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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26日电 5月25日19时
55分左右， 河南平顶山市鲁山县康乐园老
年公寓发生火灾，造成38人死亡、6人受伤。

事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
视。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立即作出重要指示， 要求

河南省和有关部门全力救治受伤人员，
妥善做好遇难者善后和家属安抚工作，
并查明事故原因，依法追究事故责任。 各
地区和有关部门要牢牢绷紧安全管理这
根弦，采取有力措施，认真排查隐患，防
微杜渐，全面落实安全管理措施，坚决防

范和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确保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作出批示， 要求抓紧全力抢救伤员，
做好伤亡人员家属安抚等工作， 妥为善
后。 同时举一反三，全面排查各方面的安

全隐患，坚决避免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事故发生后，公安部、安全监管总局

立即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工作。
河南省委、省政府有关领导同志紧急赶赴
事故现场组织开展抢险救援和善后处理
工作。 目前，各项善后处理工作正在进行。

习近平就河南鲁山县特大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

坚决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李克强就救治及善后等工作作出批示

新华社记者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康乐园老年
公寓25日晚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40多人
伤亡。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常务
副院长高华俊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表示， 安全是养老机构最基本的底线，此
次事故暴露出基层养老机构在建设、管
理、服务方面的隐患，也折射出我国养老
资源分布不均衡的现状。

26日上午， 记者在事发现场看到，养
老院内的一处铁皮房子已被烧毁，过火面
积约500平方米。

“用我们的爱心，让家人放心，用我们
的孝心，让老人舒心。 ”养老院内墙简介栏
上的这句话，如今看来格外刺目。

鲁山县地处河南省中西部，此次失火
的康乐园老年公寓经县民政局批准于
2010年成立， 占地面积30亩， 建筑面积
600平方米，可容纳130人入住养老。 老年
公寓包括2个自理养老区，1个半自理养老
区，1个不能自理养老区。 此次火灾发生在
不能自理人员养老区。

高华俊说，失能老人看护是养老行业
的一个特殊领域，需要特殊的服务和更多
的人力物力投入， 在国外大多是医养结
合。 保障他们的安全更是第一位的。

据统计，目前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约
2.12亿，其中15%为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
15%为失能和半失能老人。 养老产业需求
巨大， 但目前存在着明显的结构性问题，
好的、公立的养老院一床难求，其他养老
院空置床位较多。 城乡之间、大城市与中
小城市之间养老资源分布不均衡。

高华俊说，在一些大城市，一些养老

机构的服务水平已与国际接轨，但在更广
大的基层地区，硬件设施简陋、护理人员
短缺、 管理水平低下等问题普遍存在，当
这些长期存在问题遇到一场偶发的火灾，
其结果是令人痛心的惨剧。

高华俊建议，尽快出台全国统一的养
老服务行业标准，在建筑、消防、管理、服
务等方面进行规范； 大力引进民营资本、

引进专业化团队，鼓励公办民营，鼓励连
锁经营，用市场化的方法和手段来解决养
老领域的一系列问题。

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认为，养
老院的管理需要标准化建设，需要建立现
代的养老护理体系，需要加大投入，需要
社区养老体系，也需要向发达国家学习借
鉴成熟经验。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基层养老机构再鸣安全警报

公安部：
立即开展
针对性消防安全检查

据新华社北京5月26日电 为深刻吸取河南鲁山“5·25”
特大火灾事故教训，公安部消防局26日发出通知，要求各地
公安消防部门立即开展针对性消防安全检查，并扎实开展好
夏季消防检查，坚决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通知》要求，各地消防部门要按照公安部《夏季消防检
查工作方案》要求，结合当地实际，立即提请当地政府组织公
安、民政、卫生、教育等部门，对辖区养老院、福利院、幼儿园、
托儿所、医院等单位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对检查发现的问题，
要依法督促整改； 对单位自身难以整改的重大火灾隐患，要
专题报告当地政府及时协调解决；对非法经营或不符合消防
安全条件的单位，要通报民政、卫生、教育等部门依法取缔。

《通知》要求督促相关单位落实消防安全防范措施。 同
时，针对此类单位老弱病残幼人员多、自理和逃生能力差等
实际，督促指导单位明确专人看护，并配备实用的报警和疏
散逃生设施。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5060 0 3 1 5 4 3 5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27535801.47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5139 8 1 1
排列 5 15139 8 1 1 1 2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0

鲁山火灾责任人被控制
据新华社郑州5月26日电 记者从河南省平顶山市政

府获悉，5月25日晚发生火灾的鲁山县康乐园老年公寓已
有12名相关责任人被控制，还有3人正在查找落实。

平顶山市提供的处置情况通报称， 此次火灾波及房屋建
筑面积600平方米，房间30间，其中17间住人。 该公寓共分4个
区，2个“自理区”、1个“半自理区”、1个“不能自理区”，可容纳
老人150名，法人代表为鲁山县董周乡沈庄村人范花枝。

平顶山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还透露， 事故原因正在调查
中，目前已控制12名相关责任人，其中7名护工、5名工作人
员，还有3人正在查找落实。 此外，现场已经清理完毕，当晚
入住人员总数已经核对完毕，38具尸体已分送到周边县、
市、区殡仪馆，后续身份鉴定工作正在进行，市、县两级善后
工作正在有序开展。5月26日， 在

火灾中受伤的一
名老人在鲁山县
人民医院接受治
疗。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