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云南网络正能量“五个一百”征集展播活动入选作品 

100 个网络正能量传播示范账号 

（对 1-34 号作品进行展播） 

序号 账号名称 报送单位 

1 “七彩云端”客户端 七彩云端 

2 “云视网”融媒体矩阵 云视网 

3 “开屏新闻”客户端 开屏新闻 

4 “云南广播电视台”抖音号 云南广播电视台 

5 “都市时报”抖音号 昆明都市时报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6 大关融媒 大关县委网信办 

7 澄江融媒 澄江市融媒体中心 

8 “视听文山”抖音号 文山广播电视台 

9 “国门观察”抖音号 国际互联网德宏新闻中心 

10 “新闻快报”抖音号 国际互联网德宏新闻中心 

11 “弥勒广播电视台”抖音号 弥勒广播电视台 

12 “掌上春城”微信公众号 掌上春城 

13 “曲靖 M”APP 曲靖新媒体中心 

14 “云南广播电视台都市条形码”抖音号  云南广播电视台 

15 “8099999”抖音号 昆明广播电视台 

16 “哇家玉溪”抖音号 玉溪广播电视台 

17 “云南发布”新媒体平台 云南网 

18 “云南警方”新媒体平台 云南省公安厅 

19 “清风云南”微信公众号 云南省纪委省监委 

20 “共青团云南省委”微博 共青团云南省委 

21 “云南乡村振兴”微信公众号 云南省乡村振兴局 

22 “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抖音号  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 

23 “云岭先锋”客户端 云南省委云岭先锋杂志社 

24 云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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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学习强国”云南学习平台 云南网 

26 “昆明发布”微信公众号 昆明市委网信办 

27 “昆明五华发布”微博 昆明市五华区融媒体中心 

28 “云南大学朱丹工作室”新媒体账号 个人自主申报 

29 “云南小花”抖音号 个人自主申报 

30 “乡野丽江”快手号 个人自主申报 

31 “滇西小哥”抖音号 个人自主申报 

32 “战旗红”新媒体矩阵 个人自主申报 

33 “杨语在云南”微博 个人自主申报 

34 “茶业复兴”微信公众号 个人自主申报 

35 “Mingala News”海外社交网络账号 云南广播电视台吉祥网 

36 “都市条形码”微博 云南网络广播电视台 

37 “昆明信息港”微博 昆明信息港 

38 “云上融媒”快手号 云南出版融媒体有限责任公司 

39 “都市时报”B站账号 昆明都市时报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40 “云南广播电视台”快手号 云南网络广播电视台 

41 “云南广播电视台”微博 云南网络广播电视台 

42 “日新路工作室”视频号 云南日报报业集团 

43 “云南信息报”快手号 云南出版融媒体有限责任公司 

44 “春城晚报”微博 云南春晚传媒有限公司 

45 “云南日报”微信公众号 云南日报报业集团 

46 “七彩云安”微信公众号  昆明信息港 

47 “云南法治网”网站 云南法制报 

48 “丽江热线”融媒体矩阵 丽江市广播电视台 

49 “保山新闻网”微信公众号 保山新闻网站 

50 “大理发布”新媒体平台 大理州委宣传部 

51 “昆明盘龙发布”微博 盘龙区融媒体中心 

52 “玉溪日报”抖音号 玉溪日报社 

53 “昆明信息港”微信公众号 昆明信息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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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昆视传媒”新媒体矩阵平台 昆明广播电视台 

55 “大理广播电视台”抖音号 中共大理州委组织部 

56 
“云南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微信公众

号 
云南网络广播电视台 

57 “云南红河发布”微信公众号 红河日报社 

58 “蒙自融媒”抖音号  蒙自市融媒体中心 

59 “华坪融媒”抖音号 华坪县融媒体中心 

60 “西双版纳手机台”微信公众号 西双版纳州委网信办 

61 “峨山融媒体中心”抖音号 峨山县融媒体中心 

62 “头条号-掌上曲靖”头条号 曲靖日报社 

63 “隆阳发布”微信公众号 隆阳区融媒体中心 

64 “云南省博物馆”抖音账号 云南省博物馆 

65 “微昭通”系列号 昭通市委宣传部 

66 “弥勒广播电视台”快手号 弥勒广播电视台 

67 “云南高院”头条号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68 “云岭先锋”微信公众号 中共云南省委云岭先锋杂志社 

69 “云南省教育厅”微信公众号  云南省教育厅 

70 “云南人大”微信公众号 云南省人大办公厅 

71 “云岭职工”微信公众号 云南省总工会 

72 “云南普法”微信公众号 云南省普及法律常识办公室 

73 “云南平安高速”微博 
云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高速公路交

巡警支队 

74 “云南政协报”微信公众号 云南省政协办公厅 

75 “云南政协报”客户端 云南省政协办公厅 

76 “云南 12333”微信公众号 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77 “大理交警”抖音号 大理州公安局交警支队 

78 “丽江古城游”微信公众号 丽江古城保护管理局     

79 “建水警方”抖音号  建水县公安局 

80 “云南丽江旅游”微博 丽江市文化和旅游局 

81 “大理清风”微信公众号  大理州纪委监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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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云南电网”微信公众号 云南电网公司 

83 “昆明消防”微博 昆明市消防支队 

84 “云南师范大学”微信公众账号 
云南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融媒体中

心 

85 “青春西林”微信公众号 西南林业大学 

86 云南省博物馆微信公众号 云南省博物馆 

87 “拥抱印度洋”微信公众号 个人自主申报 

88 “丽江石榴哥”抖音号 个人自主申报 

89 “丽江洛洛”微博 个人自主申报 

90 “云南文旅”微博 个人自主申报 

91 “演员晋松”微博 个人自主申报 

92 “国医在线”新媒体账号 云南岐黄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93 “曲靖老村长”抖音号 个人自主申报 

94 “旅游科长”微博 个人自主申报 

95 “承伟国际观察”微信视频号 云南广播电视台吉祥网 

96 “怕瓦落地”彩龙社区账号 昆明信息港 

97 “初一”抖音号 个人自主申报 

98 “我是依光扁”抖音号 个人自主申报 

99 “丽江醉乡民谣”抖音号 丽江醉乡民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00 “南曲文化”抖音号 个人自主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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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云南网络正能量“五个一百”征集展播活动入选作品 

100 篇网络正能量网评精品 

（对 1-20 号进行展播） 

序号 作品名称 首发平台 

1 

【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 唱响新时代幸福之歌】

系列网评之一：牢记嘱托，唱响阿佤振兴幸福

歌 

云南网 

2 有一种自信叫“云南好声音” 云南网 

3 张桂梅：植根人民的平凡英雄 “开屏新闻”APP 

4 用好杨善洲这个鲜活教材 云南网 

5 
【“彩云杯”网评大赛】“西畴精神”永远不

能丢 
云南网 

6 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的“云南小花” 云南网 

7 让每一个“滇西小哥”放飞梦想 云南网 

8 “联大精神”薪火相传 红河网 

9 《和光同春》伴你温暖前行 云南网 

10 
瑞丽再次“清零”不是终点 仍须巩固来之不

易的成果 
昆明信息港 

11 
展现市民良好素质 我们亦是 COP15大会的“吉

祥物” 
昆明信息港 

12 向为国为民牺牲的英雄致敬 云南网 

13 
“我在 XX说 COP15”主题 14篇“短评+海报+

网评”系列 
云南网 

14 为不带一桶油和一袋米的扶贫点赞 云南网 

15 《追潮之江》系列云视快评 “七彩云端”APP 

16 从新年贺词中汲取砥砺奋进磅礴力量 云南网 

17 从“脱贫路”向着“幸福路”跨越 云南网 

18 “极小学校”彰显教育情怀 云南网 

19 赓续伟大建党精神 凝聚砥砺前行力量 云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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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弘扬功勋模范精神，奋进伟大复兴征程 云视网 

21 把握发展多样性际遇 办好 COP15 云南网 

22 茶是用来喝的 不是用来“炒”的 云南网 

23 
昆明长护险待遇标准明确 春城老人的晚年更

温馨 
昆明信息港 

24 携光而来四十载 照亮逐梦新征程 云南网 

25 解锁文明城市“文明密码” 云南网 

26 “象群回家”是最和谐的音符 云南网 

27 
奥运收官亚洲象即将回家 云南生物保护拿下

一块“金牌” 
昆明信息港 

28 念好“山海经”让大理涌动绿色春潮 云南网 

29 让党的光辉永远照耀边疆大地 云视网 

30 
“云岭红色地标巡礼”红河篇： 传承红色基因，

凝聚奋进力量 
云视网 

31 新冠疫苗人人接种，没你不行！ “掌上春城”APP 

32 “坚决打赢新冠疫情防控阻击战”系列评论 云南理论网 

33 出门遇上蓝花楹公交车，是我们的小确幸 “都市时报”APP 

34 唱响红色旋律 凝聚奋进力量 西双版纳新闻网 

35 环滇池湿地建设 是昆明给 COP15的最好献礼 “掌上春城”APP 

36 把最美的礼赞献给“守边人” 云南网 

37 致敬脱贫伟业行动者 云南网 

38 一“幕”了然，为“指尖上”的百年党史点赞！ 云南网 

39 “边检 12时辰”见证云南全力以赴 云南网 

40 “燃灯者”之光照亮奋进之路 云视网 

41 让“流动中国”更温暖 云南网 

42 改造老旧小区 办好民生实事 玉溪网 

43 易地搬迁让“忧居”变“优居” 云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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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对昆滇旅游“地域黑”现象应及时制止 “都市时报”APP 

45 为高质量发展插上“数字翅膀” 农民日报 

46 找准干部规划家乡行动的“坐标” 云岭先锋网 

47 
“我为群众办实事”，关键在“实”！ 

云南网 

48 推动正风反腐交出高分“答卷” 中国网 

49 “清零”时刻当有“归零”心态 云南网 

50 筑梦生态新时代，志愿盛会彩云南 昆明信息港 

51 大山里的牵挂 云南交投抖音号 

52 从党史中汲取奋勇拼搏的精神力量 丽江市广播电视台丽江热线网站 

53 守护长虫山 携手同行才能行 昆明信息港  

54 感受彩云之南生态之美智慧之美 云南网 

55 【网聚云南 相约 COP15】一个约定，一份荣光 云南网 

56 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就喝彩 云桥网 

57 云岭新征程呼唤善作者 大理日报新闻网 

58 生物多样性，中国的绿色发展自信 乐云网 

59 让“出山”青年成为“回山建山”主力 云岭先锋网 

60 行动起来，尽快去打疫苗 玉溪网 

61 以史为脉 诠释时代光华 丽江热线网 

62 “洒洒水”是假把式，“动动土”才是真提高 云岭先锋网 

63 让榜样之光照亮奋进之路 楚雄日报网 

64 战疫要当好“贴心人”“当家人”“守门人” 共产党员网 

65 昆明人请继续“罩”顾好自己，“码”上行动 “掌上春城”APP 

66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绘就“十四五”新画卷 云视网 

67 弘扬脱贫攻坚精神，激扬民族复兴伟力 云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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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读懂张桂梅的值得“密码” 云岭先锋网 

69 以榜样力量引领乡村振兴之路 云南网 

70 让党史学习圈粉更多青少年 云南网 

71 世界大象日，让我们共同守护人类的“大朋友” “都市时报”APP 

72 红嘴鸥，昆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面镜子 “都市时报”APP 

73 在新的赶考路上写好彩云之南答卷 云南网 

7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与担当 开屏新闻网 

75 让红色成为七彩云南的最炫原色 红河网 

76 
以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为契机 加强云南生态文

明建设的“政策抓手” 
昆明信息港 

77 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云南高原湖泊 红河网 

78 为乡村振兴注入“源头活水” 云视网 

79 生物多样性，中国的绿色发展自信 乐云网 

80 COP15花落昆明实至名归 “都市时报”APP 

81 温暖城市的力量 曲靖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 

82 从“小”开始学党史 云南网 

83 【春天里的两会】以饱满热情“犇”赴新征程 云南网 

84 致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云桥网 

85 坚持“房住不炒”托起百姓安居梦 云南网 

86 莫让“杂音”干扰疫苗接种大局 云南网 

87 党史学习灵魂三问 云岭先锋网 

88 一稻济天下，肝胆两昆仑 乐云网 

89 做一粒“好种子” 人民网 

90 以百年党史滋养三“xin” 云南网 

91 给撒野的“饭圈”踩刹车 云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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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基层干部要“画出圈”更要“跳出圈” “大理先锋”微信公众号 

93 “精神食粮”润心田 学习教育走心尖 丽江市广播电视台丽江热线网站 

94 做顶得上去的“高个子”年轻干部 丽江市广播电视台丽江热线网站 

95 用好“双减”政策 正确发力让教育回归本原 大理日报 

96 莫给景区套上太多滤镜 云南网 

97 
【继续奋斗 勇往直前】用发展书写逐梦小康新

传奇 
云南网 

98 学习革命诗歌 汲取精神力量 云南网 

99 在乡村振兴中“墩苗成长” 乐云网 

100 把好“三个度”  续写云南筑梦华章 云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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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云南网络正能量“五个一百”征集展播活动入选作品 

100 篇网络正能量图文精品 

（对 1-41 号进行展播） 

序号 作品名称 首发平台 

1 

“一门三杰”薪火相传 王复生、王

德三烈士故居重温云南百年革命历

程 

昆明信息港 

2 进击的云南 新华社客户端 

3 
昆明残疾夫妻“一只手两条腿”脱

贫致富：把日子过好才对得住帮扶   
人民日报客户端云南频道   

4 
云南萌象旅行团表情包上线 快来

加入象象圈吧！ 
云报客户端 

5 
“我没倒下，有种精神支撑着我”

——记“燃灯校长”张桂梅 
求是网 

6 云南漾濞震区：高三学子挑灯夜战  人民日报客户端云南频道  

7 
第一次拆弹，他手抖得连工具箱都

打不开 
云南法治网 

8 云南，宾弄赛嗨 新华社客户端 

9 
习近平提到的这位云南东川村民，

是什么人？ 
云报客户端 

10 
在云南，他们演绎扶贫路上现实版

山海情 
云报客户端 

11 
福利！“追象人”曝光野生亚洲象

群美图！ 
“云南警方”微信公众号 

12 
面朝大海 满帆前行 云南对外开放

再出发 
新华社客户端 

13 
【独家影像】“张桂梅妈妈”，你

趴在椅子上的样子让人心疼！！！ 
云南网 

14 
昆明特警云豹突击队新增蛙人反恐

精锐 
昆明警方发布 

15 【年画送到北京去】系列手绘海报 云南网 

16 
“怕危险就不当警察，怕死就不干

禁毒！” 
人民日报客户端云南频道 

17 

万类霜天竞自由——写在《生物多

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

议开幕之际 

新华社客户端 

18 民警背地震伤者徒步 3公里就医 人民网云南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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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长卷丨总书记的云南情 云报客户端 

20 深度报道 |“无主遗体”的摆渡人 “都市时报”微信公众号 

21 
全国首例新冠肺炎确诊三胞胎孕妇

在瑞丽顺利生产 
人民日报客户端云南频道  

22 
高清组图丨亲切关怀传遍佤山 殷

殷嘱托催人奋进 
“临沧融媒”APP 

23 “象”往的山川 “云南发布”微信公众号 

24 
“稳住！我来！”飞机坠机前的最

后时刻，他大声喊道 
“中国新闻社”微信公众号 

25 
“2021COP15春城之邀——一粒来

自昆明的种子”活动 
昆明信息港彩龙社区 

26 
山樱花绽放的春天——云南拉祜山

乡教育巨变记 
新华社客户端 

27 
跟“建筑视线”一起领略云南生物

多样性之美 
“云南财经大学”微信公众号 

28 长卷 三省共立法，护好一条河 “云南人大”微信公众号 

29 云南疾书绿色答卷 新华社客户端 

30 多彩星球连环绘 | “王者”归来 “云南发布”微信公众号 

31 “你眼睛里有只蚂蟥！3厘米长的！” “云南政法”微信公众号 

32 
盲人怎么踢足球？这支球队的故事

太励志 
中央广电总台中国之声 

33 
我不仅不秃，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

耸入云！ 
云视网、“云南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 

34 缉毒警的伤痕，抹不掉的“勋章”！ “云南警方”微信公众号 

35 
特别策划丨今天他们是顶流丨七彩

云南的 16张笑脸 
云报客户端 

36 守边人的“酸”“甜”“苦”“辣” 云报客户端 

37 藏不住了！#云南有个景区叫服务区 “云南交投”微信公众号 

38 云南两名 9岁儿童的生命接力 “都市时报”APP 

39 
总书记回信中提到的沧源县，是怎

样一个神奇美丽的地方？ 
云报客户端 

40 我们，整族脱贫啦！ 云报客户端 

41 
靠这支科研队伍，中国得以吃到世

界最便宜的羊肚菌   

人民日报客户端云南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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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清明节，我们应该如何祭祀先人？ 昆明信息港 

43 “象”往的朋友 “云南发布”微信公众号 

44 红色印记 VR专栏 昆明信息港 

45 “象”往的生活 “云南发布”微信公众号 

46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她用 600封

情书让“植物人”警察丈夫重获新

生 

云报客户端 

47 婚礼上没有新人，战位上却有战士！ 云报客户端 

48 
云南贡山县独龙江乡界务员：把守

护边疆的使命代代相传 
“贡山发布”微信公众号 

49 
生肉铺里跳芭蕾！网友为她疯狂刷

屏 
“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 

50 
【“象爸”的自述】我有一个大象

女儿，她的名字叫“然然” 
新华网云南频道 

51 一位父亲去世以后 “都市时报”微信公众号 

52 
云县老党员陈瑞蓉在建党节捐款 25

万元为党庆生 
“七彩云端”APP 

53 
手机上的连环画：阿娜和爷爷的搬

迁故事！ 
“怒江传媒”微信公众号 

54 震后第一天，被这些画面感动... “大理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 

55 

【战疫人】生命“摆渡人”张东洪：

与时间和病魔赛跑，只想早一刻转

运患者 

昆明信息港 

56 昆明市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成果展 昆明信息港 

57 
致敬！丽江援瑞医疗队凯旋！在瑞

丽高温下的 28个日夜…… 
“丽江读本”微信公众号 

58 
中老铁路走透透：千万个商机，正

扑面而来 
“拥抱印度洋”微信公众号 

59 
了不起！屏边籍选手李朝燕夺得东

京残奥会男子马拉松 T46级冠军！ 
“云南红河发布”微信公众号 

60 

百年奋斗路·百城访初心 | 红土高

原上的“红色地标”（高清连环画

长图） 

“云南红河发布”微信公众号 

61 
这位晋宁人，曾 9次见到过毛泽东

主席 
“晋宁 诗意的栖居地”微信公众号 

62 打造国际花园城市，丽江凭什么！ “微丽江”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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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母亲节丨献给妈妈的“少女时代” 云报客户端 

64 百年芳华 初心传承 云报客户端 

65 
助力 COP15！云南楚雄这名 90后女

孩的作品火了！ 
“学习强国”楚雄州学习平台 

66 
【战疫情 守边境】边陲小镇的守边

人 
“临沧警方”微信公众号 

67 
“冰花医生”——寒冬里的最美逆

行者 
“罗平发布”微信公众号 

68 大山里的“音乐小镇” “云岭先锋”微信公众号 

69 走！去雨林探险！ 云视网、“云南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 

70 云报观察｜象北走 人南望 云报客户端 

71 
云南到底有多美？谁没去过谁后

悔…… 
“中国新闻社”微信公众号 

72 
灯火耀山乡——独龙江乡用上“小

康电” 
新华网 

73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李玉花：

守护独龙江绿水青山 让群众享受

生态红利 

“贡山发布”微信公众号 

74 
【2021云南两会】听完政府工作报

告，昆明金碧路的街坊聊了起来！ 
新华网 

75 
特别策划·中国医师节丨取材自云

南抗疫一线 我们制作了这组海报 
云报客户端 

76 漫画长卷——昆明百年消防史 “昆明消防”微信公众号 

77 
一家戍边人父子两忠烈 牺牲在禁

毒路上的云南民警张从顺张子权 
云南法治网 

78 开远宝藏司机：心中有爱 眼里有光 “美丽开远”微信公众号 

79 走吧，去看看滇池的秋天 “滇池文旅”微信公众号 

80 
聚焦五华两会 | 五华辉煌“十三

五”，带你看看五华拼过这五年！ 
“昆明五华发布”微信公众号 

81 

【党史学习教育】富民县杨梅珍剪

纸作品呈现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

程 

“爱上富民”微信公众号 

82 
加快兴水润滇工程建设 增强水安

全保障能力 
“云南水利”微信公众号 

83 
【我家昆明这五年】党代会系列海

报 
昆明信息港 

84 
我们对红嘴鸥的爱，只有用这张长

长长长长长图才能表达！ 
云视网、“云南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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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什么是玉龙雪山生物多样性之美？

且看这一只只“会飞的花朵” 
“丽江玉龙雪山”微信公众号 

86 228天的记忆...... “云南戒毒”微信公众号 

87 云南籍官兵，好样儿的！ “云南日报”微信公众号 

88 
百年建党路 启航新征程｜独龙文

面女的新生活 
“贡山发布”微信公众号 

89 
一个苹果从集市叫卖到订单式销售

的“蝶变” 
乐云网 

90 这里是云南，“象”往的地方 “云南日报”微信公众号 

91 
COP15明天开幕！春城色彩即将“燎

遍”全球 
“掌上春城”微信公众号 

92 动物世界里的好爸爸们 云视网、“云南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 

93 怒江吾马普扶贫见闻 “大唐云南发电有限公司”微信公众号 

94 
云报图画丨秋分又至，庆祝丰收的

季节，不能忘了他们 
云报客户端 

95 2021，我在云南等你！ “中国新闻社”微信公众号 

96 
象之路，不寻常：走过了云南财富

版图的半壁江山 
“拥抱印度洋”微信公众号 

97 
手机横过来看｜这两天的昆明，太

美太震撼了！ 
“掌上春城”App 

98 
超 1.5亿只！云南蝴蝶大爆发，网

友：这波大概需要 15万个香妃！ 
“中国新闻社”微信公众号 

99 
直击“疫情防控一线监督在行动”

专项监督检查工作 
“清风云南”微信公众号 

100 
光荣！丽江“花木兰”荣获一等功！

云南仅三人获得该荣誉 
“丽江读本”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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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云南网络正能量“五个一百”征集展播活动入选作品 

100 篇网络正能量动漫音视频精品 

（对 1—37 号作品进行展播） 

序号 作品标题 首发平台 

1 COP15系列主题歌曲《地球妈妈》动画 MV版 “掌上春城”APP 

2 阿佤人民唱响新时代幸福之歌 “云南发布”微信公众号 

3 计划休眠千年的种子，还能唤醒么？ 人民日报客户端云南频道 

4 《山歌唱给最美的你·再唱山歌给党听》MV “学习强国”云南学习平台 

5 《聂耳和国歌的故事》音乐微电影 云视网 

6 云南抗疫有多难 云南网 

7 
新华社记者说｜“洋记者”眼中的“小康中

国” 
新华社客户端 

8 
【三八节特别策划】独家照片讲述张桂梅芳

华故事 
新华网 

9 #小象宝同名单曲 MV上线# 云南广播电视台吉祥网 

10 让我们拥抱你“河南”，原创歌曲「我愿」！ “丽江醉乡民谣”抖音号 

11 
向党的生日献礼！云南一分钟·百年沧桑巨

变 

“云南发布”微信公众号、 云

南网 

12 一场穿越百年的对话 云南网 

13 奋力绘就阿佤山美丽新画卷 新华社客户端 

14 网聚 COP15·《我家云南》系列短视频 云南网 

15 父子接力守护雪山精灵 人民网云南频道 

16 
相拥 COP15 相约春城 《这里是昆明》MV精

彩上线 
云南网 

17 云南十二时辰 “都市时报”视频号 

18 【多样星球】国风绝色里的多样云南 
“云南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

号 

19 和光同春 云南广播电视台吉祥网 

20 绘说雨林 “昆视传媒”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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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7月 7日，云南瑞丽，当他脱下防护服的瞬

间，“破防”了！ 
“新闻快报”抖音号 

22 COP15裸眼 3D公益宣传片《大象又“来了”！》 “昆视传媒”微信公众号 

23 云南这百年 人民日报客户端 

24 

【“功勋党员”张桂梅特别报道】——《榜

样张桂梅的榜样，是谁？》《党员张桂梅的

话》 

新华网 

25 谣言粉碎机 昆明信息港 

26 身边的多样性 “宝藏”篆新市场 
《昆明日报》短视频平台——

“春城有意思”视频号 

27 
超燃！云南日报联动全国党媒上线原创 Rap

《信仰的光》 
云报客户端 

28 老张这一年 新华社客户端 

29 
片长 17分钟，但这对英烈父子值得你看到最

后…… 
“云南警方”微信公众号 

30 倾听自然 “七彩云端”APP 

31 我是你的手，你是我的脚 云视网 

32 
儿媳背着百岁婆婆做核酸 “不给国家添麻

烦” 
“新闻快报”抖音号 

33 “手绘聂耳和国歌的故事”系列微动画 “玉溪日报”微信公众号 

34 这里是云南 “云上融媒”快手号 

35 
直播丨边关月·家国情 云南日报 13小时不

间断直播守边人的中秋节 
云报客户端 

36 
动新闻 | “浴火女孩” 唐敏 11年终圆高考

梦 
“开屏新闻”客户端 

37 《春城之邀》短视频  “无线昆明”APP 

38 
全新昆明城市形象宣传片《春天在哪里？昆

明告诉你》 
“无线昆明”APP 

39 
“只要肯努力，残疾人一样能彰显自己的价

值” 
人民网 

40 德昂族女盛装 央视网 

41 笺书三题 “云南监狱”微信公众号 

42 COP15丨沧源：植物“活化石”——桫椤 “沧源七彩云”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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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普法系列动画 昆明信息港 

44 
“传承•启航”腾冲市第 37个教师节活动微

电影 
“腾冲教育”微信公众号 

45 农民街反扒 rap了解一下！ “隆阳警方”微信公众号 

46 
昆明市垃圾分类公益歌曲《美好春城 分类同

行》 
昆明信息港 

47 
2021年“新时代青少年命题”系列短片《五

华青年说》 
昆明信息港 

48 辅警“国庆”在一个人警务室的升旗仪式 “云南警方”微信公众号 

49 独龙族孩子感党恩——唱支山歌给党听 “贡山发布”微信公众号 

50 
命运之变，美好之期—西双版纳曼班三队沧

海变桑田 
“云南发布”微信公众号 

51 党旗下的嚷喀帕 “学习强国”云南学习平台 

52 生命的守护 新华网云南频道 

53 警哥警嫂原创歌曲《昆明》为 COP15添彩 “昆明五华警方”微信公众号 

54 普者黑花脸节宣传片 《火》 “云上普者黑”网站 

55 
视频丨沧源边境村老支书为什么要给总书记

写信？ 
云报客户端 

56 《杞麓湖的呐喊》系列专题片（共 8集） “清风云南”微信公众号 

57 云南瑞丽值得被所有人看见 “日新路工作室”视频号 

58 
云南“独臂铁人”王家超：想把铁人三项作

为终生事业 
中国新闻网 

59 嗨！西双版纳 西双版纳手机台 

60 张桂梅希望学生快快长大来接班 央视新闻频道、央视新闻 

61 【多样星球】蓝花楹——昆明诗意栖息 云视网 

62 山水权益 
“芒市人民检察院”微信公众

号 

63 
【微纪录·云南故事】滩地管理员——守护

洱海的那一抹橙 
新华网 

64 
走进乡村看小康丨这个边境乡村有了哪些变

化？村民有话说 
央视新闻频道、央视新闻 

65 灯火里的云南流光溢彩 “都市时报”视频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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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世界花园”里的“美丽致富路”——乡村

振兴看云南 
新华网 

67 感动！云南 78岁奶奶人工呼吸唤醒爷爷 “春满隆阳”微博视频号 

68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云南这样建 云南网 

69 了不起的逆行者 “青春能投人”微信公众号 

70 我们还记得 “云南监狱”微信公众号 

71 校园本该是彩色的 昆明信息港 

72 
在云南江川，它是这样全力奔向你的：一支

新冠疫苗的配送之旅 
“江川发布”微信公众号 

73 界务员 
哔哩哔哩“bili_30519463459”

账号 

74 【云视理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庄严宣告 云视网 

75 《云南省反家庭暴力条例》宣传动漫 云南网 

76 
特别策划·湖泊革命丨视频解读：什么是湖

泊革命？ 
云报客户端 

77 禄丰“办不成事”服务窗口 帮您办成事 新华社 APP县闻荟萃 

78 
光“芒”人生——云南省科技特派员尼章光

的芒果事业 
“科技彩云南”微信公众号 

79 第二个家 “中国铜业”微信公众号 

80 前行，是最好的纪念 “云南警方”微信公众号 

81 
感恩沾益守夜人，向春节期间坚守岗位的你

们点赞！ 
“七彩云端”APP 

82 
首支原创 rap单曲《刚毅坚卓的师大人》MV

燃爆了！ 
“云南师范大学”微信公众号 

83 一次飞行 ——12000颗心的安全守护 “七彩空港 YAG”微信公众号 

84 结缘 
七彩云端 APP“哇家玉溪七彩

云” 

85 最靓的仔！双柏 95后青年跳水救人 楚雄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 

86 

#我是党员我在现场 #cop15 最远步行 20、

30公里……走进哀牢山，看看绿孔雀巡护员

的工作日常 

“云岭先锋”抖音号 

87 林下三七种植技术的秘密 "云南农业大学"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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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生态宜居 美丽石林 “石林融媒”微信公众号 

89 
《我家昆明这五年之飞阅春城》系列航拍视

频 
“掌上春城”App 

90 民族之声传习语 “七彩云端”APP 

91 圆梦 “学习强国”云南学习平台 

92 党的女儿——初心.信念.卓行 
今日头条 、新华网 、学习强

国 

93 
绿春儿女用哈尼语“唱支山歌给党听”（MV）,

庆祝建党 100周年，超好听！！！ 

“绿春县融媒体中心”微信公

众号 

94 楚大扩容工程跨成昆铁路特大桥转体桥转体 “云南交投”视频号 

95 
李兴仁：1947年在龙海山找到了部队“云南

人民讨蒋自救军”  
“云上曲靖”抖音号 

96 
“我是一颗小小石榴籽！”——滇藏“鸿雁

传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学习强国”云南学习平台 

97 传承，驰而不息 “云南交投”视频号 

98 视频丨英雄的瑞丽 云报客户端 

99 
【云视理论】青年要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 骨

气 底气 
云视网 

100 老司机带带我！COP15版本 云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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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云南网络正能量“五个一百”征集展播活动入选作品 

100 篇网络正能量国际传播精品 

（对 1-21 号作品进行展播） 

序号 作品标题 首发平台 

1 
China takes precautions as wandering elephant herd 

marches north 
Xinhua News客户端 

2 
【Building a Shared Future for All Life on Earth】【生

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中国日报网 

3 太洗脑！云南歌手为“酒醉的大象”写了首歌 中国日报网 

4 
【All you need to know about COP15】《关于 COP15，你想

知道的都在这里》 
中国日报网 

5 唱火《大象喝酒醉》歌手土土又出感人新歌《胖宝宝》 中国日报网 

6 《小彭 Vlog|人间值得！云南蘑菇的故乡，原来这么美……》 中国日报网 

7 
【聚焦 CBD COP15】林业专家杨宇明：青松寒不落 碧海阔愈

澄 
中国网七彩云南 

8 第 100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圆满结束 中国网七彩云南 

9 澜沧江畔百年巨变：像葡萄酒一样甘甜的生活 中国新闻网 

10 特写：重温“象”往 世界共赴人与自然之约 中国新闻网 

11 阿佤山是座什么山？ 中国新闻网 

12 金沙水拍云崖暖 中国新闻网 

13 夜访瑞丽疫情防控：“灯火通明”的中国边境线 中国新闻网 

14 
【海外传播官】这些鲜花来自云南 ——苏宁老师带你逛泰国

鲜花市场 
云桥网 

15 驻华记者云南行丨他们发现，“快乐星球”就在这里 云桥网 

16 
【海外传播官】Ariel’s Yunnan Life | 洱海，令他们相谈

甚欢 
云桥网 

17 （动漫手游）中老友谊万古长青 云桥网 

18 COP15生物多样性纪录片《生命之歌》 
云南网络广播电视台

吉祥网 

19 世界环境司法大会宣传片《大美云南 多样世界》 
云南网络广播电视台

吉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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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同饮一江水 共叙澜湄情 
“华能澜沧江”微信公

众号 

21 
驻华记者云南行|规模大、技术新，“花花的世界”令驻华记

者着迷 
云桥网 

22 骨科专家徐永清：无影灯下更耀眼的“光” 中国网七彩云南 

23 
【聚焦 CBD COP15】青年钢琴家王诗莹：琴声中流淌出的云南

美 
中国网七彩云南 

24 
【聚焦 COP15】“活化石”的“护花使者”：攀枝花苏铁守林

人 
中国网七彩云南 

25 
【在昆外国人看昆明】印度籍外教马乐儿：COP15 昆明准备好

了 
昆明信息港 

26 在昆外国人向世界发出春城之邀的短视频 昆明信息港 

27 
【在昆外国人看昆明】斯里兰卡菌子专家：云南是研究野生菌

最好的地方 
昆明信息港 

28 
【在昆外国人看昆明】韩国人金青淑：保护生物多样性 促进

中医药产业可持续发展 
昆明信息港 

29 植物宝库 扶荔宫 昆明信息港 

30 
【在昆外国人看昆明】缅甸籍留学生陈樱萱：绿孔雀是大自然

赐予云南的美丽精灵 
昆明信息港 

31 云南原创超萌公益童谣《小象宝》英语版正式首发 昆明信息港 

32 
【Why will China hold this year's COP15？】【云南为什

么要举办今年的 COP15？】 
中国日报网 

33 

【Qian Hongyan,25,who lost the lower part of her body as 

a child,won a silver medal in swimming on Saturday st the 

11th National Games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in 

Xian,shanxi province】【厉害了！“篮球女孩”钱红艳获残

特奥会银牌：个人意志可以改变人生】 

中国日报网 

34 《念完 COP15的英文全称，不禁唱出了一段 Rap……》 中国日报网 

35 

【Documentary explores ecological advantages of SW 

China's Yunnan】【纪录片：探索中国西南部云南的生物多样

性】 

中国日报网 

36 
10.【Video: Discovering rich biodiversity of Yunnan 

rainforest】【走进中国面积最大的龙脑香雨林】 
中国日报网 

37 【聚焦 CBD COP15】和朝明：金沙江畔种柳人 中国网七彩云南 

38 “零容忍” 云南重拳整治旅游市场秩序 中国网七彩云南 

39 【聚焦 CBD COP15】空中安全员刘乔：蓝白色相间的守护 中国网七彩云南 

40 全国首判！云南警方利剑出鞘斩断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幕后黑手 中国网七彩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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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3718种！近 30年 全国超过三分之一的新物种发现于云南 中国网七彩云南 

42 “春暖一江水 畅 XIANG彩云南”跨国春晚特别节目 中国新闻网 

43 段昌群：生物多样性大会为何选址昆明？ 中国新闻网 

44 比利时前驻华大使在云南接种新冠疫苗：中国效率令人赞叹 中国新闻网 

45 “世界大象日”侧记：云南——“象往”之地 中国新闻网 

46 伍雄武：26个民族世居的云南对世界有何启迪？ 中国新闻网 

47 中老铁路中国段：一条留住绿水青山的生态之路 中国新闻网 

48 一场“革命”让云南旅游“万象更新” 中国新闻网 

49 2021商洽会：南亚国家参展商的中国“奇缘”与未来畅想 中国新闻网 

50 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谱写全新“山海经” 中国新闻网 

51 
驻华记者云南行 | 驻华记者云南行美了、乐了、幸福了我们

也想留在这个村 
云桥网 

52 澜湄 OUTLOOK丨连线商洽会 ：中泰合作未来可期 云桥网 

53 “金达”对话“海锅” | 今天开幕的商洽会什么样？ 云桥网 

54 澜湄 OUTLOOK丨连线商洽会 ：RCEP来了 中缅怎么干？ 云桥网 

55 澜湄 OUTLOOK丨连线商洽会 ：中柬农业合作如何升级？ 云桥网 

56 “金达”对话“海锅”｜一部手机“云”逛展好玩吗？ 云桥网 

57 “金达”对话“海锅”｜RCEP给我们怎样的未来？ 云桥网 

58 
【海外传播官】泰国植物研究员隆提瓦·蒲康萨：我在昆明研

究真菌 
云桥网 

59 澜湄 OUTLOOK丨连线商洽会 ：“中老铁路是我们共同的期待” 云桥网 

60 驻华记者云南行 | 扩大合作、发展新能源，他们关注这些 云桥网 

61 
驻华记者云南行 | “生命之花”是什么？不同国家的朋友们

这样说 
云桥网 

62 
【在昆外国人看昆明】孟加拉国留学生哈山：每个人都想生活

在春天一样的昆明 
昆明信息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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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美美与共 宝丰湿地 昆明信息港 

64 
【在昆外国人看昆明】老挝留学生王伟：昆明的生物多样性存

在“花花世界”里 
昆明信息港 

65 
【在昆外国人看昆明】卢克：昆明是展开生物多样性对话的绝

佳之地 
昆明信息港 

66 
【在昆外国人看昆明】艾利福：欢迎外国友人来昆明轿子雪山

领略生物多样性之美 
昆明信息港 

67 
【在昆外国人看昆明】茉莉：希望海外人士来昆明“鸥”遇

“小精灵” 
昆明信息港 

68 【在昆外国人看昆明】孙悟空：COP15让更多人看到昆明的美 昆明信息港 

69 
【在昆外国人看昆明】莫桑比克留学生明女：云南自然环境优

美 是动物栖息的绝佳地 
昆明信息港 

70 
【在昆外国人看昆明】鲍勃·莫斯利：10月的昆明是地球上最

好的地方 
昆明信息港 

71 COP15主题曲及 MV《和光同春》首发上线 
云南广播电视台吉祥

网 

72 《家在云南》（英文版）系列短视频 
云南广播电视台吉祥

网 

73 《Little elephant》MV 
云南广播电视台吉祥

网 

74 《云享旅拍》(缅语版) 
云南广播电视台吉祥

网 

75 
2021商洽会：中老缅越跨境电子商务线上培训于 8月 26日-28

日举行 

云南广播电视台吉祥

网 

76 云南弥勒：2万余亩万寿菊成为“致富花” 
云南广播电视台吉祥

网 

77 中国驻缅甸使馆向缅方援助制氧机 
云南广播电视台吉祥

网 

78 
云南镇清高速公路建成通车 联通了“清水河”与“南伞”两

个国家级口岸 

云南广播电视台吉祥

网 

79 中老铁路全线送电成功 
云南广播电视台吉祥

网 

80 云南茶叶香飘海外 出口量超 4000吨 
云南广播电视台吉祥

网 

81 电亮中老铁路 共创美好生活 中国新闻网云南频道 

82 “来了嘎！”昆明，准备好了！ “掌上春城”App 

83 
相约 COP15 | 树龄超 500年！云南昌宁发现一株云南野生红豆

杉 

“昌宁新闻网”微信公

众号 

84 《志愿盛会彩云南》COP15主题沙画视频 
“共青团云南省委”微

信公众号、人民网 

85 卫星见证，“彩云之南”惊艳世界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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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风雨无阻“追象人 
“应急管理部”微信公

众号 

87 我眼中的中国 “林登”快手账号 

88 中-越两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COP15新闻中心 

89 杨宇明：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协同发展 中国日报网 

90 微笑的景颇大妈 
“追寻美好生活”中国

脱贫成就展 

91 澜湄国家留学生：我爱澜湄 我爱云南 人民日报客户端 

92 中缅边境上的“90 后”新农人：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中国新闻网 

93 高效便捷，驻华记者点赞自贸试验区昆明片区综合服务中心 云桥网 

94 驻华记者云南行丨驻华记者感受老旧小区新活力 云桥网 

95 驻华记者云南行 | 为什么这里的发动机如此俏销？ 云桥网 

96 驻华记者云南行 | “五子登科”真的很“甜” 云桥网 

97 
【在昆外国人看昆明】印尼留学生张宗实：和偶“象”天团一

起为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点赞 
昆明信息港 

98 
【在昆外国人看昆明】缅甸留学生杨忠胜：通过滇派面塑感受

生物多样性 昆明非常适合举办 COP15 
昆明信息港 

99 
【在昆外国人看昆明】萨立夫：COP15是一个让世界认识昆明

的机会 
昆明信息港 

100 世界环境司法大会开场片《大象北上》 云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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