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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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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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记者 杨一苗）

巴黎圣母院发生大火建筑损毁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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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记者 王建刚）

法国总统承诺重建
损毁严重的巴黎圣母院

□新华社记者

15日傍晚，巴黎圣母院的塔尖
轰然倒塌在熊熊烈火之中。大批法
国民众站在塞纳河对岸目睹了此情
此景，有人表情凝重，有人泪流满
面。

法国消防部门16日宣布，当天
上午10时，大火已经“全部扑灭”。

巴黎圣母院是法国最具代表性
的文物古迹和世界遗产之一，堪称
法国文化地标。这场大火在令法国
心痛不已的同时，也为全世界敲响
了文物保护的警钟。

【新闻事实】
巴黎圣母院这场大火在 15日

18时左右被发现。随后数小时内，
大约500名消防队员动用数十辆消
防车及大量灭火设备救火。

火灾发生时，巴黎圣母院正处
于维修施工之中。巴黎市长安妮·
伊达尔戈介绍说，由于维修施工，巴
黎圣母院内部分艺术品早就被转移
走，得以躲过此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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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重建巴黎圣母
院是法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的
历史使命”。

巴黎检察机关15日晚说，正着
手调查这场大火的原因。多名警方
消息人士说，初步推断火灾是意外
事故。

【深度分析】
法国历史文化遗产资源丰富。

巴黎圣母院等名胜古迹不仅起着记
载历史、传承文化的作用，也是法国
旅游业的基石。法国在文化遗产保
护方面走在世界前列。

1887 年，法国通过法律保护
具有国家历史及艺术价值的纪念
性建筑和艺术品，成为世界上第
一个立法保护文化遗产的国家；
1913 年又颁布了沿用至今的《历
史古迹法》，设立专门负责对历史
古迹分类的机构、将所有古迹登
记造册。

诚如此，巴黎圣母院这场大火
又为何破坏力度如此之大？

专家认为，年久失修与木质结
构屋架是导致火势蔓延的重要原
因。

不少法国名胜古迹为石质结构
建筑。巴黎圣母院则不同，它拥有
巴黎市最古老之一的木质屋架，且
规模宏大，长度超过100米、宽度达
13米，因此塔楼起火后迅速蔓延至
屋架。

此外，近年来巴黎圣母院一直
被相关部门评估为“状况堪忧”。上
一次大规模维修还是在1990年，本
次维修从2018年4月开始。

目前火灾损害虽然还没有得
到完全评估，但三分之二的屋顶已
被大火损毁，标志性塔尖也已倒
塌。

斯特拉斯堡大教堂基金会主任
埃里克·菲舍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表示，巴黎圣母院重建工程预计需
要“数十年”。

【即时评论】
从 2018 年 9 月巴西国家博物馆

到巴黎圣母院，每一次遗产受灾、文
物历劫都应给予我们警示：时代在
前进，观念和技术在进步，面对文物
的脆弱性和不可再生性，我们对于
人类文明遗产的保护意识应警钟长
鸣，保护机制更应与时俱进，呼唤更
先进的手段、更专业的技术、更智慧
的途径。

一个科技化、系统化、全覆盖
的文博安全保护机制既要“保得
住 ”、又 要“ 传 下 去 ”，既 要 有“ 盾
牌”、也要有“时光机”。无论是文
物古迹的安保 ，还是打造智慧博
物馆、推动文物数字化保护，人类
对于文明记忆的留存和传承还大
有可为。

【背景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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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唐霁 徐永春 张曼
韩梁 陈晨 编辑 冯玉婧 鲁

豫）
（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

巴黎圣母院大火已灭
文物保护敲响警钟

这是 2017年 6月 30日在法国巴黎拍摄的巴黎
圣母院尖塔及巴黎风光。新华社记者 陈益宸 摄

这是 2017 年 6 月 30 日在法国巴黎拍摄的巴
黎圣母院顶部雕塑。 新华社记者 陈益宸 摄

这是 2013 年 10 月 11 日拍摄的法国巴黎圣母院内
景。 新华社记者 刘潇 摄

巴黎圣母院位于巴黎市中心塞纳河畔，始建于1163年，1345年完工，是法国最具代表性的文物古迹之
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巴黎圣母院

这是2019年3月23日拍摄的法国巴黎圣母院外景。 新华社记者 张铖 摄

这是 2013 年 10 月 11 日拍摄的法国巴黎圣母院雕
塑。 新华社记者 刘潇 摄

这是 2013 年 10 月 11 日拍摄的法国巴黎圣母院内
景。 新华社记者 刘潇 摄

□新华社记者 韩洁 申铖
桑彤 刘宏宇

财政部16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显
示，今年一季度全国税收收入同比增长
5.4%，增幅回落11.9个百分点，其中增
值税、个税、关税等税种收入增幅回落
明显。

数据彰显减税实效。1月1日起新
个税法实施、小微企业迎普惠性减税，4
月 1日起下调增值税税率，5月 1日起
降低社保费率……今年党中央国务院
推出近2万亿元的减税降费政策，既惠
当前又利长远，空前力度成为全球减税
版图的亮点。

这个春天，新华社记者奔赴多地调
研，聆听企业的减负心声，触摸中国经
济改革发展的新脉动。

普惠性减税集中兑现 “小微”减
税不“小微”

4月，是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
政策实施后的首个季度申报期。一系
列减负新礼包，让更多小微企业有了更
多获得感。

走进重庆市北碚区税务局办税服
务厅，个体户彭顺惊喜地发现，今年增
值税免税额从每月3万元提升至10万
元，去年每季度要缴的4500多元增值
税今年不用再缴了。

“这对我们小本经营的个体户来说
无疑是雪中送炭。”彭顺告诉记者，自己
去年开了一家皮革护理店，每季度销售

额15万元左右，由于初期设备和场地
花了不少钱，运营压力很大。

除了提高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起
征点，2019年所得税优惠政策面向小
微企业再度扩围：从业人数标准放宽至
不超300人，资产总额标准放宽至不超
5000万元，应纳税所得额提升到 300
万元。

“放宽小微企业认定标准涉及企业
1798 万户，占全部纳税企业总数的
95%以上，其中98%是民营企业。”财政
部部长刘昆用一组大数据，凸显今年减
税政策的普惠性。

记者从北京市西城区税务局了解
到，4月 1日至12日，该区已申报企业
所得税的3.2万户小微企业，实际减免
税额8486万元。

在办税服务厅，北京百科在线网络
出版有限公司财务人员给记者算了笔
账：公司今年一季度形成利润约8.17万
元，此前按25%法定税率计算应纳所得
税额2万元，但享受优惠后实际缴税仅
4000元，相当于所得税税率降为5%，
减税幅度达到80%。

许多中小企业由于公司财务不完
善，面对税费优惠政策，往往会陷入“申
报难”的困境。

今年税务部门推出的优惠政策审

批核查“自动化”，令很多纳税人感受到
“一键”享受政策红利的便利。

“申报时我只填了营业收入、营业
成本、利润总额等数据，系统自动生成
实际利润额，还算出减免所得税优惠明
细，花费了不到2分钟。”简明易行的减
税操作，让哈高清洁系统（上海）有限公
司财务负责人陈睿印象深刻。

“我们通过普惠性减税政策，切切
实实感到了国家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让
企业轻装前行的决心。”陈睿的话道出
了众多企业的心声。

增值税空前降率 促经济转型惠
百姓生活

相比面向小微企业的普惠性减税
政策，大幅下调第一大税种增值税的税
率，可谓今年减税降费的最大“主菜”。
据测算，今年增值税改革减税规模将超
过1万亿元。

4月，是今年增值税改革落地的首
月，尽管减税成效下月才能显现，但受
益最大的很多制造业企业已经感受到
减负的春风。

从事汽车零部件制造的上海申驰
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沈琪介绍，去年5
月增值税税率从17%降至16%，公司减
税约250万元。今年税率下调至13%，
预计将减税近600万元。“更大力度的

减税，为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带来源源不
断的动力。”

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引入的
增值税，素有“良税”之称。增值税改革
既惠当前又利长远，为企业减负的同
时，更助力经济转型升级。

减税省下的钱用到何处，广东明阳
智慧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
传卫有本“明白账”——公司去年和今
年增值税降率累计能减税2亿元，如果
投到技改上可以建4条机器人叶片生
产线，用在研发上可以研发两款大型风
电整机。“总之，投入科技创新，直接带
动新动能的产生。”

如链条传导，当厂商减压力、行业
增活力，最终受益的是广大消费者。

早在增值税税率下调前，今年3月
就有奔驰、宝马、奥迪、林肯、沃尔沃等
汽车企业闻风降价；自4月1日起，成品
油价格、一般工商业电价、天然气基准
门站价格、天然气跨省管道运输价格等
也应声下调。

在福建泉州一家大润发超市，门店
贴出公告——“配合增值税率下调商品
全面降价”。据悉，自4月1日起，大润
发全国门店税改商品实际售价按新税
率同步下调，调价商品达2万余种。

“公司调整价格不仅是一种正常的

市场行为，也是为了把改革红利最终让
利给消费者。”大润发泉州鲤城店客服
经理付丽说。

4月9日起，行邮税的下调也给海
淘消费者带来更多红利。

“假设购买两罐一段婴幼儿奶粉
（180元/罐）需要征税54元，降低税率
后税金46.8元，按相关规定低于50元
起征点，不用再缴税。”福建陆地港集团
跨境服务事业部总经理张立晖告诉记
者。

“增值税改革，是国家减税降费大棋
局中的关键落子。”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
济管理学院教授胡怡建表示，深化增值
税改革“谋一域而促全局”，对于激发经
济活力、提升发展质量具有深远意义。

打通“最后一公里” 确保企业“实
打实”受益

减税效果好不好，关键是市场主体
能不能实实在在受益。能否打通政策
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至关重要。

“税务部门将以最大力度、最优服
务、最严标准将减税降费惠民大礼包实
打实送到千家万户。”4月1日，随着国
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一声号令，持续
50天的“加长版”全国税收宣传月拉开
大幕。

开办“纳税人学堂”，设立无人值守

的自助办税厅，增设减税降费退税专区
……记者走访多地办税服务厅发现，税
务部门丰富多样的办税服务，大大节约
了纳税人的时间成本。

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负责
人许朦说，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刚出
台，税务部门就通过电话、短信推送政
策，还组织新政策培训辅导会，为企业
提供及时而精准的办税服务。

为方便小微企业纳税人弄懂弄通、
用好用足减税降费政策，福建、重庆等
地开发了减税测算“神器”。在泉州“闽
税通”App中点击“税秒算”，简单输入
销售额、应纳税所得额后，即可迅速计
算出所需缴纳的税费，直观感受到减税
降费红利金额。

专家表示，减税降费是一项庞大的
系统工程，需要各部门和企业形成合
力。针对实施中部分行业由于进项税
抵扣减少可能引起税负上升，有关部门
要借鉴过去经验，及时科学制定增加抵
扣等“打补丁”措施妥善解决，推动税制
改革不断完善。

透过4月的“大征期”，企业感受到
了更多的春意融融。即将到来的5月1
日，降低社保费率方案将正式实施，今
年有望为企业减负3000多亿元。

从这个春天出发，伴随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的奏鸣曲，改善营商环境、让企
业轻装前行的更多举措正在路上，推动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参与采写 王嘉鑫）
（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

空前规模减税降费红利兑现，亿万市场主体感受如何？

4月 15日，在法国巴黎，巴黎圣母院燃起大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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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