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
树葬送亲人

� � 4月 1 日， 市民在深圳市殡仪馆的一棵树下安葬亲人骨
灰。

当日，深圳举行免费集体环保殡葬，约百位逝者在树下
长眠。 据悉，为倡导以生态环保的方式安葬，目前深圳参与树
葬的费用全部由政府买单。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 摄）

�� 清明节即将
来临。

新华社记者采访发现，在北

京、上海等多地，由于墓地价

格飞涨甚至超过房价，“阴宅”贵

过“阳宅”，不少人无奈奔赴异地买

墓。
而在“一墓难求”的背后，一

些经营性的陵园公墓通过囤

地、超标等手段获取暴利，其

业务利润率超过银行、

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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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时节祭英烈
� � 4 月 3 日， 市民在辽宁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缅
怀先烈。

清明将至，我国各地举行多种形式的清明祭扫活
动，缅怀先烈，寄托哀思。

（新华社 张文魁 摄）

太原推广公益生态葬
� � 4 月 2 日，太原市永安园工作人员将骨灰坛放入生
态墓地。

据了解，为倡导生态环保的方式安葬，太原市近年
来大力进行殡葬改革。 今年起，太原市每个经营性公墓
都将大力推广公益环保生态葬， 包括公益性节地葬、壁
葬、可降解骨灰坛生态葬以及绿色生态葬等。

(新华社记者 詹彦 摄)

河北省三河灵山宝塔陵园距离北京 50
多公里，号称“A 股首家上市陵园”，其北京
办事处设在北京 CBD核心区。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清明节之前这段时间，由于从北京前
往河北陵园购买墓地的客户太多，公司安排
实地考察的大巴十分紧张。

“北京到河北买墓位的人太多了， 本来
公司有祭扫的免费车，但现在你只能自己想
办法了。 ”陵园业务经理滕先生说。

“生于此地，葬在彼地”的现象也发生在
上海。江苏太仓境内的双凤公墓位于 204国
道旁，距上海市中心区有 40多公里。“购买
者和墓主 90%以上都是上海人。 ”在双凤公
墓，销售人员许先生向记者介绍，墓地报价
从三四万元到十余万元不等，最常见的是 3
万元至 4 万余元的双穴墓，“针对上海人看
墓，公司有专车免费上门接送”。

在太仓境内另一处自称“主要面向上海
客户”的经营性墓地，运营公司人员表示，由
于临近清明节祭扫的人多，专门在上海市区
内提供看墓在线预约接送、400 免费电话等
服务。“每年 365天在上海各区都有班车，遇
到清明节、冬至人流量大，还得增开扫墓专
车。 ”

多数购买者和墓地经营者均表示，“一
墓难求”是异地买墓的主因。记者走访发现，
以面积多数在 2 平方米左右的朝南中式双
穴墓为例，在上海市区华亭某公墓的最低报
价为 6.5 万元，且低价墓都已售完，已经是

“有价无市”。 即便是异地买墓，“大众墓”报
价为 42800元，销售也十分紧俏。

“尽管与几年前相比价格还在涨， 但好
歹能省下几万元。 ”太仓双凤墓地负责人还
透露，环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周边的“异地
墓”， 多数都有北京、 上海当地开发商的背
景，其实就相当于“上海开发商在太仓盖个

‘阴宅’楼盘，买主也都是上海人”。

记者调查发现，“拿地”的低成本与
“卖地”的高价格产生暴利。一些陵园原
先低价甚至零价格拿来的土地，造好墓
地后要卖几万元。

记者从福成五丰财务数据中梳理
发现，2012年至 2014年上半年，其墓穴
均价从 2.84 万元涨至 4.17 万元， 涨幅
接近 150% 。

然而，从资产评估报告看，这家“北
京以东地区规模最大陵园”的拿地成本
却极低：截至 2014年上半年，灵山宝塔
陵园已规划标准墓位共 12.5万个，共缴
纳土地出让金 2522.5万元。 这意味着，
以一个不超过 1 平方米的标准单位墓
计算， 一座墓穴只需花不到 200 元买
地，售价却至少要 1万元。 该陵园取得
的一处占地 359亩的荒山使用权，当时
的“有偿出让价”仅为 1元。

在上海、河南、山东、辽宁、安徽等
多省份拥有陵园墓地的福寿园集团
2010 年至 2013 年毛利率都超过 80% 。
这种暴利不少建立在低成本甚至无成
本的土地上。 该公司 2013 年在香港上
市时曾公开承认，锦州市帽山安陵及上
海福寿园建于政府免费划拨的土地上，
倘若政策变化，该公司可能需就这些墓
园按现行市值支付地价。

早在 2009 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
深化殡葬改革促进殡葬事业科学发展
的指导意见》就明确提出，要减轻群众
负担，实现基本服务均等化。近年来，民
政部有关负责人也多次表示，建造豪华
墓地等行为严重违反了我国殡葬改革
的方针和法律规定，极大地浪费了有限
的土地资源，助长了封建迷信的丧葬陋
习。

不该让异地购墓成为常态是很多
消费者的心声。 中国殡葬协会 3 月 25
日发布的《殡葬绿皮书》指出，目前北京
地区的殡葬消费平均达约 42837 元，市
区居民高达 8 万元，92%的北京市区消
费者认为公墓消费过高。

（新华社记者杨毅沉、杜放）

业内人士透露，异地买墓现象的
根本原因是墓价飞涨。 经营性陵园墓
地超高的利润率超过银行、地产等高
利润行业， 在资本市场也表现突出：
上述灵山宝塔陵园的母公司 - -“A
股殡葬概念第一股”福成五丰此前发
布的重组报告显示， 该陵园 2014 年
上半年综合毛利率高达 80.61% ；在香
港上市的中国生命、福寿园毛利率也
多年超过 80% 。

经营性陵园墓地超高利润率背
后，还存在不少行业怪象：

- -“囤墓”。 记者发现，不少墓葬
经营企业低成本囤有大量墓葬用地，
但开发缓慢，从而实现边囤边卖。 以
灵山宝塔陵园为例，该陵园目前可用
墓位面积达 11.7 万平方米， 但截至
2014年年中仅出售不到 5% 。 业内人
士表示，不少墓葬经营企业在大中城
市周边大量“囤墓”，随着城市开发和
地价高涨，造成“新企业进不去市场，
老企业坐享暴利”。

例如，记者获得的一份江苏太仓
某公墓的“01657012 号”国有土地许
可证显示， 该企业早在 2002 年就拿
下开发墓园地块，“分期建设”却花了
十余年。“多数地方已不再审批新增
经营性墓地，大多数企业干脆边囤边
卖抬高价。 ”业内知情人士说。

- -“超标”。 根据民政部发布的
关于贯彻执行《殡葬管理条例》中几
个具体问题的解释， 埋葬骨灰的单
人、 双人合葬墓占地面积不得超过 1
平方米。 但记者多地采访发现，现实
中特殊园区、特殊墓型却很常见。

例如，陵园内一块“自选定制”墓
面积是 8平方米起，如果想要更大还
可以将两块墓合成一块，拿两个墓位
证就可以；占地 2.46平方米的江苏一
处“高台 1区豪华墓”卖到 11.8万元。

陵园暴利超银行房地产，
低成本拿地一平方米卖几万元
———多地居民异地买墓现象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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