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关爱行动组委会 (通报
　

)
深关爱委 〔２０１４〕１号

★

关于表彰第十一届深圳关爱行动先进集体

先进个人和优秀项目的通报

市文明委成员单位、深圳关爱行动组委会成员单位:
第十一届深圳关爱行动自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启动以来,以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

大,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突出 “关爱感恩
回报”主题,以推动建设和谐深圳为目标,搭建各界奉献爱

心、参与公益的公共平台,全面动员社会各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以阳光心态面对人生、以辛勤劳动创造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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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感恩情怀融入社会,开展关爱他人、关爱社会、关爱自然

的各类活动１７００余项,日行一善,有效帮助困难群体,使

市民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社会各界的温暖,弘扬了

“助人者最乐,行善者最美”理念,促进了社会公平正义和

社会和谐,强化了市民感恩奉献的社会责任意识,深化了我

市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推动了我市公益事业的全面发

展,在加强社会建设、民生改善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本届深圳关爱行动中,全市各单位精心组织,广大市

民踊跃参与,谱写了一篇篇守望相助、感恩奉献的动人乐

章,涌现了一大批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和优秀项目.李亚威

等１０位市民被评为 “十佳爱心人物”,徐彬家庭等１０个家

庭被评为 “十佳爱心家庭”,深业集团有限公司等１０家企业

被评为 “十佳爱心企业”,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社区等１０个

社区被评为 “十佳爱心社区”,深圳贫困儿童医疗救助爱心

联盟等１０个爱心项目被评为 “十佳创意项目”,第二届中国

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深圳 “募师支教”行动等１６０个

爱心项目被评为 “百佳市民满意项目”,中共福田区委等５０
家单位被评为 “优秀组织单位”,谢方皓等３７位同志被评为

“先进工作者”,韩文嘉等１０位同志被评为 “十佳编辑记

者”;陈芳燕等９位市民获 “十佳爱心人物”提名奖,黄英

家庭等１０个家庭获 “十佳爱心家庭”提名奖,深圳市卫光

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等１０家企业获 “十佳爱心企业”提

名奖,福田区园岭街道南天社区等１０个社区获 “十佳爱心

社区”提名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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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表彰先进、树立典型,深圳关爱行动组委会特对以上

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和优秀项目予以通报表彰.希望受表彰

的先进集体和个人珍惜荣誉,将关爱精神不断发扬光大.希

望各单位、部门和广大市民以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为榜

样,心存关爱,乐于奉献,让爱的火种在全社会传递,为加

快深圳现代化国际化先进城市建设、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做出新的贡献.

附件:１．十佳爱心人物及十佳爱心人物提名奖名单

２．十佳爱心家庭及十佳爱心家庭提名奖名单

３．十佳爱心企业及十佳爱心企业提名奖名单

４．十佳爱心社区及十佳爱心社区提名奖名单

５．十佳创意项目名单

６．百佳市民满意项目名单

７．优秀组织单位名单

８．先进工作者名单

９．十佳编辑记者名单

深圳关爱行动组委会

２０１４年４月２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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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十佳爱心人物及十佳爱心人物提名奖名单

一、十佳爱心人物名单 (１０名)

李亚威:女,深圳市电影电视家协会常务副主席

刁秀莲:女,盐田区人民医院手术室护士长

熊永兰:女,宝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副主任

刘　峰:男,市公安局龙岗分局刑警大队四中队警员

刘金利:男,龙岗区横岗志健 U站站长

王少凯:男,深圳市大鹏中心小学教师

戴　全:男,深圳广电集团后勤干部

梁振宇:男,深圳市信息无障碍研究会秘书长

张育军:男,深圳市南岭铁狼足球俱乐部董事长

潘庆伟:男,亚瑞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设计总监

二、十佳爱心人物提名奖名单 (９名)

陈芳燕:女,深圳市第三高级中学高二年级学生

李丽婵:女,宝安区新安街道党员服务中心清洁工

郑卓莹:女,光明新区公明义工服务中心秘书服务组组长

赵顺超:女,深圳市北斗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社工

吴宝栓:男,深圳市罗湖外语学校初中部学生处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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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冬平:男,罗湖区南湖街道江西新余市流动党支部书记

黄正龙:男,深圳市万全圣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金红祥:男,深圳市赛博宇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郭小妹:女,南山区粤海街道海珠社区居民

—５—



附件二

十佳爱心家庭及十佳爱心家庭提名奖名单

一、十佳爱心家庭名单 (１０个)

徐　彬家庭:龙岗区横岗街道

刘立基家庭:龙岗区平湖街道

郭宁康家庭:南山区南山街道

张冬燕家庭:南山区沙河街道

张彩萍家庭:福田区梅林街道

刘会中家庭:南山区招商街道

邵桂玲家庭:龙岗区布吉街道

陈如豪家庭:福田区莲花街道

李宝兰家庭:南山区南头街道

李秀英家庭:南山区桃源街道

二、十佳爱心家庭提名奖名单 (１０个)

黄　英家庭:罗湖区清水河街道

黄水娣家庭:龙岗区龙城街道

练观祥家庭:罗湖区黄贝街道

梁明辉家庭:宝安区西乡街道

伍明诗家庭:龙岗区龙城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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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淑芳家庭:福田区园岭街道

王凤领家庭:坪山新区坑梓办事处

周桂娣家庭:罗湖区东晓街道

庞　娟家庭:南山区蛇口街道

柳国安家庭:坪山新区坑梓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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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十佳爱心企业及十佳爱心企业提名奖名单

一、十佳爱心企业名单 (１０家)

深业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巴士集团龙岗公共汽车有限公司

中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邦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丽晶维珍妮内衣 (深圳)有限公司

万泽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京武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奔达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澳康达名车广场有限公司

深圳市残友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十佳爱心企业提名奖名单 (１０家)

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新世界百货有限公司

招商信诺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南海油脂工业 (赤湾)有限公司

深圳市深龙鑫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瑞实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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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平进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航嘉驰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聚成企业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高新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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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十佳爱心社区及十佳爱心社区提名奖名单

一、十佳爱心社区名单 (１０个)

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社区

罗湖区东晓街道木棉岭社区

盐田区沙头角街道田心社区

南山区桃源街道大学城社区

宝安区沙井街道壆岗社区

龙岗区平湖街道山厦社区

光明新区光明办事处凤凰社区

坪山新区坪山办事处六联社区

龙华新区民治办事处丰润社区

大鹏新区大鹏办事处鹏城社区

二、十佳爱心社区提名奖名单 (１０个)

福田区园岭街道南天社区

罗湖区黄贝街道文华社区

盐田区梅沙街道滨海社区

南山区粤海街道创业路社区

宝安区石岩街道浪心社区

宝安区松岗街道沙浦围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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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岗区南湾街道樟树布社区

龙岗区横岗街道松柏社区

龙华新区大浪办事处浪口社区

大鹏新区南澳办事处南隆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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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十佳创意项目名单
(１０项)

１．深圳贫困儿童医疗救助爱心联盟 (主办:市关爱办、

深圳晚报社、深圳市儿童医院)

２．深网公开课 (主办:深圳新闻网)

３．阳光梦想派 (主办:市文明办、深圳广电集团,承

办:深圳广电集团娱乐中心)

４．罗湖区跨境学童服务中心 (主办:罗湖区妇联、香

港国际社会服务社,承办:罗湖区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５．共享阳光———失足少年帮扶项目 (主办:宝安区人

民法院,承办:宝安区人民法院少年综合审判庭)

６．光明新区教育券 (主办:光明新区公共事业局,承

办:光明新区公共事业局教育科)

７．个人 (家庭、团体)冠名基金———人人公益平台

(主办:深圳市关爱行动公益基金会)

８．首届 Vcare公益映像节 (主办:市关爱办、深圳壹

基金公益基金会,承办:深圳市创意谷公益文化发展中心)

９．校友报到日 (主办:市关爱办、市文联、团市委、

深圳晚报社、各高校深圳校友会、深圳市高校校友俱乐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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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１０．“我们都是深圳的孩子”项目 (主办:深圳市龙岗

区龙祥社工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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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百佳市民满意项目名单
(１６０项)

１．第二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 (主办:民政

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工商联、广东省政府、深圳市政

府、中国慈善联合会,承办:深圳市民政局、深圳市文明

办、深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深圳市关爱办)

２．深圳 “募师支教”行动 (主办:市关爱办、深圳商

报社、市慈善会、深圳 “募师支教”爱心联盟)

３．第二届深圳 “公益金百万行”(主办:市关爱办、深

圳市关爱行动公益基金会、深圳特区报社)

４．佳兆业白衣天使关爱工程 (主办:市关爱办、市卫

生计生委、深圳商报社、深圳市关爱行动公益基金会、佳兆

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承办:深圳商报社)

５．“雏鹰展翅”计划 (主办:市民政局、市慈善会、深

圳商报社)

６．云南 “爱心水窖”(主办:深圳商报社、深圳市关爱

行动公益基金会深商公益发展基金)

７．第十一届关爱地贫儿 “燃料行动” (主办:市关爱

办、市红十字会、深圳晚报社、深圳狮子会、富士康科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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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承办:深圳晚报社、富士康科技集团、深圳市儿童医

院、深圳市关爱行动公益基金会)

８．小心愿微慈善 (主办:深圳晚报社)

９．第十一届爱心年夜饭活动 (主办:市关爱办、深圳

晚报社、广东望家欢农产品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首届 “健康公益月” (主办:市卫生计生委、市关

爱办,承办:深圳晚报社、市计生服务中心、深圳市人口卫

生文化促进会)

１１． “爱心小书桌”活动 (主办:市关爱办、深圳晚报

社,承办:中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１２．徐斌情感工作室 (主办:深圳晚报社)

１３．幸福人生大讲堂之名家讲坛 (主办:市文明办、市

关爱办,承办:晶报社、深圳市关爱行动公益基金会晶报

阳光公益基金)

１４．“让未来看见过去”———带深二代走进深圳博物馆

系列活动 (主办:深圳新闻网)

１５．“新市民心关爱”校友公益成长课堂 (主办:市

关爱办、深圳新闻网,承办:深圳新闻网)

１６．温暖在身边 (主办:深圳广电集团深圳卫视)

１７．爱心无限,电波传递———明星爱心物品慈善拍卖活

动 (主办:深圳广电集团,承办:深圳广电集团音乐频率飞

扬９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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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帮忙姐妹花»栏目 (主办:深圳广电集团,承办:

深圳广电集团都市频道 «第一现场»)

１９．“小手牵小手,幸福深圳行———接留守儿童来深过

年”大型公益活动 (主办:深圳广电集团公共频道)

２０．关爱病残交警 (主办:深圳广电集团交通广播)

２１．寻找需要帮助的人 (主办:市民政局,承办:市慈

善会、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深圳广电集团财经生活频道)

２２．为爱而行———为爱 “书”送爱心早餐 (主办:深圳

广电集团都市频道,承办:华润三九药业)

２３．“中国梦”主题宣讲鹏城行活动 (主办:市委宣传

部、市文明办,承办:深圳出版发行集团、市总工会、团市

委、市妇联、市关工委、深圳读书月组委会办公室、深圳广

电集团、福田区文明办、宝安区文明办)

２４．“赠书献爱心”活动 (主办:深圳读书月组委会办

公室,承办:深圳出版发行集团出版物采供营销中心、海天

出版社)

２５．“青工书屋”活动 (主办:深圳读书月组委会办公

室,承办:深圳出版发行集团文化资源运营中心、出版物采

供营销中心)

２６．“梦想阅读家”活动 (主办:深圳出版发行集团资

产运营分公司,承办:深圳读书会)

２７．２０１３年度福田好公民辖区居民见面会 (主办: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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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区文明办、莲花街道办,承办:莲花北社区)

２８．福田关爱特殊儿童行动 (主办:福田区文明办)

２９．２０１４年福田青工饺子宴 (主办:福田团区委、福

田区文明办)

３０．“留住爱守护你”情系来深留守儿童系列关爱活

动 (主办:福田团区委、福田区文明办)

３１．福田区公益培训工程 (主办:福田区文体中心)

３２．福田区 “青年驿站”(主办:福田团区委)

３３．东晓社区 “百家宴”活动 (主办:罗湖区东晓街道

东晓社区居委会)

３４．“大爱罗湖”结对帮扶活动 (主办:罗湖区民政局,

承办:罗湖区慈善会)

３５．婚姻家庭３６０度指导中心 (主办:罗湖区民政局,

承办:深圳市都市阳光播瑞歌应用心理学研究所)

３６．“罗雪儿”公共文化超市 (主办:罗湖区委宣传部

‹区文体局›,承办:罗湖区文化体育志愿者协会)

３７．高龄老人俱乐部 (主办:盐田区梅沙街道东海岸社区

工作站,承办:东海岸社区综合党委、居委会、老年人协会)

３８．“完美复制,亲子沟通我能行”———关爱特殊学生

活动 (主办:盐田区海涛小学,承办:海涛小学德育处、特

教科组)

３９．青少年 “快乐暑期童心飞扬”系列培训活动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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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盐田区盐田街道办事处文体中心)

４０．沙头角社区 “幸福港湾”项目 (主办:盐田区沙头

角街道沙头角社区服务中心,承办:沙头角社区服务站)

４１．善行国学堂 (主办:盐田区海山街道善行银行)

４２．情暖 E 家送服务 (主办:盐田区残联,承办:深

圳市盐田社工服务中心)

４３．“簕杜鹃”关爱儿童系列活动 (主办:南山区妇联,

承办:南山区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４４．“蒲公英”公益社区服务倡导计划 (主办:南山区

民政局,承办:南山街道社工服务中心)

４５．南山保利艺术讲堂 (主办:南山区委宣传部 ‹区文

体局›)

４６．“青苗家”儿童发展计划 (主办:南山区蛇口街

道办事处,承办:蛇口街道社区服务中心)

４７．“金鳞化龙”青少年筑梦行动 (主办:南山区民政

局、深圳市南山区南风社会工作服务社,承办:蛇口街道渔

二社区服务中心)

４８．“宝安孩子”圆梦活动 (主办:宝安区民政局)

４９．宝安区新安街道宝民社区 “民族之家” (主办:宝

安区新安街道宝民社区工作站)

５０．深圳市劳务工阅报栏项目 (主办:深圳报业集团,

承办:宝安日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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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大型免费青少年体育运动技能培训 (主办:宝安区

文体旅游局,承办:宝安区体育中心)

５２．后瑞社区与黄田小学 “彩虹桥家校关爱服务中心”

项目 (主办:宝安区教育局、西乡街道办事处,承办:黄田

小学)

５３．万科城社区时间银行 “奉献点滴善心,收获彼此关

爱”项目 (主办:龙岗区坂田街道万科城社区综合党委、工

作站、居委会,承办:万科城社区服务中心、万科城社区青

春家园)

５４．无声义工给力深圳东站 (主办:龙岗区布吉街道布

吉圩社区工作站,承办:深圳市刘一手心火锅饮食文化有限

公司)

５５．龙岗区梦想义工艺术团 (主办:龙岗团区委,承

办:龙岗区义工联)

５６．龙岗公益 (免费)培训班 (主办:龙岗区文体旅游

局,承办:龙岗区文化馆)

５７． “携手未来”周末公益讲堂 (主办:龙岗团区委,

承办:龙岗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５８．龙岗巾帼助学帮扶结对活动 (主办:龙岗区妇联,

承办:龙岗区各街道妇联)

５９．晨光 “爱心学生奶”捐赠西藏察隅县中小学生 (主

办:深圳市晨光乳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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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扶残就业幸福提升”活动 (主办:光明新区社会

建设局、光明新区残联,承办:公明办事处、光明办事处、

公明办事处残联、光明办事处残联)

６１．光明新区第八届 “社区邻里节”活动 (主办:光明

新区管委会,承办:光明新区社会建设局、公明办事处、光

明办事处)

６２．光明新区曙光助学行动 (主办:光明新区社会建设

局,承办:光明新区慈善会)

６３．坪山新区关爱女工 “双丝带”行动 (主办:中国癌

症基金会,承办:坪山新区妇幼保健院)

６４．坪山新区外来女工生殖健康保健服务 (主办:坪山

新区公共事业局,承办:坪山新区妇幼保健院)

６５．坪山新区 “绿马甲”老年志愿者服务活动 (主办:

坪山新区社会事务服务中心,承办:各级老年协会)

６６．坪山新区爱心帮困助学活动 (主办:坪山新区社会

事务服务中心,承办:坪山新区慈善会)

６７．微 “孝”行动———客家文化传承与发展项目 (主

办:坪山新区坪山办事处文体服务中心,承办:深圳市坪山

新区大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坪环社区服务中心、马峦社区

服务中心)

６８．龙华新区自愿免费妇女常见病普查及 “两癌”筛查

服务 (主办:龙华新区公共事业局,承办:龙华新区妇幼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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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中心)

６９．“春暖龙华”———龙华新区２０１４年关爱留深过年劳

务工系列活动 (主办:龙华新区社会建设局)

７０．２０１４年龙华新区劳动者素质提升行动 (主办:龙

华新区社会建设局)

７１．“与你同行”———龙华新区２０１３年关爱劳务工月系

列活动 (主办:龙华新区社会建设局)

７２．“圆梦大浪”猜歌秀公益活动 (主办:龙华新区大

浪办事处,承办:深圳市金百纳商业广场管理有限公司)

７３．老年节 “银龄互助,老有所乐”活动 (主办:大鹏

新区南澳办事处社会事务办,承办:敬老院、南隆社区、东

山社区、东涌社区、西涌社区、新大社区)

７４．大鹏新区中秋、春节送温暖系列活动 (主办:大鹏

新区南澳办事处社会事务办、大鹏新区葵涌办事处残联,承

办:敬老院、南隆社区、东山社区、东涌社区、西涌社区、

葵涌办事处 ‹综合›康复服务中心)

７５．第三届 “鹏康杯”精神残疾康复足球赛 (主办:市

残联,承办:大鹏新区葵涌办事处残联)

７６．“牵手留守女童,共享快乐假期”关爱留守女童夏

令营 (主办:大鹏新区葵涌妇联)

７７．深圳市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帮扶项目 (主办:市卫生

计生委,承办:深圳市计划生育协会、深圳市人口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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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８．“万人万步”活动 (主办:深圳市健康教育与促进

中心)

７９．１２０市民生命第一支持线———２０１４年 “１２０急救宣

传日”主题公益活动 (主办:深圳市急救中心)

８０．“春风行动,南粤春暖”活动 (主办:市人力资源保

障局,承办: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 ‹农民工就业服务中心›)

８１．爱满鹏城送电影到企业活动 (主办:市人力资源保

障局,承办: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 ‹农民工就业服务中心›)

８２．劳动保障服务巡回大讲堂 (主办:市人力资源保障

局,承办: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 ‹农民工就业服务中心›)

８３．“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２０１４年深圳市新春

艺术关爱系列活动 (主办:市委宣传部、市文体旅游局、市

关爱办,承办:市文体旅游局艺术处、深圳市龙光书画院)

８４．深圳亲子共读道德大讲堂 (主办:市委宣传部,承

办:深圳少年儿童图书馆)

８５．视障群体文化关爱活动 (主办:深圳图书馆)

８６．“深圳义工伴您回家”活动 (主办:团市委,承办:

市义工联)

８７． “深圳是我家”关爱青工饺子宴 (主办:团市委,

承办:前海深港合作区)

８８．试点绿道志愿服务 U 站暨保护山川河流学雷锋志

愿服务活动 (主办:团市委,承办:南山区义工联、宝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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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工联、深圳市山地救援服务队)

８９．福田微公益 (主办:团市委、福田团区委、市义工

联,承办:福田区８个 U站)

９０．社区 U 站志愿关爱服务 (主办:团市委,承办:

各区团委)

９１． “情系雅安,赈灾捐款”、 “洪灾袭粤,深圳有情”

系列 U 站赈灾捐款关爱活动 (主办:团市委、市义工联、

市志愿服务基金会,承办:全市５８个 U站)

９２．爱心车队系列公益活动 (主办:市交通运输委客运

交通管理局,承办:深圳市出租汽车协会)

９３．关爱出租车司机活动 (主办:市交通运输委客运交

通管理局,承办:深圳市出租汽车协会)

９４．临释人员就业帮扶助回归活动 (主办:深圳监狱)

９５． “千名市民看菜篮子、提建议、促共建”项目 (主

办: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承办:深圳海吉星国际农

产品物流园)

９６．第五届 “育儿讲堂”公益活动 (主办:市教育局、

市关工委、市妇联、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承办:深

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幼教管理中心、深圳书城中心城)

９７．“深圳有爱助残圆梦万里行”喀什残友深圳圆梦

之旅 (主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深圳市残友集

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承办:深圳市郑卫宁慈善基金会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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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甲公益金、深圳房地产信息网公益频道)

９８．２０１３年小红帽合唱团 (主办:深圳市郑卫宁慈善基

金会红马甲公益金,承办:深圳房地产信息网公益频道)

９９．市地税局 “双到”扶贫活动 (主办:市地税局,承

办:各基层局、机关各处室)

１００．市妇联 “阳光女工”项目 (主办:市妇联,承办:

深圳市妇女儿童心理健康服务中心)

１０１．市妇联 “阳光妈妈”项目 (主办:市妇联,承办:

深圳市阳光家庭综合服务中心)

１０２．市妇联 “阳光家长”项目 (主办:市妇联,承办:

深圳市妇女儿童心理健康服务中心)

１０３．“温暖你我心”文艺支教讲座 (主办:市文联,承

办:市文联组织联络部)

１０４．艺术影响未来———关爱外来工子弟素质教育活动

(主办:市文联,承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宝安翻身实验

学校)

１０５． “拍张照片寄回家”摄影关爱行动 (主办:市文

联,承办:市文联组织联络部)

１０６．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服务 (主办:市残联,承办:

深圳市残疾人辅助器具资源中心)

１０７．残疾少年儿童康复救助服务 (主办:市残联,承

办:深圳市特殊需要儿童早期干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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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８．深圳市扶残助残创业孵化园 (主办:市残联,承

办:深圳市民爱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

１０９．“鞋盒礼物送温暖”活动 (主办:深圳大学义工联)

１１０．深圳大学鲜花义卖活动 (主办:深圳大学义工联)

１１１．萤火虫计划 (主办:深圳大学义工联)

１１２．来深建设者及其子女重病救助项目 (主办:市民

政局,承办:市慈善会)

１１３．雏鹰展翅家乐福实习计划 (主办:市民政局,

承办:市慈善会、深圳市家乐福商业有限公司)

１１４．水上安全救生志愿服务 (主办:市红十字会,承

办:市红十字救援促进会)

１１５．应急救护培训 (主办:市红十字会,承办:市红

十字救援促进会)

１１６．无偿献血活动 (主办:市红十字会,承办:市红

十字救援促进会)

１１７． “器官捐献,生命永续”行动 (主办:市红十字

会,承办:市红十字救援促进会)

１１８．“医院服务”项目 (主办:市义工联,承办:市义

工联关爱探访组)

１１９．“助义护航”活动 (主办:深圳市志愿服务基金会)

１２０．“残友厨房”服务项目 (主办:市义工联,承办:

市义工联关爱探访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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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１．义工关爱基金 (主办:深圳市志愿服务基金会)

１２２．“爱心托起希望”———援建湖南宁乡双桂小学 (主

办:市国税局,承办:市国税局工会)

１２３．“芳草愿”之 “阳光午餐”捐助活动 (主办:市

国税局,承办:市国税局妇委会)

１２４．深圳市关爱协会心灵援助中心 (主办:市政法委,

承办:市关爱协会)

１２５． «深圳市物业管理行业社会责任报告»发布 (主

办:市物业管理协会)

１２６．关爱基金会爱心接力 (个案救助)活动 (主办:

深圳市关爱行动公益基金会、深圳特区报社、深圳商报社、

深圳晚报社、晶报社)

１２７．深圳市关爱行动公益基金会爱之爱基金 (主办:

市关爱办、深圳市关爱行动公益基金会)

１２８．Vcare暑期公益体验季 (主办:市关爱办,承办:

深圳市创意谷公益文化发展中心)

１２９．“狮爱之家舒缓中心” (主办:深圳狮子会、深

圳市人民医院,承办:深圳狮子会起程服务队)

１３０．凤凰山狮子林项目 (主办:中国狮子联会、宝安

区城管局,承办:深圳狮子会)

１３１．四川雅安地震赈灾及灾后重建 (主办:深圳狮子

会,承办:深圳狮子会各服务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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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２．深圳狮子会扶贫帮困系列活动 (主办:深圳狮子

会,承办:深圳狮子会各服务队)

１３３．MM 创业孵化基地 (主办:中国移动广东公司深

圳分公司)

１３４．爱阅读———共同的阅读梦活动 (主办:中国移动

广东公司深圳分公司)

１３５．“美丽星期天”公益演出项目 (主办:市委宣传部、

市文体旅游局,承办:深圳音乐厅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１３６．“音乐新天地”公益演出项目 (主办:福田区委宣传

部 ‹文体局›),承办:深圳音乐厅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１３７．爱心回馈社会 “６＋１”系列活动 (主办:富士康

科技集团、深圳市关爱行动公益基金会,承办:富士康科技

集团)

１３８．佳兆业环卫工关爱基金 (主办:深圳特区报社、

佳兆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深圳市关爱行动公益基金会,承

办:深圳特区报社)

１３９．佳兆业珊瑚保育计划 (主办:大鹏新区管委会、市

文体旅游局,承办:大鹏新区经济服务局、大鹏新区综合办、

大鹏新区组织人事局、佳兆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磨房网)

１４０．“融益贷”公益金融创新项目 (主办:深圳市创新

企业社会责任促进中心,承办:深圳市社会工作者协会)

１４１．“大爱福田”涉罪未成年人帮教工程 (主办:福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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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人民检察院,承办:福田区华富街道青少年综合服务中心)

１４２．社会企业残障女性员工 “美丽行囊”(主办:深圳

市残友社工服务社)

１４３．幸福蒲公英———盐田区失独家庭关爱服务项目

(主办:盐田区计生中心,承办:深圳市龙岗区春暖社工服

务中心)

１４４．“盐田区社会组织服务园”项目 (主办:盐田区社

工委、区民政局,承办:盐田区社会工作协会)

１４５．关爱暑期劳务工子女项目 (主办:艾美特电器

‹深圳›有限公司,承办:深圳市东西方社工服务社)

１４６．工伤探视项目 (主办:龙岗区总工会,承办:深

圳市龙岗区至诚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１４７．助飞小候鸟计划 (主办:深圳市南山区南风社会

工作服务社,承办:大学城社区服务中心)

１４８．公益天使计划 (主办:明善公益网)

１４９．公益版 “爸爸去哪儿”亲子活动 (主办:明善公

益网、深圳广电集团、深圳晚报社,承办:明善公益网)

１５０．募集书画慈善拍卖赈灾活动 (主办:明善公益网,

承办:深圳市龙光书画院)

１５１．幸福书单公益行动 (主办:奥一网、深圳书城中

心城)

１５２．“一对一”助学实施平台 (主办:深圳市花样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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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基金会)

１５３．花样盛年天使家园脑伤儿童妈妈串珠手工坊

(主办:深圳市花样盛年慈善基金会、深圳市天使家园特殊

儿童关爱中心)

１５４．贫困家庭先心病儿童专项救助行动 (主办:九三

学社深圳市委员会、深圳市潮青联谊会、汕头团市委,承

办:深圳市慈善会首彩爱心慈善基金、汕头市中心医院、

深圳市儿童医院)

１５５．“筑梦童心”———儿童艺术慈善专项计划 (主办:

市慈善会,承办:市慈善会首彩爱心慈善基金、深圳东海

朗廷酒店)

１５６． “欢乐小鸭为爱漂流”２０１３深圳福田河橡皮鸭

漂流公益活动 (主办:市关爱办、市慈善会、深圳市关爱行

动公益基金会,承办:小鸭嘎嘎公益文化促进中心)

１５７．心智障碍青年支持就业计划 (主办:深圳市职康

残疾人服务中心,承办:龙岗特殊教育资源中心、深圳市源

恒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１５８．特殊儿童动漫爱心系列活动 (主办:福田区公共

文化体育发展中心、福田团区委,承办:深圳市彩虹动漫研

究发展中心)

１５９．中国梦、自强梦、能量行———民间公益组织励志

报告团报告会 (主办:深圳市生命之光帮教协会、深圳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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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承办:深圳市橄榄树残友互助中心)

１６０．蒲公英读书分享系列活动 (主办:梅林一村幼儿

园,承办:梅林一村幼儿园家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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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优秀组织单位名单
(５０家)

中共福田区委

中共罗湖区委

中共盐田区委

中共南山区委

中共宝安区委

中共龙岗区委

光明新区党工委

坪山新区党工委

龙华新区党工委

大鹏新区党工委

深圳报业集团

深圳特区报社

深圳商报社

深圳晚报社

晶报社

深圳新闻网

深圳广电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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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广电集团音乐频率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

市卫生计生委

市教育局

市民政局

市人力资源保障局

市文体旅游局

团市委

市关工委

市交通运输委

市司法局

市国资委

市地税局

市文联

深圳大学义工联

市慈善会

市红十字会

市义工联

市国税局

市物业管理协会

深圳市关爱行动公益基金会

深圳狮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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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音乐厅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富士康科技集团

佳兆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至诚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深圳市坪山新区大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深圳市明善公益事业发展中心

深圳市花样盛年慈善基金会

深圳市彩虹动漫研究发展中心

深圳市天使家园特殊儿童关爱中心

深圳市龙光书画院

深圳市梅林一村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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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先进工作者名单
(３７名)

谢方皓　　　福田区文明办

李　燕 (女)罗湖区委宣传部

农家行 盐田区委宣传部

王振中 南山区文明办

钟　凯 宝安区文明办

尉晋英 (女)龙岗区委宣传部

秦立蓉 (女)光明新区文化馆

卢凤仙 (女)坪山新区社会建设局

赖习仲 龙华新区大浪党工委

缪带娣 (女)大鹏新区南澳妇联

薛云麾 深圳商报社

蔡志军 深圳晚报社

周斐斐 (女)深圳新闻网

孙立遐 深圳广电集团交通广播

叶　特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

肖盛生 市教育局

张　鸿 市人力资源保障局职业介绍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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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君 (女)市文体旅游局

朱越人 团市委

刘秋容 (女)市关工委

易礼秋 (女)市交通运输委客运交通管理局

梁建群 市司法局

王新业 深圳市机场 (集团)有限公司

马　宇 市地税局

刘上江 (女)市文联

许光富 深圳大学义工联

王玉梅 (女)南山区红十字会

汪克莉 (女)市义工联

伍少华 (女)深圳市关爱行动公益基金会

李　翔 (女)深圳狮子会

郭肖兰 (女)深圳市音乐厅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虞雪松 深圳市天使家园特殊儿童关爱中心

胡　蕾 (女)深圳市梅林一村幼儿园

邓丽君 (女)市文明办

何荣荣 市文明办

梅淳清 (女)市关爱办

许文强 市关爱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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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十佳编辑记者名单
(１０名)

韩文嘉 (女)深圳特区报社

王叶林 深圳商报社

李瑶娜 (女)深圳晚报社

李　岷 (女)晶报社

刘雅琼 (女)深圳新闻网

汪小敏 深圳广电集团新闻中心

黄山云 (女)深圳广电集团新闻频率

苑劲龄 (女)深圳广电集团都市频道

郑　錞 深圳广电集团娱乐频道

罗　敏 (女)深圳广电集团公共频道

　报: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

　深圳市关爱行动组委会办公室 ２０１４年４月２２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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