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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月 23日，省委书记
刘国中在西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主
持召开专题会议，调度疫情防控工
作。他指出，当前西安疫情防控形
势极为严峻，必须在坚持第九版、落
实二十条的前提下，下决心采取更
严格、更果断、更有效的举措，全力
遏制社会面疫情高位运行态势，确
保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省委常委、西安市委书记方红卫，

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春临，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陕西工作组负责同志
出席会议。

刘国中指出，当前西安疫情多
点多链散发，新增感染者人数连续9
天超过百例，且社会面混管阳性较
多。全市上下要清醒认识疫情形势
的严峻性复杂性，完整准确全面贯
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三个坚定
不移”不动摇，科学精准把握疫情防

控的时度效，综合运用核酸检测、流
调溯源、隔离管控、医疗救治等手
段，集中力量打好重点区域社会面
清零攻坚战。

刘国中强调，要优化核酸检测
策略，科学编排次序，合理安排力
量，保证社会面风险点多的地方早
出检测结果，掌握工作主动。要完
善流调工作方案，进一步充实专业
人员，发挥“三公（工）”协同机制作

用，把重心放到新发现社会面感染
者分析上，在最短时间内找到风险
点、切断传播链。要强化隔离管控
措施，出现感染者要第一时间划定
风险区，传播风险不明确或存在较
多社区传播的，要按照规定适度扩
大高风险区划定范围，严格规范做
好集中隔离点、居家隔离群众管理
和服务工作，严防社会面传播风险，
同时要及时根据形势变化动态调

整、规范解封。要加大外防输入力
度，把各项措施落实落细落到位。

刘国中要求，要用心用情做好
群众工作，全面摸排封控隔离人员
需求，切实保障好群众就医和基本
生活，及时回应和解决急难愁盼问
题，加大重点人员关心帮助力度，加
强宣传引导和心理疏导，争取群众
的理解和支持，确保社会大局和谐
稳定。

本报讯 11月 23日，全省高校
疫情防控工作视频会议在西安召
开。省委书记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
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
示精神，严格落实“四方责任”，强化
高校主体责任，完善校地协同机制，
以更加坚决果断的措施，切实做好
常态化疫情防控，坚决守住不发生
规模性疫情的底线。

省长赵一德主持。省委副书记

赵刚，省委常委王晓、方红卫、蒿慧杰、
李春临，西安市市长李明远，西安交
通大学党委书记卢建军，西北工业
大学党委书记张炜，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党委书记李兴旺出席。

刘国中指出，当前疫情防控形
势十分严峻复杂，我省高校数量多、
规模大，人员聚集性强，一旦发生疫
情极易导致群体性扩散。全省各高
校要充分认识做好疫情防控的极端
重要性，完整、准确、全面贯彻党中央

决策部署，坚持第九版，落实二十
条，管好门、管好人、管好事，堵漏
洞、补短板、抓落实，全力做好防范
工作，确保不发生规模性疫情。

刘国中强调，要保持校园相对
封闭运行，划小管理单元，加强出
入管理，师生同步严管，对食堂等
人员流动密集场所实行错时错峰使
用。要规范开展核酸检测，发挥好
校医院、卫生室“哨点”作用，完善
多点触发监测预警机制，切实做到

早发现。发现风险人员要立即跟
进，快速精准做好隔离管控工作。
要保障生活物资供应，搞好防疫资
源储备。要加强学生思想疏导和人
文关怀，丰富师生文化生活，确保
校园安全稳定。各高校要扛牢主体
责任，建立到岗位、到人头、到末梢
的责任体系，对履责不力造成严重
后果的要严肃问责。各地要帮助辖
区高校解决疫情防控中的问题，加
强校地协同，形成齐抓共管的强大

合力。
赵一德强调，要深刻认识做好

高校疫情防控工作的特殊重要性，
树牢底线思维，强化校地协同，科学
精准落实各项防控措施，牢牢守住
不发生校园规模性疫情底线。要夯
实高校防控主体责任，精心精细做
好服务保障，用心用情满足师生需
求，引导师生主动配合防疫工作，确
保高校防控到位、师生身体健康、校
园安全稳定。

刘国中在全省高校疫情防控工作视频会议上强调

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疫情底线
赵一德主持 赵刚出席

刘国中在调度西安市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

下决心以快制快切实遏制疫情扩散蔓延

近期，全国本土疫情呈现
传播范围广、传播链条多、疫情
波及面扩大的严峻复杂态势。

连日来，我国发布进一步
优化疫情防控工作的二十条措
施，印发了核酸检测实施办法、
风险区划定及管控方案等四个
技术性文件，各地落实情况怎
么样？如何更加精准高效地管
控疫情？医疗资源的建设和配
置情况如何？围绕公众关注的
热点问题，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有关专家作出权威回应。

问：二十条优化措施已公
布 10 多天，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综合组又印发了核酸检测实
施办法、风险区划定及管控方
案等四个技术性文件，各地落
实情况怎么样？当前部分地区
疫情扩散速度加快，有关部门
如何推进疫情处置？

答：当前我国本土疫情形
势仍然严峻复杂，“三个坚定不
移”是党中央科学研判国内外
疫情形势对我国疫情防控工作
提出的明确要求。我们要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
决策部署，要坚决克服麻痹松
懈心理、等待观望心态，坚持第
九版防控方案和二十条优化措
施不动摇、不走样，立足于防、
立足于早、立足于快，科学精准
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近期，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综合组通过视频会商、调度
和培训等多种方式，部署调度
各地尽快推进二十条优化措施
落实落地。各地迅速召开调度
会、培训会，对本地区优化防控
措施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坚决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

策部署上来。
各地还结合自身特点和实

际，成立工作专班，印发相关配
套文件、落实细则或指南，将优
化措施落实情况纳入常态化督
导，全方位多角度宣传阐释解
读二十条优化措施，制定培训
计划和实施方案，根据不同培
训对象组织开展系列培训和分
层培训，进一步推进高效处置
疫情。

同时，各地进一步加大层
层加码问题整治力度，重点对
随意封校停课、停工停产、未经
批准阻断交通、随意采取“静
默”管理、随意封控、长时间不
解封、随意停诊等问题开展整
治，畅通群众投诉举报渠道，及
时解决群众投诉的急难愁盼问
题，确保二十条优化措施落实
到位、落地见效。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
控局在派出 15个疫情防控工作
组的基础上，强化视频会商指
导和点对点调度，持续加强对
重点省份疫情处置指导，要求
以快制快，坚决控制住疫情扩
散蔓延势头。

问：当前全国疫情形势仍
严峻复杂，一些地方新冠感染
者数量在短时间内激增，如何
更加精准高效地管控疫情？

答：更加精准高效地管控
疫情，重点要做到 3个“四”：

一是落实好“四早”，做好
常态化监测预警，提升疫情监
测的敏感度，同时加强对风险
岗位从业人员、重点机构和重
点人群的监测，切实做到风险
人员的早发现和早管控。

二是压实“四方责任”，全

面落实属地、部门、单位、个人
的四方责任，没有发生疫情的
地方、部门和单位要落实落细
各项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一
旦发生疫情，要立即启动应急
指挥体系，动员所有的防控力
量，以快制快，同心抗疫，构筑
全社会共同防控的战线。

三是做到“四个统筹”，要
对核酸检测力量、流调力量、隔
离资源以及对流动人员的管理
进行有效的统筹调配，合理利
用防控资源，形成防控合力。

问：二十条优化措施要求加
强医疗资源建设，当前各地医疗
资源的建设和配置情况如何？

答：为尽最大努力保障好
新冠感染者的应收尽收、应治
尽治，同时保障好人民群众日
常的医疗服务，按照要求，对新
冠感染者实施分类救治。对于
普通型、重症和有重症风险的
感染者，要及时收入定点医院
进行救治。还有一大部分是轻
症以及无症状感染者，收治在
方舱医院。设置方舱医院，就
是为了尽最大可能不影响日常
医疗服务，保障其他医疗机构
满足人民群众看病就医的刚性
需求。

发生疫情的地区，医疗机
构要科学精准做好疫情防控，
不能够以疫情防控为由对发生
疫情风险的医疗机构“一关了
之”“一封了之”。对确需有风
险要封控的医疗机构以及相关
科室，要强化应急处置机制，及
时开展环境消杀、风险排查等
工作，以最快的速度排除感染
风险，做到快封快解。

据新华社

不动摇不走样尽快遏制疫情扩散蔓延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专家回应当前疫情防控热点

本报讯（记者 张毅伟）11月 23日，
记者从西安市大数据资源管理局获悉，
即日起，各位外省市来返西安市的朋友
使用“一码通”时会有弹窗提醒。

问：我要来西安市出差，请问西安
市的防疫政策有什么新的变化？

答：当前西安疫情防控形势十分严
峻，已经出现多起外省市来返西安人员
落地检及“3天 2检”期间阳性确诊人
员，且相关人员存在乘坐公共交通工
具、聚会聚餐、进出人员密集场所等社
会面活动轨迹，有极大的疫情传播风
险。为避免疫情扩散风险，请外省市来
返西安人员配合做好“三天四不”防疫
要求。

温馨提示：根据西安市疫情防控工
作要求，请您落地检后 2小时内到达目
的地，并继续做好“3天2检”（间隔24小
时），建议三天内居家不外出，如需外
出，不得进入餐饮场所进行聚餐、堂食，
不得进入商场超市，不得进入公众娱乐
休闲场所（KTV、网吧、酒吧、歌舞厅、棋
牌室、剧本杀、密室逃脱、足浴店、洗浴
中心、桑拿房、茶馆、按摩店、室内儿童
游乐设施等）、人员聚集经营性场所（健
身房、体育馆、瑜伽馆和各类教育、培
训、中介机构等）、公共文化活动场所
（室内景点、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影
剧院等）。不得进入福利院、养老机构
等特殊场所。不得乘坐公交、地铁等公
共交通工具，出租车、网约车等除外。
未按规定落实造成疫情传播的将承担
法律责任。

问：我刚刚从外地到西安出差，“一
码通”出现弹窗提醒，那我提前订了酒
店，不知道还能入住吗？

答：不用担心，弹窗是不会影响
您入住酒店的。您在“一场两站”落
地检后，需要尽快到达您预订的酒店

或民宿。您需要主动向入住地报
备。您在每次扫码亮码时，都会遇到
弹窗提醒，而且扫码页面弹窗提醒不
可关闭，亮码页面弹窗提醒 30秒后需
要手动关闭。您只需要按时进行核
酸检测，弹窗会在第 3天监测核酸采
样出阴性结果后自动取消，您无须过
度担心，再次感谢您对我们疫情防控
的理解和配合。

问：我刚刚从外地出差回到西安，
我还能回家居住吗？

答：不用担心，当然是可以回家居住
的，落实“三天四不”防疫要求就可以了。

问：弹窗说的“三天两检”，我可以
正常参加核酸检测吗？

答：不用担心，弹窗提醒不影响您
参加核酸检测，您打开个人“一码通”页
面后，稍等三十秒钟，弹窗消失后，即可
正常给工作人员亮码进行核酸检测。

问：这个弹窗提醒会影响我就医、
买药吗？

答：放心，如果有就医、买药的紧急
需求，外省来返西安被弹窗人员，就医
不受影响；买药在不进入药店前提下，
可以购买药品。

问：我“一码通”出现弹窗，但我三
天内工作结束要离开西安，可以到达

“一场两站”离开吗？
答：弹窗不会影响您离开西安的行

程，您按要求乘坐出租车、网约车，避免
乘坐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到达“一场两
站”，都可以顺利离开西安的。

对外省来返西安市被弹窗提醒人
员不执行落地检后“三天两检”要求的，
进行弹窗提醒、赋黄码管理。

各位市民朋友如果出现发热、干咳
等症状，务必尽快做好防护前往附近医
院的发热门诊就诊，并向医生告知旅居
史，尽量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外省市来返西安人员
使用“一码通”会有弹窗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