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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 

我们一起渡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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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为了便于大家及时了解新型冠状病毒防控情况的实时发展动态，掌

握科学防控知识，推进所内工作顺利开展，所防控疫情宣教志愿者工作

组通过收集实时动态，进行新型冠状病毒防控情况每日播报，以下是 2

月 7日播报内容。 

(全文 3715个字，阅读全文大约需要 7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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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 2 月 10 日上班有关规定的通知 

 

各研究室（中心）、课题组、部门： 

按照上级有关规定和指示精神，现就上海药物所职工（含博士后）、

研究生等有关人员 2020年 2月 10日返所上班有关规定，通知如下： 

一、2 月 10日返所上班的人员范围 

   （一）职工（含博士后） 

1、目前正在湖北省内的职工、博士后等暂不得返沪回所，按照国家

和湖北省有关规定执行。 

2、截止 2 月 10 日，一直在沪或外地返沪居家隔离观察满 14 天，

体温正常无疑似症状的职工。由组织人事处根据问卷星调查情况，初步

核实名单，发课题组/部门并经课题组长/负责人、安全员复核后由组织

人事处通知安全管理部门发蓝色通行证通行。 

3、2 月 10 日前已经审批通过的科研攻关团队、职能部门等有关人

员继续持粉色通行证通行。 

（二）研究生   

1、截止 2月 10日，因科研攻关需要一直在沪或外地返沪隔离观察

满 14天，体温正常无疑似症状的经批准后可来所工作，由研究生教育处

核实名单报安全管理部门，发蓝色通行证通行。 

2、2月 10日前已经审批入所工作的继续持粉色通行证通行。 

3、其他研究生返沪按照上级有关规定执行，务必听从研究生教育处

统一通知，无特殊原因不得擅自返沪，违者将严肃处理。 

二、通行证的发放 

1、发放通行证必须隔离满观察 14天的要求。2月 10日后满足隔离

观察要求，每天进行上报，审批程序同上。 

2、经课题组、部门核实后的名单由组织人事处、研究生教育处分

别汇总交安全管理部门制作通行证。2月 10日早 8:30-9:30实行错峰上

班。各课题组、部门指定安全员（安全员不符合可指定符合上班规定的

人员）到祖冲之路、海科路园区门卫处领取通行证后下发有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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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课题组、部门教育所属职工、研究生如实填写有关上报信息，

严格审查核实居家观察等有关情况。如有瞒报、漏报的将严肃处理，造

成后果的按照上级有关规定处理。 

三、其他有关规定  

1、截止 2 月 10 日，物业及外服人员因所正常工作需要，一直在沪

或外地返沪居家隔离观察满 14天，体温正常无疑似症状的经批准后可来

所工作。由综合保障部核实名单报安全管理部门，发蓝色通行证通行。2

月 10日前已经审批入所工作的继续持粉色通行证通行。 

2、通行证实行实名制，符合条件人员持通行证、工作证（一卡通）

同时使用。所有入所人员必须佩戴口罩，上班前自行测量体温，体温正

常方可来所上班。必须配合保安做好体温测量、信息登记后方可入所。 

3、课题组长、部门负责人监督课题组、部门内人员工作期间佩戴

口罩等安全工作事项。所有人员接受巡检人员体温检测抽查等工作，发

现体温异常等情况按照防控应急管理规定执行。 

4、原则上外来人员不得入所，但因科研攻关合作需要外来人员进所

参加会议等，由相关职能部门审查、填表、申报，经批准后到安全管理

部门登记备案，经过保安人员体温检测登记后，由相关人员到门口引领

入所。 

5、因餐厅员工返沪隔离观察要求，园区餐厅２月１7日中午开始供

简餐，大力提倡来所人员自备餐食。 

6、非常时期，返聘人员、实习生、进修人员等非正式人员暂缓入所。

所有人员一律不准带子女入所。 

7、2月 10日园区之间班车正常开通。 

8、分支机构、外部园区按照属地化管理要求执行，有关防控措施和

信息上报等按所里要求执行。  

根据疫情变化，按上级要求实时调整，如有调整再另行通知。 

居家隔离观察时间参考表： 

到沪日 1 月 26 日 27 日 28 日 29 日 30 日 31 日 2 月 1 日 

可到所日 2 月 10 日 11 日 12 日 13 日 14 日 15 日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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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所内防控直通车 

疫情当前，药物所全体职工上下一心、众志成城，奋力打好新型冠

状病毒疫情阻击战。在过去的一周，科研攻关团队稳步有序推进新药研

究，只争朝夕；工作人员坚守一线，尽职尽责；志愿者团队持续发挥甘

于奉献精神，共同出力，齐力推进所内疫情防控工作。 

 

组图 1:提前入所职工积极配合体温检测、信息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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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图 2:工作人员奋力做好园区消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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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图 3:科研攻关团队人员日以继夜、加快步伐，推进新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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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图 4:党委书记田申荣带队看望慰问科研攻关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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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家疫情要求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2月 5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切实做

好疫情防控重点医疗物资和生活必需品保供工作，确定支持疫情防控和

相关行业企业的财税金融政策。会议指出，各地区各部门要坚持人民利

益至上，围绕大局主动履责，敢于担当，齐心协力，坚决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一要集全国之力优先保障湖北省和武汉市重点医疗防控物资和

医护人员需求。二要强化地方首责，全力保障“菜篮子”产品等生活必

需品供应。三要加强交通运输保障。会议决定，在前期针对疫情防控已

出台各方面措施的基础上，再推出一批支持保供的财税金融政策。支持

银行向重点医疗防控物资和生活必需品生产、运输和销售的重点企业包

括小微企业，提供优惠利率贷款，由财政再给予一半的贴息，确保企业

贷款利率低于 1.6%。 

2月 6日，市委书记李强前往部分生物医药科技企业，实地调研防

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科研攻关情况。李强指出，战胜疫病需

要科技支撑，科研攻关必须争分夺秒。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疫情防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

第一位，各高校、科研院所和科技企业要根据当前疫情防控急需，依托

各自特色优势，全力以赴开展科研攻关，发扬科学精神、创新精神、拼

搏精神、奉献精神，时不我待、只争朝夕，努力为全国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贡献科技力量、上海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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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疫情相关法规 

（一）疫情防控 

根据市场监管总局 2 月 5 日印发的《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疫情

防控期间电梯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电梯使用单位应定期对电梯进行清

洁和消毒，重点做好电梯候梯厅、轿厢、按钮等乘客聚集区域和容易接

触部件的通风、清洁和消毒工作。 

近日，国家卫健委组织专家制定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

中居家隔离医学观察感染防控指引（试行）》，指引指出，居家隔离医学

观察人员在隔离房间活动可以不戴口罩，离开隔离房间时先戴外科口罩。

佩戴新外科口罩前后和处理用后的口罩后，应当及时洗手。家庭成员或

室友与居家隔离医学观察人员交流或提供物品时，应当距离至少 1米。 

（二）上海市政府最新通知 

2月 6日下午，上海市上海市人民政府今日发布《致全市各企业书》，

号召全市各企业切实履行本单位疫情防控责任，守牢自己的门，管好自

己的人；全面掌握企业员工假日外出情况，主动配合各区做好来沪员工

健康信息登记和管理等工作，督促去过重点地区或家中有外来人员的企

业员工主动申报。希望各企业尽量安排员工错峰返沪，统筹调度、科学

制定复工复产计划，灵活安排员工分批返岗，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

提下，有序组织复工复产； 鼓励结合各自实际采取弹性工时、远程办公、

居家办公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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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疫情现状速递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微博最新公布的消息，全国和上海地

区截止 2月 7日上午八点半的疫情发展状况如下： 

 

 

据人民日报报道，2 月 6 日上午，上海新冠病毒感染肺炎患者集中

收治点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又有 10名患者治愈出院，至此，上海治愈

患者累计已有 25 名。截至 2 月 5 日 24 时，上海市已累计发现确诊病例

254例，治愈患者占比已近 10%。 

据央视新闻报道，2 月 5 日武汉儿童医院确诊两例新生儿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病例。最小的确诊宝宝出生仅 30小时，该新生儿母亲为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确诊患者，目前该新生儿生命体征稳定。专家提示，可能存

在母婴垂直感染传播途径，应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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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疫情防控贴士 

（一）自测体温注意事项 

体温检测受到情绪因素、运动因素、进食因素、环境因素等多种因

素的影响，会存在一定的偏差，正常人一天的体温也会有波动，一般早

上起床时体温偏低，下午和晚上体温会高一些，在 36-37.2 度这个正常

范围内。每个人的基础体温也不一样，儿童由于代谢率增高，体温可略

高于成人；老年人由于代谢率低，体温在正常范围的低值；另外，男、

女的体温也有不同，女子体温一般比男子约高 0.3℃。 

1、检测时间：①早上起床后无活动、无进食进水状态下腋下检测体

温。②晚上睡前，静息状态下腋下检测体温。 

2、检测体温前，避免进食、喝热水或冷水、运动、冷敷或热敷等干

扰因素。 

3、水银温度计腋下夹试 5-10 分钟，腋下保持干燥，尽量不要隔衣

服夹试，贴皮肤为宜。 

4、如果第一次测得体温偏高，不要惊慌，休息 10 分钟，静息状态

下再测一下。 

（二）操作要领（腋下测温法） 

1、测体温前，应用拇、食指握紧体温表上端，手腕急速向下向外甩

动，将水银柱甩到 35℃以下。 

2、擦去其腋窝部的汗水，将体温表的水银头放在腋窝当中，并紧贴

皮肤，水银头不能伸出腋窝外，用侧肩部以夹紧腋窝，测试时间 10分钟。 

3、查看所测得温度度数时，应一手横持体温表缓慢转动，取水平线

位臵背光观察水银柱所示温度刻度。 

5、测温一般为一日 2次，必要时可每 1～2小时测一次体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