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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中会联〔2020〕2号

云南省中医药融媒体联盟

关于第二批成员单位报名的通知

云南省中医药融媒体联盟是在云南省卫生健康委、云南省中

医药管理局和省科协的关心指导下，由云南省中医药学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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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中医药大学、云南中医全媒体运营中心，联合省市主流

媒体以及全省主要公立和民营中医医疗机构共同发起成立。

各有关单位：



联盟旨在联合全省传统媒体和中医药类新媒体，打造一支政

治可靠、专业过硬的中医药媒体人才队伍，塑造中医药宣传文化

品牌，传播党的中医药工作方针政策，宣传中医药行业的好做

法、好经验、好典型，服务好广大读者群众，唱响新时代的中医

药强音的资源共享的新型媒体平台。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

新发展的意见》，发挥联盟的资源共享、上线联动的作用，切实

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

好。联盟理事会决定面向全省开展第二批联盟成员招募工作，现

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基本条件及入盟要求

凡从事中医药相关的企事业单位、各中医医疗机构，各中医

药大专院校、中医药科研机构、中医药生产相关企业，各地主流

媒体健康频道，有中医科普/医学资讯/医疗评论等中医相关的自

媒体均可自愿申请加入。

申请加入联盟的企事业单位或媒体，请下载联盟会员申请表

（见附件1），并于2020年3月20日18:00前将填好的申请表提交至

邮箱ynzywx@qq.com，联盟理事会将对所有申请单位/媒体资格进

行审核，审核结果于申请截止日期后的20个工作日内在“云南中

医”公众号平台、“云南中医”今日头条号、“国医在线”今日

头条号、国医在线网同步公布。

二、成员单位权利与义务

申请加入联盟的成员单位，将按照《云南省中医药融媒体联

盟章程》（见附件2）内容履行有关权利和义务，如免费获取联



盟提供的相关资料和资讯，以联盟成员名义在联盟章程框架内开

展活动；享有联盟专业服务咨询、资源和品牌共享；参加经验交

流、人员培训等活动；自愿无偿为联盟提供高质量科普作品（文

字、视频）并在成员单位内分享等。

联系方式：王    帆  13529315282

                    杨政瑞  13581547896

附件：1. 云南省中医药融媒体联盟成员申请表

            2. 云南省中医药融媒体联盟章程

2020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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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1： 

联盟成员申请表（企事业单位）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企业 

宣传平台 
□微信    □头条   □抖音   

□微博    □网站   □其他           □事业单位 

媒体账号  

目前粉丝数（关注

数/发行量） 

 

单位负责人  负责人电话  

单位主要联系人  联系电话  

骨干成员姓名 职  位 联系电话 QQ 微  信 

     

     

 

 

加入联盟承诺 

本人代表以上单位申请加入云南省中医药融媒体联盟，并承诺如下： 

自觉遵守联盟章程，接受联盟监督，突发重大舆情时，承诺与联盟保持一致，

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中医药文化氛围。媒体发布信息由负责人进行审核，严禁

发布任何未经证实的不良言论。 

承诺人（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字（公章）： 

2020 年   月   日 

云南省中医药 

融媒体联盟 

办公室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联盟成员申请表（媒体） 

媒体名称  

媒体性质 
□官媒 □微信    □头条   □抖音 

□微博    □网站   □其他 □自媒 

媒体账号  
目前粉丝数（关注

数/发行量等） 
 

主办单位  

单位负责人  负责人电话  

单位主要联系人  联系电话  

骨干成员姓名 职位 联系电话 QQ 微信 

     

     

加入联盟承诺 

 本人代表以上单位申请加入云南省中医药融媒体联盟，并承诺如下： 

自觉遵守联盟章程，接受联盟监督，突发重大舆情时，承诺与联盟保持一致，

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中医药文化氛围。媒体发布信息由负责人进行审核，严禁

发布任何未经证实的不良言论。 

 

承诺人（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字（公章）： 

         2020 年   月    日 

云南省中医药融

媒体联盟 

办公室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 2： 

云南省中医药融媒体联盟章程 

 

云南省中医药融媒体联盟（以下简称联盟）是在中国中医药

报社、云南省卫生健康委、云南省中医药管理局和省科协的指导

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媒体融合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

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推进媒体融合发展的部署要求，贯彻落

实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云南省委、省政府关于

发展中医药事业，更好地服务广大人民群众的一系列政策以及全

省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以基于移动端的新兴媒体为重点，依托

云南省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文化和信息化建设专业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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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云南中医全媒体运营中心，联合省市主流媒体以及全省的公立和

民营中医医疗机构、中医药大专院校、中医药科研机构、中药药

企等，遵循媒体传播和发展规律，建立的中医药领域媒体融合发

展的矩阵；通过建设新型中医药主流媒体，打造一支政治可靠、

专业过硬的中医药媒体人才队伍，塑造中医药宣传文化品牌，传

播党的中医药工作方针政策，宣传中医药行业的好做法、好经验、

好典型，服务好广大读者群众，唱响新时代的中医药强音的资源

共享的新型媒体平台。经云南省科学技术协会同意成立的云南省

中医药融媒体联盟。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联盟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对推

进媒体融合发展的部署要求和医疗卫生工作的指导思想，围绕推

进“健康中国”“健康云南”和“云南省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

“云南省加快中医药发展行动计划”等战略目标的实施，在中国

中医药报社和云南省科学技术协会具体的指导下，依托云南省中

医药学会中医药文化与信息化建设专业委员会、云南省中医药学

会中医药文化和信息化建设专业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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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云南中医全媒体运

营中心，联合云南省广播电视台全媒体新闻中心、云南网、云南

中医药大学、保山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云南省中医医院/云南中

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云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云南省

中西医结合医院、昆明市中医医院、玉溪市中医医院、楚雄州中

医医院、建水县中医医院、宾川县中医医院、昆明圣爱中医馆、

云南省中医中药研究院、云南白药集团中药资源有限公司等单位

共同倡议发起建立的新型全媒体平台。  

第二条  联盟以基于移动端的新兴媒体为重点，联合省市主

流媒体以及全省的公立和民营中医医疗机构、中医药大专院校、

中医药科研机构、中药药企等，遵循媒体传播和发展规律，探索

建立中医药领域媒体融合发展的矩阵平台，建设新型中医药主流

媒体。  



第三条  建立中医药领域媒体融合发展的矩阵平台，以全媒

体形式开展宣传党的中医药工作方针政策，宣传中医药行业的好

做法、好经验、好典型，服务好广大读者群众，唱响新时代的中

医药强音的宣传联盟。  

第四条  联盟为各单位搭建信息交流展示平台，以聚力协作、

平等互助、加强交流为理念，重点实现： 

一、健康医疗全媒体研究、优质资源共享、优秀内容创作和

联动； 

二、定期发布各成员单位新媒体平台影响力排行榜； 

三、重要新闻发布； 

四、组织公益健康科普演讲； 

五、组织对联盟成员单位宣传运营人员专业能力提升培训； 

六、组织论坛及展会活动； 

七、组织评奖、颁奖活动； 

八、提供舆情监测及危机公关指导； 

九、通过多方位整合提升联盟成员单位新媒体平台传播力。  

第二章  组织机构和管理 

第五条  联盟实行主席团负责制，设主席、副主席、办公室和

办公室主任，任期三年。行使以下职权：  

一、制订和修改运营组织管理办法；  

二、审议联盟工作规划；  



三、审议联盟工作报告；  

四、决定终止（退出）事宜；  

五、决定其他重大事项。  

第六条  联盟办公室主任职条件： 

一、粉丝量较大的行业媒体人、行业知名度较高的专家；  

二、有意愿、有能力、有情怀为联盟服务；  

三、有组织联盟成员开展专业知识推广和共享的能力；  

四、积极参与、支持、策划联盟的活动；  

五、一年内未被相关部门处罚过的联盟正式会员。  

第七条  主席团设主席1人，由牵头单位负责人担任；副主席

若干人，由发起单位负责人担任；联盟办公室设在云南中医全媒

体运营中心，其负责人担任办公室主任，为联盟工作执行联络负

责人 。  

第八条  联盟聘请专家顾问团对媒体进行政策指导和内容支

撑，提供媒体发展的意见咨询，对相关宣传内容提供专业审核指

导，定期会商媒体发展策略。顾问团专家由顾问团组长推荐并由

联盟主席团审核通过。  

第三章  联盟成员的准入和退出 

第九条  愿意遵守国家有关新闻传播的法律法规，认同联盟

发展理念、价值观，遵守联盟章程，履行联盟义务。 

第十条  为云南省境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媒体、二级以上



公立中医医疗机构、中药药企、中医药科研机构等组织； 

第十一条  有独立运营的网站、微信、微博、头条号等新媒

体平台，在当地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其粉丝量不低于3000； 

第十二条  加入联盟需由各相关机构向联盟提出正式书面申

请，经理主席团审核通过后成为联盟正式成员；  

第十三条  联盟成员单位若因违反国家有关新闻传播的法律

法规，或不愿意认同联盟发展理念、价值观，不遵守联盟章程，

履行联盟义务，经联盟主席团商议，实行强制退出或劝其退出。 

第十四条  联盟常设地为云南中医全媒体运营中心，承担联

盟的日常联络沟通和统筹协调工作，组织联盟开展日常的线上线

下交流活动。  

第四章  联盟单位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五条  联盟发起单位的权利和义务  

一、成为联盟的副主席单位，分管领导担任联盟副主席； 

二、享有主席团权利及成员单位的权利，对联盟重大事务的行

使表决权和主席团成员选举和被选举权； 

三、愿意承办联盟组织的专项活动； 

四、每年无偿为联盟提供若干高质量科普作品（文字、视频）

并在成员单位内分享。 

 第十六条  联盟成员单位的权利和义务 

一、参加联盟活动，获取联盟提供的相关资料和资讯，以联



盟成员名义在联盟章程框架内开展活动；  

二、享有联盟专业服务咨询、资源和品牌共享；参加经验交

流、人员培训等活动； 

三、自愿无偿为联盟提供高质量科普作品（文字、视频）并

在成员单位内分享； 

四、获得单位舆情监测及危机公关指导； 

五、对联盟工作的批评权、建议权和监督权； 

六、联盟单位不缴纳会费。 

第五章  著作权和肖像权 

第十七条  除非特别提出外，联盟成员单位内部自然人提供

的用于传播性质使用的文字、声音、图像、视频等资料，其著作

权和肖像使用权、解释权归联盟办公室。 

第十八条  联盟成员单位内部自然人提供的用于传播性质使

用的文字、声音、图像、视频等资料，其单位应事先告知当事人，

同意无偿在联盟内部共享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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