状况监测，必要时设置专用隔离室。遗体接运、火化，采

用专用车辆、指定路线、专用火化炉，必要时可向交管部门

提前报备行驶路线。

9.2 新冠肺炎死亡患者（含疑似）遗体进馆后，由指定

火化工操作。工作人员根据岗位要求，正确使用个人防护用

品，严格遵守传染病遗体火化操作规程，立即火化遗体，火

化时间应适当延长。（详细操作规程请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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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行业标准《应对突发公共卫生疫情传染病遗体处置规

程》征求意见稿）火化前不得打开装运卫生盒和密封包装袋。

9.3 业务完成后，对设施、设备进行严格消毒。对遗体

处理情况做好业务档案，及时向同级疾控中心和上级管理部

门报告。详细作业流程可参考《殡葬服务机构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遗体处置及疫情防控指引》（民办发 2020 2 号）。

9．4 新冠肺炎死亡患者（含疑似）遗体骨灰统一存放在

指定区域，待疫情过后家属统一前往殡仪服务机构办理领取

手续。

10 防控升级

10.1 当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级调整为二级响应时，殡

仪服务机构应根据上级主管部门要求，严格控制来馆人员规

模和时间，适当简化或暂停非必要人员聚集服务。

10.2 当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级调整为一级响应时，

殡仪服务机构应简化丧事办理相关流程和环节，停止守灵、

告别、祭奠等人员聚集服务，最大限度降低疾病传播风险。

11 应急处置

殡葬服务机构应建立科学、规范、及时、有效的疫情防

控应急预案,一旦发现有发热等症状的人员应立即采取暂时

隔离措施,并与当地疾控部门保持密切联系。经确认为疑似

病例后,应立即启动应急处置预案,配合疾控部门做好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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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并按相关要求停止服务，封闭相关场所,对全部区域进

行消杀,对密切接触人员进行隔离。

12 起草与发布

本指南由中国殡葬协会殡仪服务工作委员会起草，经广

泛征求意见后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