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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在全党
全社会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之
际，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
文局编辑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四卷，由外文出版社以中英文版出
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
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
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相结合，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
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
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
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
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
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
飞跃。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至三
卷出版以来，在宣传党的创新理论、
激发人民奋斗实践、展示中国良好形
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两年多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党和人民应变
局、开新局的伟大实践中，对关系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
和实践问题进行新的深邃思考和科
学判断，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

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进一步科学
回答了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
问、时代之问。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收
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2月3日

至 2022年 5月 10日期间的讲话、谈
话、演讲、致辞、指示、贺信等 109篇，
分为21个专题。为了便于读者阅读，
编辑时作了必要注释。该书还收入
习近平总书记 2020年 1月以来的图

片45幅。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生

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
互叠加的复杂局面，面对世所罕见、
史所罕见的风险挑战，统筹国内国
际两个大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团结带
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华大地上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伟大
实践，集中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体现了
我们党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
建美好世界的最新贡献，是全面系
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开辟新境界、实现新飞跃
的权威著作。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的
出版发行，对于推动广大党员、干部
和群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捍卫“两个
确立”、做到“两个维护”，在新时代新
征程上团结奋斗、勇毅前行，以统一
思想和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
这一重要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
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认识，
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四卷中英文版出版发行

本报讯（记者 叶四青） 7月 2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严汉平调研检查防汛
工作。他强调，要夯实各级责任，时刻
绷紧防汛这根弦，以务实举措筑牢防汛
安全坚固防线。

严汉平先后到市气象局、市水旱灾
害防治监测中心、红庄水库防汛物资
库、王瑶水库等，详细了解气象监测预
报预警、防汛抢险、物资储备、库坝运
行、应急值守情况，现场调度检查延川
县、吴起县的防汛工作。

他强调，一是以“时时放心不下”
的责任感抓好防汛工作，进一步完善
防汛应急预案，加强常态化应急演练，
强化应急值守，及时灵通信息，以扁平
化管理保障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二
是充分利用科技手段，加快气象、地质
灾害、水文、应急等信息系统整合，推
动信息互联互通，提升监测预警和统
筹调度能力水平。三是创新物资储备
工作思路，坚持平战结合、务实管用，
统筹社会各方面资源，加大储备力度，
定期进行轮换，盘活存量资源，确保一
旦发生险情能够迅速调拨使用，全面
提升防汛物资储备和抢险救灾能力。
四是进一步优化细化防抢撤方案，加
大对群众的宣传引导力度，扎实做好
重点河段河道和库坝清淤工作，落实
落细各项防汛措施，确保革命旧址防
汛安全和城市安全度汛。

调研期间，严汉平还听取了王瑶水
库扩容项目建设情况。他要求，要统筹
好清淤和供水安全、项目建设和风险防
范的关系，有效盘活存量优质资产，加
强与有实力的大企业开展深度合作，以
市场化理念做好投资、建设和运营，推
动项目早日开工建设。

7月2日0-24时，西安市通报新增本土确诊病例3例，无症状感染
者3例，公布了1个高风险区和3个中风险区，为防止疫情输入，有效阻
断疫情传播渠道，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延安市应对新
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就加强当前疫情防控工作通告如下：

一是积极配合防疫。请广大市民朋友立即对照病例活动轨迹开展
自查，若您近期与病例行踪轨迹有过同时空、同轨迹交集，健康码异常
（红码、黄码、灰码）和近7天有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区旅居史的来延返延
人员，请在做好个人防护的前提下，立即主动向所在社区（村组）、单位、
宾馆等报备，积极配合落实集中隔离、居家隔离、健康监测和核酸检测
等各项疫情防控措施。对逾期不报、故意隐瞒的，公安机关将根据《治
安管理处罚法》《传染病防治法》等相关规定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将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同时请6月26日以来有西安市旅居史的市民朋友立
即主动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二是合理有序流动。近期，国内本土疫情上升，涉及多个省份。暑
期来临，人员跨区域流动性增大，疫情传播风险加大。请广大市民密切
关注官方公布的有关疫情动态信息，合理安排行程计划，非必要不要前
往中高风险区或有新增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的地区，外出时做好
个人防护，严防暴露或感染情况发生。返市前提前向目的地社区（小
区）、村组报备，并提前在“陕西一码通”完成信息登记（预填报基本信
息、防疫信息、交通信息等），不得瞒报、谎报个人行程和健康状况，主动
配合落实防疫措施，共同把疫情输入风险降到最低。

三是强化交通卡口排查。全市“两站一场”、高速路口和公路卡口，
坚持“逢车必查、逢人必查”，精准动态调整措施；严格落实体温检测、

“陕西一码通”、“通信大数据行程卡”查验，并分级分类采取正常放行、
隔离管控及核酸检测等措施；从7月3日起，对所有西安市来延返延人
员严格查验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
明人员直接通行，未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人员，需落地后进行
一次核酸采样。

四是加强重点场所管控。旅游景区、影院剧院、商场超市、农贸市
场、宾馆酒店等人员集中的密闭场所，公交车、出租车等公共交通工具，
要严格落实“测温、验码、戴口罩、不聚集、常消毒、限流错峰”等常态化
防控措施。所有羁押场所、养老机构等重点场所实施封闭管理、视频探
视。各类学校严格执行门禁、晨午检、缺课缺勤追踪登记、师生定期核
酸抽检制度。医疗机构严格执行院感防控、预检分诊、发热门诊和首诊
负责制，接诊患者一律询问流行病学史，有中高风险区旅居史人员和发
热患者，核酸检测结果报告前，一律在院留观，医疗机构要落实好24小
时核酸检测制度，确保“随到随采、随采随检”。

五是严格控制聚集性活动。对各类大型会议、培训、演出等活动要
压缩规模、控制人数，按照属地管理和“谁主办、谁负责”的原则落实好
核酸检测、扫码测温、佩戴口罩、场所消毒等疫情防控措施。

六是牢记防疫措施。请广大市民认真落实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最
新发布的《公民防疫基本行为准则》，提高防护意识，日常要坚持科学佩
戴口罩、做好个人卫生、保持社交距离“防疫三件套”，牢记“口罩还要
戴、社交距离还要留、咳嗽喷嚏还要遮、双手还要经常洗、窗户还要尽量
开”。要时刻注意自身及家人健康状况，如出现发热、干咳、乏力等症状
时，请科学佩戴好口罩，尽快前往就近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就诊，就医途
中尽量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七是及时接种疫苗。60岁以上人群是新冠病毒感染的高危人群和
新冠疫苗接种的重点人群，18-59岁人群外出活动较多、暴露风险较大，
3-17岁人群常处人员密集场所，请全市3岁及以上仍未接种、尚未完成
全程接种、未进行加强免疫接种的人员尽快接种。

八是落实防控责任。严格落实属地、部门、单位、个人等疫情防控
“四方”责任，积极做好应急准备，持续提高防控能力，坚持测温、扫码查
验等常态化防控措施，加强各类风险人员排查管控，落实重点人群核酸
检测措施，严防输入疫情发生。

延安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2年7月3日

本报讯 （记者 刘小艳） 7月 3
日，市委副书记、市长严汉平主持召
开全市疫情防控视频调度会，传达学
习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在西安调研
疫情防控工作时的讲话要求，安排部
署当前疫情防控工作。他强调，要按
照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要求，保持
应急指挥体系激活状态，科学精准落
实各项防控措施，坚决筑牢疫情防控
坚固防线。

严汉平指出，当前疫情防控形势
依然严峻复杂，各级各部门要保持清

醒头脑，毫不放松抓好疫情防控各项
工作。一是防控之弦要再绷紧，坚持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
清零”总方针不动摇，做好长期作战的
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坚持不懈推动
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落地落实。二是
防控政策要再学习，全面加强第九版
防控方案学习培训，准确把握疫情防
控标准要求，进一步提高疫情防控的
科学性、精准性，做到及时学习、全员
培训、规范执行。三是外防输入要再
精准，严格落实疫情防控“九不准”要

求，及时调整优化防控措施，综合运用
大数据追踪、询问调查等手段，深入排
查风险区来延返延人员，逐一落实分
类管控措施，做到既不过度、又无疏
漏。四是重点行业要再盯紧，加强重
点人群和医疗机构、商超、旅游景区、
学校等重点场所疫情防控，充分发挥
医疗机构发热门诊、药店和核酸监测
点“哨点”作用，强化多点触发监测预
警，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五
是防控能力要再提升，聚焦短板弱项
和漏洞隐患，持续加强流调队伍、核酸

检测、隔离酒店、定点医院、疫苗接种
等能力建设，不断提升应急应战能力，
切实做到有备无患。六是应急处置要
再及时，各级指挥体系迅速进入临战
状态，进一步压紧压实“四方责任”，领
导干部要靠前指挥，及时研究解决疫
情防控新情况新问题，确保突发情况
及时响应、高效处置，以日清日结、事
不过夜的工作作风，持续巩固疫情防
控成果。

严汉平还就当前防汛抗旱和统
计网报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严汉平在全市疫情防控视频调度会上强调

保持应急指挥体系激活状态
坚决筑牢疫情防控坚固防线

严
汉
平
在
调
研
检
查
防
汛
工
作
时
强
调

夯
实
责
任
绷
紧
防
汛
这
根
弦

以
务
实
举
措
筑
牢
安
全
防
线

延安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关于加强当前疫情防控工作的通告

● 这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中英文版的精装版和平装版。
在全党全社会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之际，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四卷，由外文出版社以中英文版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新华社记者 张玉薇 摄

近年来，山地苹果已经成为吴
起县的富民主导产业，果树挂果面
积逐年增加。6月 30日，在庙沟镇
大岔村山地苹果示范园，果农李勇
（右）抢抓夏季果园管理的黄金时
节，不仅完成了自家苹果套袋，还指
导其他果农修剪果树，确保果园丰
产丰收。

通讯员 徐志全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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