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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新世纪药业杯”

首届云南省中医药健康文化科普创作大赛

活动的通知

全省各相关医疗、教学、科研机构及各有关单位、个人： 

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中药中国行——中医药健康文

化推进行动实施方案（2016 2020年）》、《全民科学素质行动

计划纲要实施方案（2016—2020年）》、《云南省中医药健康服

务发展规划（2015—2020）》，大力弘扬和传承创新中医药健康

文化，积极培育和打造“健康生活目的地”中医药健康文化特色

名片，助推“健康云南”建设。

在云南省卫生计生委、云南省中医药管理局、云南省科学技

术协会的指导下，由云南省中医药学会、云南中医学院、保山中

医药高等专科学校、云南网共同举办“新世纪药业杯”首届云南

省中医药健康文化科普创作大赛活动，征集和创作一批承载中医

—



药文化、科学准确、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创意产品和文化精

品，扩大中医药健康文化大众传播力和影响力。现将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大赛目的

大赛秉承“政府引导、公益支持、共建共享”模式，发挥全

省中医医疗、教育、科研单位带头引领示范作用，充分调动和凝

聚社会力量推进中医药科普创作与传播，激发全社会的科普创作

活力，挖掘中医药科普创作人才，搭建中医药科普创作共享交流

平台，营造全社会人人参与、人人创作、人人传播的浓厚中医药

科普氛围，促进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

二、参赛要求

为落实《云南省卫生计生委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医药政

务信息和科普宣传工作的通知》，大赛要求云南省县级以上中医

医院提交参赛作品不少于2个，县级以上综合医院、妇幼保健院

中医科提交参赛作品不少于1个，云南中医学院、保山中医药高

等专科学校参赛作品不少于10个，云南省中医药学会、云南省中

西医结合学会、云南省针灸学会、云南省民族民间医药学会下属

各专业委员会参赛作品不少于1个，诚邀社会各界企事业单位及

个人踊跃参与。

三、工作要求

大赛由云南省卫生计生委、云南省中医药管理局、云南省科

学技术协会联合指导开展，云南省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文化与信

息化建设专业委员会、云南网、曲靖市中医医院、建水县中医医

院承办。大赛组织实施方案详见附件。请各相关单位按照通知要

求，积极组织动员本单位人员踊跃参与，按要求提交高质量科普



作品，各单位参赛报送情况统计上报并公开通报。

四、联系方式

大赛组委会办公室：

王    帆：13529315282    陈思思：15198772307

颜志群：13529513583    甫琪森：18388059853

电话/传真：0871-63649200

邮箱地址：kpds2018@qq.com

联系地址：昆明市盘龙区北京路668号摩玛大厦二期A3303

附件：1.《首届云南省中医药健康文化科普创作大赛组织方

                 案》

           2.《 中医药健康文化科普创作大赛参赛报

                名表》

           3.《首届云南省中医药健康文化科普创作大赛版权授

                权承诺书》

首届云南省

云南省中医药学会    云南中医学院    保山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2018年4月20日



附件 1： 

 

首届云南省中医药健康文化科普创作大赛组织方案 

 

一、活动主题 

让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融入百姓生活 

二、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云南省卫生计生委 

云南省中医药管理局 

云南省科学技术协会 

主办单位：云南省中医药学会  

云南中医学院 

保山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独家冠名：云南新世纪药业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云南白药豹七三七  

云南国药控股东昌医药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中医药文化与信息化建设专业委员会 

云南网 

曲靖市中医医院 

建水县中医医院 

支持单位：云南省中医医院、昆明市中医医院、云南省中西

医结合医院、云南省中医中药研究院、玉溪市中医医院、弥勒市

中医医院、陆良县中医医院、杏林大观园。 

大赛组委会：由主办、承办、协办和支持单位相关领导组成。



组委会下设办公室，设在云南省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文化与信息化

建设专业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大赛活动的具体组织实施、宣传发

动和联络协调等工作。 

执行单位：云南中医全媒体运营中心、国医在线 APP 

媒体邀请：云南电视台、昆明电视台、云南日报、昆明日报、

春城晚报、中新社、新华社、云南网、中国中医药报、健康报、

新华网 

大赛评委会：邀请科技、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的相关专

家组成。 

三、活动时间安排 

（一）作品征集：2018 年 4 月 20 日-6 月 20 日 

由主办单位联合签发《关于举办首届云南省中医药健康文化

科普创作大赛的通知》，协调相关部门和邀请评委等工作。 

（二）初审展播：2018 年 6 月 25 日-7 月 15 日 

2018 年 6 月 20 日-6 月 25 日，大赛组委会组织对征集作品分

类整理汇总，按照活动要求对作品进行初审，并对入围作品进行

为期 10 天的网络投票展播。 

（三）专家复审：2018 年 7 月 18 日-7 月 20 日 

（四）公示展播：2018 年 7 月 23 日-7 月 29 日（表彰时间另

行通知） 

所有参赛获奖作品在云南网、“云南中医”、“健康云南”

微信公众平台、“云南中医”头条号、国医在线、60 余家中医医

院官方网站永久展播。 

（五）出版专辑：大赛结束后，组委会有选择地将参赛佳作



集结成册。名称为：《首届云南省中医药健康文化科普创作大赛

佳作萃集》，使大赛的创作成果惠及更多公众。 

四、参赛方式与范围 

（一）参赛对象： 

1、中医药系统内：各中医药医疗、教育、科研及医药企事业

单位相关人员、从事科技推广的科普工作者；中医药高等院校专

家老师、在校学生及广大社会中医药爱好者。 

2、面向社会各界：面向全社会，参赛者年龄、地域、职业不

限。 

（二）参赛方式：个人或团队名义均可参赛。 

（三）投稿专用邮箱：kpds2018@qq.com  

投稿只接收电子版，邮件标题命名为“科普创作大赛—作者

姓名”。同时，请认真填写参赛报名表（附件 2）。 

五、参赛作品要求 

（一）选题要求 

1、主题鲜明：作品要围绕主题，要有明确的科普内容传播对

象，如儿童、青少年、老年人、中药材种植人群、办公室一族、

普通社会大众等。 

2、思想性：主题思想和内容健康向上，反应新时代主旋律，

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3、科学性：符合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倡导科学方法、健康生

活方式、传播科学思想理念，有助于启迪智慧，让老百姓更好地

了解中医药、热爱中医药、使用中医药，推进中医药文化的大发

展大繁荣。 

mailto:kpds2018@qq.com


4、艺术性：整体构思新颖，创作手法和表现形式具有独创性，

语言生动流畅、富有特色、具有感染力；注重自然科学与人文科

学相结合，有较高文化品位。 

5、通俗性：作品内容贴近百姓生活、通俗易懂。 

（二）作品内容形式 

1、图文作品类： 

征集要求：内容以图文形式为主，阐述与中医药相关的内容，

字数在 1500 字以内，配图不得少于 2 张，图片格式为 JPEG 数码

文件。要求主题脉络清晰，内容积极向上，具有较好的文字表达

与写作水准，可图文结合，蕴含中医药文化特色。 

2、音视频作品类： 

征集要求：作品内容以音视频、动画形式为主，展示与“中

医药”相关主题内容。时长约 2-5 分钟，格式为 Mp4，配以文字说

明，同时提交音、视频内容的文字稿内容。要求发音清晰、语言

生动、活泼。 

3、设计作品类： 

征集要求：以海报、动漫、动画设计、flash、H5 等创新创意

类作品形式围绕“中医药”健康知识及相关主题内容创作。要求

画面质量清晰，清晰度不低于 720P，中医药健康科普主题立意鲜

明，内容健康向上。 

4、指定创作征集类——国医在线 APP 宣传广告创意作品 

国医在线 APP 是一款专注于中医药健康服务与互联网融合发

展的公众健康综合服务平台，汇聚 3000 余名公立医院优质中医医

师资源，通过大数据、智能推荐，帮您快速精准找到适合自己的



好中医，以病寻医、精准择医，实现一对一养生保健、疾病治疗、

中医体质辨识咨询指导服务，为公众解决看中医跑错科室、挂错

号、找错人的就医问题，逐步实现预约挂号、特需门诊、报告查

询、候诊提醒、床位预约、诊后随访、煎煮配送等便民功能服务。

可通过各大手机品牌应用市场搜索“国医在线”下载体验。 

征集要求：以海报、动漫、动画、flash、H5 等创新创意类作

品形式，围绕“国医在线 APP”公众宣传推广创作相关作品，创

作内容突出“互联网+中医药”、国医在线 APP 核心功能服务。 

（三）参考创作选题 

以“生活处处有中医”为主题，围绕中医药核心价值理念、

《黄帝内经》等中医药经典以及《中国公民中医养生保健素养》

为参考素材，创意创作面向全社会宣传中医药核心价值理念和中

国公民中医养生保健素养的科普作品。 

1、中医知识科普类： 

中医药家庭养生保健经验、中医养生基础知识、健康养生理

念、中医实用系列妙方；以独特的视角和表现方式，对中医药学

术流派传承故事、中医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中医药

典故、趣闻、历代中医名家、中医经典名著诠释和解读等。 

2、中药知识科普类： 

道地药材使用分享（如：三七的药用价值、使用经验、历史

发展、安全用药、与三七的故事、三七与疾病预防保健）；国药

经典名方使用经验、中华老字号中成药传承文化、中药企业发展

历程；身边的中医药；中药加工；中药的疾病预防等。 

3、其他： 



与医生的故事、与医院的故事、与某个中医药的故事、老字

号药企、药店的感人故事、身边人的中医药故事、中医药+健康旅

游、中医药在海外、中医药+互联网，中医药文化传播等。 

（注：凡是与“中医药”相关的文章皆可参赛） 

（四）参赛作品其他要求 

1、提交参赛作品时必须正确填写作品分类（图文、视频、设

计），请勿填写错误，影响初审工作。 

2、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保护条例》，参赛作品必

须是原创设计，无知识产权争议，作者对提交作品版权承担全部

责任。 

3、入围作品参赛作者需签署授权同意书，同意参赛作品的署

名权归参赛方所有，展览权、复制权、放映权以及广播权归主办

方所有。 

4、参赛作品提交后不予退还，参赛者请自行备份。 

（五）著作权及肖像权 

1、参赛者须拥有作品的著作权并获得参赛作品中所包含人物

的肖像权使用许可和其它必要的许可，同时须保证上传的作品不

侵犯任何第三人的著作权、肖像权、名誉权、 隐私权、商标权等

其他合法权益，否则由参赛者承担所有责任，给主办方造成损失

的，还应赔偿主办方的全部损失。 

2、任何人发现本次活动参赛作品有侵权嫌疑，请及时与主办

方联系。同时，主办方一经接到包括有关肖像权、著作权等相关

投诉的，或者发现投稿作品中包含前条规定之违反内容时，将立

即删除相关作品并把相关投诉转送至上传人（即参赛者），由参



赛者自行解决相关投诉并承担费用。 

3、因参赛作品侵犯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益等情形使主办方遭

受损失的，主办方有权要求上传人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 

4、参赛者在线提交作品，表明参赛者已授权云南省中医药学

会、云南中医全媒体运营中心拥有该作品在其著作权有效期内、

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网络传播权。 

5、获奖者必须与云南省中医药学会、云南中医全媒体运营中

心签署版权协议。 

六、表彰评奖设置 

（一）图文作品类 

一等奖 2 名，奖金各 1500 元，价值 1000 元健康礼包，并颁发

获奖证书； 

二等奖 4 名，奖金各 1000 元，价值 800 元健康礼包，并颁发

获奖证书； 

三等奖 6 名，奖金各 600 元，价值 500 元健康礼包，并颁发获

奖证书； 

优秀奖 8 名，奖金各 300 元，价值 200 元健康礼包，并颁发获

奖证书。 

（二）音视频作品类 

一等奖 2 名，奖金各 2000 元，价值 1000 元健康礼包，并颁发

获奖证书； 

二等奖 4 名，奖金各 1500 元，价值 800 元健康礼包，并颁发

获奖证书； 

三等奖 6 名，奖金各 1000 元，价值 500 元健康礼包，并颁发



获奖证书； 

优秀奖 8 名，奖金各 500 元，价值 200 元健康礼包，并颁发获

奖证书。 

（三）设计作品类 

一等奖 2 名，奖金各 1500 元，价值 1000 元健康礼包，并颁发

获奖证书； 

二等奖 4 名，奖金各 1000 元，价值 800 元健康礼包，并颁发

获奖证书； 

三等奖 6 名，奖金各 600 元，价值 500 元健康礼包，并颁发获

奖证书； 

优秀奖 8 名，奖金各 300 元，价值 200 元健康礼包，并颁发获

奖证书。 

（四）国医在线 APP 广告创意类 

一等奖 1 名，奖金各 1500 元，价值 1000 元健康礼包，并颁发

获奖证书； 

二等奖 2 名，奖金各 1000 元，价值 800 元健康礼包，并颁发

获奖证书； 

三等奖 3 名，奖金各 600 元，价值 500 元健康礼包，并颁发获

奖证书。 

（五）优秀团体组织奖若干名 

设立优秀团体组织奖若干名，就大赛组织工作中表现突出的

团体单位，由大赛组委会及评委根据参赛作品数量、获奖作品数

量等综合评定。 

七、宣传推广 



1、媒体平台推广宣传 

与省级新闻媒体单位云南网（www.yunnan.cn）建立合作机制，

以云南中医全媒体运营中心统筹搭建立体化传播平台，全方位多

角度对此次作品推荐活动以及遴选出的优秀作品进行宣传推广，

并给予专题展示。  

2、主管部门及自媒体平台推广宣传 

依托云南省科协、全省医疗卫生管理部门、全省中医药高校

资源，在其自媒体平台、官方网站等渠道，进行作品征集的引流，

对评选动态进行跟进，形成宣传合力。 

3、宣传落地 

组织公布评选结果的颁奖晚会，联合云南多家知名媒体对活

动进行报道。将围绕优秀作品分别展开宣传展览，对具有重大中

医药科普价值的作品，将策划选题予以重点宣传。 

4、后期延伸宣传 

所有参赛获奖作品均在云南网、“云南中医”微信公众平台、

“云南中医”头条号、国医在线、60 余家中医医院官方网站永久

展播。入选的优秀作品，图文作品整理印制成纪念册，电子作品

将刻录成 U 盘保存，在颁奖现场进行宣传推广。 

 

 

 

 

 

 



附件 2： 

首届云南省中医药健康文化科普创作大赛参赛报名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工作单位  工作职务  职  称  

身份证号码  

通讯地址  

作品分类（√） 图文类（  ）  音视频类（  ）  设计类（  ）国医在线 APP 广告创意类（  ） 

作品简介 

（300 字以内） 

 

 

 

 

 

 

 

 

 

 

 

 

 

 

 

注意事项 

1、如果参赛者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须由参赛者的监护人在签名栏附签。 

2、如果参赛者为机构，须由授权代表签署机构公章。 

3、请将参赛作品及报名表于 2018 年 6 月 20 日之前通过以下方式送达： 

电子邮箱：kpds2018@qq.com 

所在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 3： 

首届云南省中医药健康文化科普创作大赛版权授权承诺书 
 

一、参赛作品约定 

1、参赛作品应为原创作品，由参赛者自主设计和制作。 

2、参赛作品不得违反有关法律、法规以及社会道德规范；不

得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工业产权或技术秘密。 

3、主办单位不负责对参赛作品的原创性、创意来源合法性、

是否侵权等进行调查、核实，若发生相关知识产权纠纷，由参赛

者自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4、参赛者在设计作品和参赛过程中发生侵权行为，均与主办

单位无关。 

5、入围、获奖作品一经发现、确认存在抄袭或者其他侵权行

为，由参赛者承担全部后果，主办单位有权取消其参赛、入围与

获奖资格，收回奖品、奖金及在有关媒体公布其侵权行为。 

6、主办单位有权无偿对全部参赛作品进行公开展示、印刷出

版、推广宣传，不必经参赛者授权，但主办单位将参赛作品用于

商业目的除外。 

7、未经作者、知识产权拥有者、大赛主办单位的同意，任何

机构与个人不得抄袭、公开展示、出版和使用本次大赛作品。 

8、参赛作品概不退还，请参赛者自留备份或底稿。 

二、承诺书效力 

1、本承诺书是独立、有效法律文件。 

2、签署人一致确认出于自己的真实自由意愿、经过解释相关

规定并慎重考虑而签署，接受约束。 

3、本承诺书一经签署，即发生法律效力。 

 

签署人:           

年   月   日 


	页 1
	页 2
	页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