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新型冠状病毒防控每日播报 20200213 

0 

 

 

 

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 

我们一起渡过难关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新型冠状病毒防控每日播报 20200213 

（总第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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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日播报内容。 

(全文 3956个字，阅读全文大约需要 7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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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防控疫情宣教志愿者工作组 

（内 部 资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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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内防控直通车 

（一）所内食堂用餐通知 

防疫防控期间，本所食堂仅供应周一~周五的午餐。暂时不供应早、

晚餐，周六、周日全天不供应。 

午餐目前为一种套餐，一大荤、一小荤，每份 9.5元。 

午餐需要提前 2个工作日预定，下午 16:00关闭问卷。 

请以课题组或部门为单位，预定和取餐。 

当天中午预定人指定时间到达指定园区的食堂取餐。取餐时，结清

所订盒饭的总金额。 

提交后，视作完成要约，必须在规定时间取餐并支付全额餐费。 

如违约，将取消该课题组（部门）的预定权力。用餐后，餐饮垃圾

不可乱扔、乱放，请分类后投放。 

祖冲之路园区错峰取餐安排： 

11:15，2 号楼；11:30，3 号楼；11:45，4 号楼；12:00，5 号楼；

12:10，1号楼。 

海科路园区错峰取餐安排： 

11:10，2号楼；11：20，1号楼；11：30，4号楼；11:45，3号楼。 

一周午餐菜单 2 月 17 日~2月 21日 

2月 17日：香辣鱼排，土豆片炒肉； 

2月 18日：糖醋排骨，青椒炒蛋； 

2月 19日：红烧鱼块，木耳肉片； 

2月 20日：走油肉，窝笋肉片； 

2月 21日：干煎带鱼，山药肉片。 

食堂问题咨询：综合保障部，何老师，137-6418-8100 

统计技术支持：信息化管理处，罗老师， 138-1872-9811，

admin@simm.ac.cn 

*一卡通充值时间 

祖冲之路园区：每周一、每周三；海科路园区：每周二、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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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党委征稿通知 

 

上海药物所党委关于开展 

“疫情期间的药物所力量”征稿活动 

 

各党支部、群团组织： 

为进一步凝聚正能量，所党委拟面向广大党员群众组织“疫情期间

的药物所力量”征文活动。具体要求如下： 

一、组织群体 

各党群组织要结合自身实际，围绕“疫情期间的药物所力量”主题，

面向不同群体开展不同类别不同主题的征文、征图、征稿活动。 

二、党支部征文主题 

各党支部应围绕倡议书中指出的“三个勇于”主题“勇于站出来、

勇于挑担子、勇于攻克技术难关”，组织党员撰写看到听到的感受到的温

暖故事，从细微入手，通过征集那些充满力量的平凡身影背后的战“疫”

故事，希望使疫情中药物所人的正能量故事得以人知，传递温暖！致敬

在疫情期间的充满力量的药物所人们。 

三、征集要求 

1、含有标题，字数不限；2、注重细节；3、以描述生动的人或事反

映科学精神、爱国精神、拼搏精神、奉献精神等体现药物所力量的精神

为重点；4、最好有配图 

可 交 至 本 党 支 部 处 ， 由 支 部 收 集 交 至 党 政 联 合 办 公 室

dangban@simm.ac.cn 处。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新型冠状病毒防控每日播报 20200213 

3 

 

 

（二）研究生处征稿通知 

研究生处关于征集“战疫”故事的通知 

2020 年的春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犹如突如其来的“黑天鹅”，

让全国人民度过了与众不同的全民“宅”年。面对此次新型冠状病毒，

我们药物所学子表现出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共克时艰的集体主义精神

和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为了展现药物所人的精神风貌，弘扬正能量，

每一位同学都应该拿起笔来，记录我们身边的“战疫”故事，记录疫情

期间我们所思所想的心声。 

以下几个主题供参考： 

1、研之有理：作为药物专业研究生，请发挥我们的专业特长，写下

你的专业研究，写出有料有理的新冠科普，让你的专业才华飞一会…… 

2、思之理性：疫情爆发导致全民恐慌、焦虑和愤怒，网络喷子、负

面情绪、谣言四起等充斥着网络和现实世界。作为药物所人要有思辨精

神，你可以谈谈面对目前各类社会事件的思考，你也可以发表自己的观

点与看法…… 

3、学之乐趣：在“宅”家人群大喊“无聊”之时，药物所人在学习

中也能自得其乐，你可以谈谈居家如何高效学习的方法，你也可以分享

你在学习中找到的乐趣…… 

4、心之健康：这次病毒来势汹汹，难免会有恐慌、焦虑、害怕的应

激情绪反应，你可以谈谈自己面对疫情的心理变化，分享自身心理防护

的妙招方法…… 

5、宅之艺术：天天“宅”在家里的梦想一不小心就实现了，“宅”

家的假期里，你可以记录家里或周边发生的有趣的事，分享你的“宅”

家秘笈，传授你的居家防护小妙招…… 

同时，欢迎留学生从第三方的角度来谈谈对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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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的认识以及本国是如何关注评价中国此次疫情。 

除了上述几个主题，凡是与共战疫情有关的内容，都可以来稿，欢

迎提供在家的照片或视频，用相机记录下真实一幕，无论是伤心的、感

人的还是鼓舞人心的，都是珍贵的资料，赶紧发过来吧，我们将为您留

下历史的记忆。 

划重点：体裁不限，字数不限，给你最大的自由去发挥你的才华！

赶紧来投稿吧，最重要的是，文章一旦被录用，丰厚奖品等着你来拿！

（开学后，可来研究生教育处来领取） 

 

来稿请寄邮箱：16769671@qq.com 

联系人：王丹阳 

联系电话：13761395551 

 

（三）妇委、工会女职工委员会征稿通知 

关于组织“抗疫小卫士”绘画征集活动的通知 

活动背景及方式：在抗击“新冠病毒”的战役中，小药物所人身在

家中，心系祖国，关心疫情变化，了解科学知识，成为“抗疫小卫士”。

所妇委、工会女职工委员会拟举办绘画征集活动，通过孩子们的画笔，

为武汉加油，为祖国加油。 

作品主题：抗击新冠病毒相关内容均可 

作品要求：原创画作，绘画形式不限 

参与人群：14岁以下的全所职工子女 

投稿方式：请将完成好的作品拍照后发送给各妇委大组长（邮箱或

上传方式将另行通知） 

投稿时间：即日起至 2月 29日 

mailto:1676967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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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家疫情要求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2月 12日召开会议，听取中央应对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汇报，分析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形势，

研究加强疫情防控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

话。 

习近平指出，经过艰苦努力，疫情形势出现积极变化，防控工作取

得积极成效。这是来之不易的，各方面都作出了贡献。习近平强调，当

前，疫情防控工作到了最吃劲的关键阶段，要毫不放松做好疫情防控重

点工作，加强疫情特别严重或风险较大的地区防控。 

人口流入大省大市要按照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要求，加强对返程

人员的健康监测，做好交通工具场站消毒通风等工作，切实做好防控工

作。 

要按照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原则，以县域为单元，确定不同县域风

险等级，分区分级制定差异化防控策略。 

各级党委、政府和各级领导干部要扛起责任、经受考验，既有责任

担当之勇、又有科学防控之智，既有统筹兼顾之谋、又有组织实施之能，

切实抓好工作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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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疫情相关法规 

2 月 7 日，教育部召开全国教育系统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视频会议。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部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

组组长陈宝生强调，战时状态要有非常举措，要把问题想得更严重一些，

应对措施更坚决一些，一切要想在前面、做在前面，一切都要做细做实，

坚决防止疫情在校园蔓延。 

严格管控学校校门，未经学校批准学生一律不准返校，校外无关人

员一律不准进校门，师生进入校门一律核验身份和检测体温，对发烧咳

嗽者一律实行医学隔离观察，不服从管理者一律严肃处理。校园划区划

片管理，学生公寓封闭管理。 

采取“人盯人”措施，全面摸清、准确掌握学生所在地区、健康状

况等信息。主动联系每一位学生，随时沟通情况。高校要设置独立隔离

区，严防疫情在校园扩散。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各校对受到疫情影响的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及时予以资助。各地各校学生资助管理部门要根据有关

部门及学校掌握的疫情信息，及时了解本地本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身

体和生活等情况。要重点聚焦疫情严重地区、贫困地区、农村地区、边

远地区，重点关注建档立卡、低保、特困救助供养、残疾等特殊困难学

生群体。各地各校应充分考虑疫情期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实际需求，

及时足额发放国家助学金等资助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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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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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日上午九点半的疫情发展状况如下： 

 

 

据央视新闻报道，2月 12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就疫情防控工作

举行发布会。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介绍到，当前疫情形势仍

然十分严峻，但在一系列有力措施的推动下，疫情形势总体上也出现一

些积极变化。新增报告病例波动下降，新增确诊病例数由最高时 2月 4

日的 3887例下降到 2月 11日的 2015例，新增疑似病例数由最高时 2月

5日的 5328例下降到 2月 11日的 3342例，降幅分别达到了48.2%和 37.3%；

治愈出院人数较快增长，治愈比例由最低时 1月 27日的 1.3%上升到 2

月 11日的 10.6%。全国累计治愈出院 4740 例，湖北以外新增病例连降 8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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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疫情防控贴士 

科学合理的营养膳食能有效改善营养状况、增强抵抗力，有助于新

冠肺炎防控与救治。 

（一）一般人群防控用营养膳食指导 

1、食物多样，谷类为主。每天的膳食应有谷薯类、蔬菜水果类、畜

禽鱼蛋奶类、大豆坚果类等食物，注意选择全谷类、杂豆类和薯类。 

2、多吃蔬果、奶类、大豆。做到餐餐有蔬菜，天天吃水果。多选深

色蔬果，不以果汁代替鲜果。吃各种各样的奶及其制品，特别是酸奶，

相当于每天液态奶 300克。经常吃豆制品，适量吃坚果。 

3、适量吃鱼、禽、蛋、瘦肉。鱼、禽、蛋和瘦肉摄入要适量，少吃

肥肉、烟熏和腌制肉制品。坚决杜绝食用野生动物。 

4、少盐少油，控糖限酒。清淡饮食，少吃高盐和油炸食品。足量饮

水，成年人每天 7-8杯（1500-1700毫升），提倡饮用白开水和茶水；不

喝或少喝含糖饮料。成人如饮酒，男性一天饮用酒的酒精量不超过 25克，

女性不超过 15克。 

5、吃动平衡，健康体重。在家也要天天运动、保持健康体重。食不

过量，不暴饮暴食，控制总能量摄入，保持能量平衡。减少久坐时间，

每小时起来动一动。 

6、杜绝浪费，兴新食尚。珍惜食物，按需备餐，提倡分餐和使用公

筷、公勺。选择新鲜、安全的食物和适宜的烹调方式。食物制备生熟分

开、熟食二次加热要热透。学会阅读食品标签，合理选择食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