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南海区公共文化事业发展扶持资金
申报项目评审结果

佛山市南海区文化体育局制                                       打印日期：2018年5月29日

序号
申报单位
（个人）

项目名称 评审意见
拟扶持金额

（万元）

文化志愿者奖励资金（文化志愿服务之星） 合计：1.3

1 王凤超 文化志愿服务之星 符合 0.05

2 陆胜强 文化志愿服务之星 符合 0.05

3 潘永绍 文化志愿服务之星 符合 0.05

4 宋振荣 文化志愿服务之星 符合 0.05

5 崔爱坚 文化志愿服务之星 符合 0.05

6 李丽芬 文化志愿服务之星 符合 0.05

7 钟少凤 文化志愿服务之星 符合 0.05

8 黄婉萍 文化志愿服务之星 符合 0.05

9 何继楠 文化志愿服务之星 不符合 0

10 蒋少娟 文化志愿服务之星 符合 0.05

11 张侨育 文化志愿服务之星 符合 0.05

12 梁巧英 文化志愿服务之星 不符合 0

13 陈慧英 文化志愿服务之星 符合 0.05

14 梁志淳 文化志愿服务之星 符合 0.05

15 陆加强 文化志愿服务之星 符合 0.05

16 张弟开 文化志愿服务之星 符合 0.05

17 贺伟英 文化志愿服务之星 符合 0.05

18 杨美花 文化志愿服务之星 符合 0.05

19 张艳妮 文化志愿服务之星 符合 0.05

20 陈文辉 文化志愿服务之星 符合 0.05

21 方亦滔 文化志愿服务之星 符合 0.05

22 邓丽红 文化志愿服务之星 符合 0.05

23 邓丽娟 文化志愿服务之星 符合 0.05



24 黎晚欢 文化志愿服务之星 符合 0.05

25 易铭诗 文化志愿服务之星 符合 0.05

26 沈超颜 文化志愿服务之星 符合 0.05

27 陈美凤 文化志愿服务之星 符合 0.05

28 龙初娣 文化志愿服务之星 符合 0.05



2018年南海区公共文化事业发展扶持资金
申报项目评审结果

佛山市南海区文化体育局制                                       打印日期：2018年5月29日

序号
申报单位
（个人）

项目名称 评审意见
拟扶持金额

（万元）

文化志愿者奖励资金（文化志愿服务先进工作者） 合计：0.9

1 郭凤喜 文化志愿服务先进工作者 符合 0.1

2 谢肖兰 文化志愿服务先进工作者 符合 0.1

3 罗伟清 文化志愿服务先进工作者 符合 0.1

4 何佩瑶 文化志愿服务先进工作者 符合 0.1

5 李惠好 文化志愿服务先进工作者 符合 0.1

6 陈劲麟 文化志愿服务先进工作者 符合 0.1

7 陈瑞清 文化志愿服务先进工作者 符合 0.1

8 叶依华 文化志愿服务先进工作者 符合 0.1

9 蒲少棠 文化志愿服务先进工作者 符合 0.1



2018年南海区公共文化事业发展扶持资金
申报项目评审结果

佛山市南海区文化体育局制                                       打印日期：2018年5月29日

序号
申报单位
（个人）

项目名称 评审意见
拟扶持金额
（万元）

文化志愿者奖励资金（优秀文化志愿服务项目） 合计：10.05

1 广东黄俊英艺术有限公司 相声进校园 符合 3

2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舞蹈家协

会
2017年桂城街道社区（舞蹈）公益培训 符合 1.5

3 粤海之声艺术团 桂二社区建党96周年活动 不符合 0

4 粤海之声艺术团
“共筑共建、关爱夕阳”——桂花驻点团

队开展孤居老人庆中秋直联主题活动
不符合 0

5 粤海之声艺术团
“情暖环卫工•欢聚迎新年”桂二党员志愿

服务活动
不符合 0

6 粤海之声艺术团
“嬉闹新春·和谐桂二”2018年迎新春联

欢会
不符合 0

7 粤海之声艺术团
举办“共驻共建 关爱老年人 欢庆十九大

”
不符合 0

8 粤海之声艺术团 桂二社区综合文艺专场文艺晚会 不符合 0

9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摄影协会 爱心工场“幸福时光”亲子照摄影活动 符合 0.4

10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摄影协会 关爱小候鸟定格幸福瞬间 符合 0.65

11 佛山市南海区书法家协会 送春联 符合 2

12 佛山市南海区流行音乐协会 《知己知音》关爱视障人士服务项目 不符合 0

13 佛山市南海区流行音乐协会 社区儿童音乐培训课堂 符合 1

14 佛山市南海区流行音乐协会
《共享芬芳 放飞梦想》2017南海区残疾人

文化艺术节
不符合 0

15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创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
“筑福行动”竹编文化志愿服务提升计划 符合 1.5

16
佛山市南海区大众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
“最美璜溪”社区营造项目 不符合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