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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损毁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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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巴黎4月 15日电（记
者 唐霁 徐永春）位于法国首都的巴
黎圣母院 15 日傍晚发生大火，造成
巴黎圣母院塔尖倒塌，建筑损毁严
重。目前尚无人员伤亡的报告。

巴黎圣母院发言人说，大火最
初于当地时间 15 日 18 时 50 分（北
京时间 16 日 0 时 50 分）左右被发
现。新华社记者在前往巴黎圣母院
的路上看到，大量消防车、警车赶往
火 灾 现 场 ，空 中 有 救 援 直 升 机 盘
旋。火势很大，数公里外就能看到
滚滚浓烟。

据法国媒体报道，大火从巴黎圣
母院的楼顶开始燃烧，火势很快蔓
延，熊熊火焰从教堂两座钟楼间窜
出，塔尖随后轰然倒塌。据参与救援

的消防员说，火灾可能与巴黎圣母院
的修缮工程有关。

截至当地时间 21 时，大火仍然
没有被扑灭，夜幕下的巴黎圣母院主
体建筑不断冒出白色烟雾，空气中弥
漫着刺鼻的气味。周围民众表情凝
重，有人在与亲友通电话，情绪激动
地描述着现场情况。

在巴黎圣母院附近，数百人跪在
地上祷告，有人在啜泣，有人眼含泪
花。巴黎市民尼古拉说：“今天是所
有巴黎人伤心的一天，我们祈祷巴黎
圣母院大火尽早熄灭。”

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总理菲利普
事发后赶到现场。马克龙表示，巴黎
圣母院发生大火，“整个国家都感到
心情沉痛”。

英国、德国、美国等国领导人当
天对巴黎圣母院大火表示关注。德
国总理默克尔在社交媒体上说：“巴
黎圣母院着火令人悲痛，它是法国和
欧洲文化的象征。”

巴黎圣母院是哥特式建筑，位于
巴黎市中心塞纳河畔，始建于 1163
年，于 1345 年完工。作为巴黎最具
代表性的古迹之一，巴黎圣母院因法
国作家雨果的同名小说而闻名于世，
每年吸引游客大约 1300万人次。

另据最新消息，消防部门在巴黎
圣母院广场举行了简短的新闻发布
会，说到 16日上午 10时，巴黎圣母院
的大火已经全部扑灭。大火目前进
入调查和损失评估阶段。一名消防
人员和两名警察在灭火过程中受伤。

据新华社巴黎4月 16日电（记
者唐霁）法国总统马克龙 15 日晚在
巴黎圣母院火灾现场表示，将重建被
大火严重损毁的巴黎圣母院。

马克龙说，他计划尽快在全世界
发起募捐，呼吁全球有识之士共同参
与重建巴黎圣母院的工作。“重建巴
黎圣母院是法国人民的期待，因为她
代表着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学和我
们的想象力。”他说。

马克龙说，在巴黎各界、特别是

500名消防员的奋力扑救下，巴黎圣
母院的两个钟楼和正面建筑得到挽
救，但三分之二的屋顶已被大火损
毁，特别是标志性的塔尖已经倒塌。

法国内政部国务秘书洛朗·努
内兹此前在火灾现场向媒体表示，
消防部门还需数个小时给巴黎圣母
院主体建筑降温。与此同时，巴黎
圣母院、法国文化部和救援人员一
起努力抢救圣母院内的文物。他解
释了为何不采用森林灭火飞机的方

式灭火，主要是怕高空放水会毁坏
建筑。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15日通
过社交媒体发文，对巴黎圣母院发生
火灾表示关注。他说，巴黎圣母院是
世界遗产的独特典范，“此时此刻，我
的心与法国政府和人民在一起”。

法国司法部门已就火灾原因展
开调查。据多家法国媒体报道，圣母
院顶楼的电线短路可能是引发火灾
的原因。

马克龙承诺重建巴黎圣母院

四川构建老龄友好社会
支持基层开设老年门诊

新华社成都4月16日电（记者 董小红）记者 16
日从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获悉，四川将着力完善
老龄健康政策体系，加快健全老龄健康服务体系，加
快构建老龄友好社会环境。

记者了解到，四川将依托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四
川省人民医院建立“医、教、研”一体的国家级老年疾
病临床研究中心，发挥行业龙头引领作用。同时，鼓
励市（州）三级医院建立市级老年医学中心，支持一批
有条件的二级以上综合医院、中医院开设老年病科，
引导鼓励有条件的二级医院转型为老年病医院，支持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设老年门诊、设立老年病房。

据介绍，四川今年已将老年医学、老年护理纳入
卫生计生人才教育培训计划，支持高等院校和职业
院校开设相关专业或课程，加快培养老年医学、护
理、心理等人才；推动社区医养结合服务中心建设，
扩增社区养老、护理床位供给。

据悉，今年，四川 35%以上的二级以上医疗机构
还将设立老年病科，并探索开展家庭病床服务，为居
家老人提供上门巡诊、康复护理、健康管理等服务。

成都海关加强科技执法
严打濒危动植物走私

新华社成都4月16日电（记者 杨迪 袁秋岳）记
者从成都海关了解到，近年来该关查处的走私濒危
动植物及其制品案件数量有大幅增加。这主要得益
于海关部门持续高压严打、加强科技执法手段运用，
针对新的走私手法实现了精准打击。

今年 3 月 26 日，运用 CT 智能审图手段查获一
起人身捆绑藏匿象牙案。旅客的行李在经过传送带
时，行李中的象牙制品已被 CT 智能审图机标记锁
定。该旅客提取行李后将象牙转移到身上藏匿，但
他本人早已被列为“高风险旅客”。

据成都海关口岸监管处副处长杨龙介绍，CT智
能审图技术是海关总署与清华大学联合开展的技术
创新，成都海关是全国首批试点应用的关区之一。
结合四川省地处内陆、濒危动植物走私主要通过旅
检和邮快件渠道的特点，它能让藏匿在邮包、快件、
行李箱中的违禁物品无所遁形。

成都海关还充分运用大数据资源，总结关区濒
危物种及其制品走私的特点、人员结构、进境流向、
走私手段和藏匿方法等，明确高风险要素。

国务院安委办

对严重失信隐患久拖不改的单位
及其负责人将纳入“黑名单”

新华社北京4月15日电（记者 叶昊鸣）记者 15
日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在即将开展的消防安全执
法检查专项行动中，各级消防部门将加强执法检查，
对严重失信、隐患久拖不改的单位及其负责人，推动
纳入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失信“黑名单”。

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当日召开了消防
安全执法检查专项行动视频部署会，会议指出，近
10 年来发生的群死群伤火灾主要集中分布在商场
市场、“多合一”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公共娱乐场
所、群租房、宾馆饭店、高层建筑、养老院、施工工地
等 9类重点场所，普遍存在设施设备损坏、疏散通道
不畅、管理机制不健全等 9类突出风险。

会议强调，要全面压实各级政府、行业部门、社
会单位责任，大力推动专项行动深入开展。地方各
级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建立专项行动工作机构和
协调机制。各级行业部门要充分履行条线监管职
责，逐类场所、逐类风险进行排查。社会单位要全面
开展“三自主两公开一承诺”活动。

会议要求，要做到干部在一线工作、问题在一线
解决、决策在一线落实，风险隐患在一线消除。要处
理好严格安全监管与放管服改革的关系，在减少不必
要干涉、减轻单位负担同时，严格依法查处违法行为。

3月份70个大中城市
新建住宅售价微升

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记者 陈炜伟 王优玲）
国家统计局 16日发布 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
价格变动情况统计数据。统计显示，3月份，一二三
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涨幅微升。

统计显示，3 月份，4 个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
销售价格同比上涨 4.2%，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
分点；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 0.5%，涨幅比上
月扩大 0.2个百分点。31个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
销售价格同比上涨 12.2%，涨幅比上月扩大 0.2个百
分点；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 8.2%，涨幅与上
月相同。35 个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
比上涨 11.4%，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二手
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 8.4%，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

从环比看，一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
环比涨幅略有下降，三线城市有所上升。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刘建伟分析，3
月份，各地继续坚持因城施策、一城一策，保持政策
的连续性，房地产市场总体平稳。

国内聚焦

法国民众祈祷。

火灾前的巴黎圣母院。

巴黎圣母院发生大火。

巴黎圣母院大教堂是一座位于
法国巴黎市中心、西堤岛上的教堂
建筑，也是天主教巴黎总教区的主
教座堂。

圣母院约建造于1163年到1250
年间，属哥特式建筑形式，是法兰西
岛地区的哥特式教堂群里面，非常具
有关键代表意义的一座。始建于

1163 年，是巴黎大主教莫里斯·德·
苏利决定兴建的，整座教堂在 1345
年全部建成，历时180多年。

巴黎圣母院是一座哥特式风格
基督教教堂，是古老巴黎的象征。它
矗立在塞纳河畔，位于整个巴黎城的
中心。它的地位、历史价值无与伦
比，是历史上最为辉煌的建筑之一。

教堂以其哥特式的建筑风格，祭坛、
回廊、门窗等处的雕刻和绘画艺术，
以及堂内所藏的 13~17 世纪的大量
艺术珍品而闻名于世。虽然这是一
幢宗教建筑，但它闪烁着法国人民的
智慧，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与向往。

据新华网

多知道点

巴黎圣母院大教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