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益苗计划”——广东志愿服务组织

成长扶持行动暨志愿服务项目大赛

拟资助项目名单公示

经评审，2018 年“益苗计划”——广东志愿服务组织成长

扶持行动暨志愿服务项目大赛（以下简称“益苗计划”）共评出

30 个省级示范项目、34 个持续扶持项目、163 个重点培育项目。

根据团省委、省文明办、省民政厅、省禁毒办、省残联、省红

十字会、省志愿者联合会《关于开展 2018 年“益苗计划”——

广东志愿服务组织成长扶持行动暨志愿服务项目大赛的通知》

（团粤联发〔2018〕30 号）的有关规定，现对拟资助项目进行

公示，公示期为 2018 年 9 月 26 日至 30 日。

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实名提出书面意见。联系地址：

广州市越秀区寺贝通津 1 号大院，联系电话：020-83869668。

附件：2018 年“益苗计划”拟资助项目名单

“益苗计划”省级组委会秘书处

2018 年 9 月 26 日



附件

2018 年“益苗计划”拟资助项目名单
一、省级示范项目（共计 30 个,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地区/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实施机构

1 深圳市 “把呼吸还给海洋”海洋保护公益行动 海洋生态文明 深圳刺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义工队

2 深圳市 深圳护水骑兵 环境保护 深圳市罗湖区绿色出行志愿者协会

3 广州市 “与绿同行”自然生态保护及科普宣传项目 环境保护 广州市海珠区绿天使自然环境服务中心

4 东莞市 民间河长：河流守望者 节水护水与水利公益 东莞市环保志愿服务总队

5 肇庆市 “天使陪护计划”关爱重点青少年 青少年社区矫正 肇庆市善助爱心会

6
韩山师范

学院

“驿”立凤城，“志”惠古城 ——潮州市青年志愿

者驿站牌坊街文化旅游志愿服务
文化宣传 韩山师范学院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7
省直有关

单位

“益护心生、友伴童行”先心患儿救助关怀志愿

服务项目
恤病助医 广东省人民医院共产主义志愿者服务队



序号 地区/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实施组织

8 深圳市 最后一公里，出行无障碍 阳光助残 深圳市地铁义工联合会

9 暨南大学 快门无声 阳光助残 暨南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珠海校区分会快门无声服务队

10 东莞市 红十字生命安全宣教项目 应急救援 东莞市红十字生命安全宣教志愿服务队

11 中山市 应急自护及防灾减灾演练进校园计划 应急救援 中山市应急志愿服务总队

12 佛山市 南海区志愿服务全覆盖式培训体系 理论研究 佛山市南海区义务工作者（志愿者）联合会

13 中山大学 明灯课堂 关爱异地务工人员子女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14 佛山市 护鸟使者——“南精灵”志愿服务项目 关爱异地务工人员子女 佛山供电局“南精灵”青年志愿者服务队南海供电局支队

15
省直有关

单位
留守印象之“挺起脊梁，保护视力”计划 关爱异地务工人员子女 广东省中医院“颈椎之家”社区健康管理服务队

16 东莞市
多彩假期 翼起成长——关爱异地务工人员子女

成长计划
关爱异地务工人员子女 东莞市南城志愿者协会

17 暨南大学 壹米阳光——壹课支教 关爱异地务工人员子女 暨南大学壹众志愿者服务队

18 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支教队 关爱异地务工人员子女 中山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



序号 地区/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实施组织

19 茂名市 “小知了”爱心体育室 关爱异地务工人员子女 茂名志愿者零距离服务总队

20 茂名市 开心嫲嫲——乡村留守奶奶互助共建美丽新农村 邻里守望与为老服务 茂名志愿者阳光 365 服务总队

21 广州市 “让温馨来敲门” 邻里守望与为老服务 广州市海珠区江南中街赵广军生命热线协会

22 东莞市 松柏聚爱 邻里守望与为老服务 东莞市长安志愿者协会

23 广州市
“无毒青春 健康生活”南沙区粤港澳青少年禁毒

潮跑项目
禁毒教育与普法宣传 广州市南沙团青汇青少年发展促进会

24 佛山市 智网扶苗计划--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服务 禁毒教育与普法宣传 佛山市高明区青年志愿者（义务工作者）协会

25 东莞市 “禁毒最强音”新候鸟禁毒文化志愿者计划 禁毒教育与普法宣传 东莞市横沥镇隔坑村社区服务站

26 江门市 护苗爱心行动 禁毒教育与普法宣传 江门市人民检察院党员志愿服务队

27
南方医科

大学
高校防艾宣教计划 禁毒教育与普法宣传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血缘 BBCn

28 中山市 中山市大中学生寒暑期公益志愿体验营 志愿服务支持平台 中山市青年志愿者协会（中山市义务工作者联合会）

29 深圳市 “知心姐姐”减压训练营 其它领域 深圳市盐田区海山快乐家园

30 深圳市 国际志愿者队伍建设 其它领域 深圳市升阳升社会工作服务社



二、持续扶持项目（共计 34 个，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所属地市

/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实施组织

1 东莞市 “青春不孤毒”关爱边缘青少年义工同行计划 禁毒教育与普法宣传 东莞市普惠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2 江门市 无毒青春 健康成长 禁毒教育与普法宣传 台山市义务工作者联合会

3 深圳市 守护青春之校园禁毒防护计划 禁毒教育与普法宣传 深圳市龙岗区至诚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4 东莞市 “来自清晨的问候——爱心早餐暖长者”项目 邻里守望与为老服务 东莞市道滘志愿者协会

5 潮州市 潮州市“伙伴同行”青少年社区矫正帮扶计划 青少年社区矫正 潮州市潮安正道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6 梅州市
“伙伴同行”粤东西北地区青少年社区矫正

帮扶项目
青少年社区矫正 兴宁市宁江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7 阳江市
“伙伴同行”粤东西北地区青少年社区矫正

帮扶计划
青少年社区矫正 阳江市京师社会工作中心

8 河源市 “伙伴同行”粤东西北地区青少年矫正服务 青少年社区矫正 河源市心理咨询师协会

9 茂名市
“伙伴同行”粤东西北地区青少年社区矫正

帮扶计划
青少年社区矫正 茂名市优正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10 汕尾市
汕尾市“伙伴同行”粤东西北地区青少年 社区矫正

服务项目
青少年社区矫正 汕尾市启程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序号
所属地市

/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实施组织

11 韶关市 韶关市“伙伴同行”青少年社区矫正帮扶项目 青少年社区矫正 韶关市恒福社会工作服务社

12 清远市 “伙伴同行”清远市青少年社区矫正服务项目 青少年社区矫正 清远市大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13 云浮市 云浮市“伙伴同行”青少年社区矫正项目 青少年社区矫正 云浮市大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14 湛江市
湛江市廉江市“伙伴同行”青少年社区矫正

帮扶计划
青少年社区矫正 湛江培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15 汕头市 关爱帮扶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项目 青少年社区矫正 汕头市暖阳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16 揭阳市
“伙伴同行”粤东西北地区青少年社区矫正

帮扶计划
青少年社区矫正 揭阳市天蓝心理服务中心

17 深圳市 珊瑚虫海洋公益 海洋生态文明 深圳市盐田区海洋生态环保服务中心

18 东莞市 鼓动星扬——自闭症儿童社会融合项目 阳光助残 东莞市彩虹伞特殊孩子家长支援中心

19 茂名市 心 shine 照我路,跑向光明处 阳光助残 茂名市盲人协会

20 东莞市 风信子的微笑——脑瘫儿童关爱项目 阳光助残 东莞市爱心志愿者协会

21
华南理工

大学
“研途爱相随”系列志愿服务 阳光助残 华南理工大学“涌动的红色”研究生志愿者服务队

22 茂名市 婆孙乐融融——指导留守儿童家教与辅助亲子阅读 关爱异地务工人员子女 茂名市阳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序号
所属地市

/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实施组织

23 东莞市 爱心生产线——青少年发展计划 关爱异地务工人员子女 东莞市凤岗志愿者协会

24 东莞市 “童步成长路”关爱儿童成长计划 关爱异地务工人员子女 东莞市横沥志愿者协会

25
华南师范

大学
呵护童心燃希望 圆梦澄海齐聚力 关爱异地务工人员子女 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澄曦服务队

26 深圳市 共筑生命彩虹项目 恤病助医 深圳市龙岗区春暖社工服务中心

27
广东医科

大学
公交急救——奔跑吧，健康！ 应急救援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社区健康促进社

28
华南师范

大学
吟诗诵典，共继绝学 文化宣传 华南师范大学勷勤吟诵社

29 江门市 志愿服务直通车便民利民活动 志愿服务支持平台 江门市蓬江区义工联合会

30 深圳市 “绿趣社区”环保社区营造项目 环境保护 深圳市绿源环保志愿者协会

31 深圳市
小光头 大力量——癌症儿童家长互助志愿

服务项目
其它领域 深圳市龙岗区春暖社工服务中心

32 东莞市 青春再起航——闲散青少年帮教服务项目 其它领域 东莞市莞香花青少年服务中心

33
南方医科

大学

病友-医院-志工（PHS）共赢创新型医疗

服务模式
其它领域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血缘 BBCn

34 深圳市 “U 爱助梦·书送快乐”志愿服务项目 其它领域 深圳市龙岗区义务工作者联合会



三、重点培育项目（共计 163 个，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所属地市

/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实施组织

1 茂名市 好心 365——庇护事实孤儿成长志愿服务项目 脱贫攻坚 高州阳光 365 志愿服务队

2 韶关学院
“聚力脱贫攻坚，服务乡村振兴”韶关学院大学生

美丽乡村文化思想宣传志愿行动
脱贫攻坚 韶关学院青年志愿者行动指导中心

3 韶关市 建设善美韶关，精准扶贫送爱心 脱贫攻坚 韶关市青年文学会

4 揭阳市 心系农村 传递真情 脱贫攻坚 揭阳市星火义工协会

5 广州市 助推“农村电商”经济，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脱贫攻坚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青年志愿者指导中心

6 阳江市 “启梦行动.精准助学”——关爱山区留守学生项目 脱贫攻坚 阳江市志愿者协会

7 广州市 让山区孩子爱上阅读 脱贫攻坚 广州市越秀区齐志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8 肇庆市 “精准扶贫”助学项目 脱贫攻坚 肇庆市青怡爱心会

9 梅州市 阳光助学计划 脱贫攻坚 兴宁市阳光义工协会

10
广东工业大

学华立学院
三下乡“国情社情”调研 脱贫攻坚 广东工业大学华立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序号
所属地市

/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实施组织

11 暨南大学 广西田阳助学 脱贫攻坚 暨南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

12 阳江市 ”阳光计划“关爱农村特困儿童 脱贫攻坚 阳东区合山镇志愿者协会

13 河源市 乡村学堂--龙门农民画传承项目 文化宣传 龙门县龙城街道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协会

14 湛江市 岭南师范学院”2+5”精准扶学活动 文化宣传 岭南师范学院青年志愿者联合会

15 江门市 “乡土迹忆·薪尽火传”服务项目 文化宣传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16 惠州市 “走进霞角”乡风文明营造计划 文化宣传 惠州市惠阳区惠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17 东莞市 “龙舟沙田，志愿传承”龙舟文化接力项目 文化宣传 东莞市沙田虎门港志愿者协会

18 佛山市 “狮舞岭南，龙腾南海”传统文化传承计划 文化宣传 佛山市南海区龙舟文化发展促进会

19 深圳市 共爱珠江 节水护水与水利公益 深圳市绿源环保志愿者协会

20 佛山市 水探长爱南海 节水护水与水利公益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绿萤环保公益协会

21 东莞市 保护禾花雀家园 环境保护 东莞市环保志愿服务总队

22 梅州市 民间河长，徒步巡河 环境保护 兴宁市阳光义工协会

23 河源市 我的城市我的家 我的河流我守护 环境保护 紫金县义容崇爱志愿服务队



序号
所属地市

/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实施组织

24 中山大学 电子垃圾大作战 环境保护 中山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团委实践部

25 揭阳市 揭阳榕江西湖公园环保行 环境保护 揭阳市志远义工协会

26 东莞市 “美丽塘厦”环保志愿服务项目 环境保护 东莞市塘厦志愿者协会

27 清远市 我们是环境保护使者 环境保护 连南瑶族自治县志愿者协会

28
广东海洋

大学
环保之友 环境保护 广东海洋大学农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29 深圳市 “绿色 He 未来”系列环保公益项目 环境保护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设计院常规岛与公用设施所义工队

30 梅州市 “让爱重来”快乐新生助残项目 阳光助残 梅州市梅江区江南壹家义工协会

31 阳江市
寓农于乐，“自力”康复——阳春市社区康园

中心助残服务项目
阳光助残 阳江市光明社会工作者协会

32 珠海市 志愿助残-携手同行 阳光助残 珠海市心连心慈善会

33 东莞市 “让世界听见爱的声音”志愿风采启语计划 阳光助残 东莞市爱心志愿者协会

34 深圳市
阳光助残——非遗文化皮影戏传承培训志愿

服务
阳光助残 深圳市彩虹动漫研究发展中心

35
华南师范

大学
耳聪目明——守护折翼天使 阳光助残 华南师范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



序号
所属地市

/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实施组织

36 江门市 爱·同行助残义工关爱残疾人家庭服务项目 阳光助残 江门市协群社会工作综合服务中心

37 惠州市
“与星同伴 为爱同行“自闭症儿童融合实践

活动
阳光助残 惠州市雨天使特殊儿童康复训练中心

38 佛山市 知己知音—关爱视障人士服务项目 阳光助残 佛山市南海区流行音乐协会

39 东莞市
“阳光伴我行”——茶山镇残障人士助残自助关爱

项目
阳光助残 东莞市茶山镇助残志愿服务队

40 佛山市 佛山市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专项活动 阳光助残 佛山市严重精神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志愿服务总队

41 中山大学 “声援”为盲童录制有声书公益活动 阳光助残 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团委

42
南方医科

大学
便捷医疗助残公益计划 阳光助残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门诊前线服务队

43 佛山市
三水区“长寿之乡 青春续航”志愿服务参与

社区养老计划
邻里守望与为老服务 佛山市三水区义务工作者（志愿者）联合会

44 佛山市 “创邻里圈，刻邻里情”共建社区共同体项目 邻里守望与为老服务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人文与教育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45
广东医科

大学
引领青春 守护夕阳 邻里守望与为老服务 广东医科大学银龄志愿服务队

46 珠海市
志愿一直走——大学生青年志愿者长效社区

服务项目
邻里守望与为老服务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励耘青年志愿者协会

47 惠州市 “益”起来养老 邻里守望与为老服务 惠州市金岁月爱老促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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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东莞市 添砖加瓦·爱居行动 邻里守望与为老服务 东莞市石碣志愿者协会

49 惠州市 大亚湾区澳头街道“爱同行”爱心车队服务项目 邻里守望与为老服务 惠州大亚湾区惠民社会服务发展中心

50 肇庆市 关爱夕阳陪伴计划 邻里守望与为老服务 德庆县先锋公益服务中心

51 东莞市 外孙计划-为长者寻找一位孝顺外孙 邻里守望与为老服务 东莞市大众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东莞市大众社工志愿服务队

52 汕头市 党建引领聚团青 共治共享惠长者 邻里守望与为老服务 汕头市龙湖区呼援通社工服务中心

53 肇庆市 关爱独居老人，送爱心午餐 邻里守望与为老服务 博罗县博心公益协会

54 江门市 “爱婴坊”志愿服务项目 恤病助医 江门市中心医院妇产、肿瘤综合（党团员）分队

55 深圳市 医路相伴志愿服务项目 恤病助医 深圳市盐田区义务工作者（志愿者）联合会

56
广东医科

大学
阳光护苗，童迎晨曦 恤病助医 广东医科大学微爱践行助梦团队

57
广东医科

大学
关爱老人公益心，呵护记忆助医行 恤病助医 广东医科大学思忆三下乡织梦队

58 广州市 “阳光计划”大学生禁毒志愿者培养工程 禁毒教育与普法宣传 广州工商学院青春梦大学生志愿服务队

59 肇庆市 不回头- -阳光与彩虹同行 社区戒毒矫正项目 禁毒教育与普法宣传 肇庆市汇能公益服务中心

60 东莞市 麻涌“戒毒之声，义动传情”项目 禁毒教育与普法宣传 东莞市普惠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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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惠州市 “土壤改良计划” 涉毒高危人群引导服务计划 禁毒教育与普法宣传 惠东县爱心群志愿者协会

62 深圳市
馨起点——“过来人”朋辈辅导员禁毒教育

服务计划
禁毒教育与普法宣传 深圳市温馨社工服务中心

63 广州市 “防毒总动员·全面联合行动计划”项目 禁毒教育与普法宣传 广州市天河区启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64 云浮市 党旗飘飘带团旗 乡村振兴在行动 禁毒教育与普法宣传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65 云浮市 “民警+社工+义工”禁毒宣传活动 禁毒教育与普法宣传 云浮市志愿者联合会

66 阳江市 彩虹同行，禁毒有我。 禁毒教育与普法宣传 阳江市彩虹志愿者协会

67 肇庆市 无毒竹乡、绿色青春 禁毒教育与普法宣传 肇庆市西江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68 深圳市 “春风联动”禁毒志愿导师培育项目 禁毒教育与普法宣传 深圳市龙岗区龙祥社工服务中心

69 江门市 禁毒工程、全民参与——禁毒宣传系列活动 禁毒教育与普法宣传 恩平市义工联合会

70
华南理工

大学
禁毒没有旁观人，你我都是践行者 禁毒教育与普法宣传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学生志愿者服务中心

71 珠海市 阳光国门 阳光普法 禁毒教育与普法宣传 珠海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拱北边检站七队

72 东莞市 “全民禁毒，益起前行”虎门禁毒志愿者成长项目 禁毒教育与普法宣传 虎门镇禁毒志愿者服务分队

73 阳江市
再战明天，我心至强——戒毒所里开展戒毒康复学

员心理干预辅导
禁毒教育与普法宣传 阳江市光明社会工作者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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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东莞市 横沥社康人员帮扶“三每”计划 禁毒教育与普法宣传 横沥镇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中心

75 阳江市 携手反毒、共筑乡村校园禁毒防线 禁毒教育与普法宣传 阳江市阳东区禁毒协会

76 江门市 “警民协作，平安共治”鹤山平安义工巡防项目 禁毒教育与普法宣传 鹤山市义工联合会

77 揭阳市 “珍爱生命 拒绝毒品”毒品预防校园宣讲活动 禁毒教育与普法宣传 惠来县志愿者联合会

78 珠海市 “阳光校园 青春无毒”高校禁毒宣传 禁毒教育与普法宣传 珠海市阳光青少年综合服务中心

79 阳江市 “美丽乡村·无毒家园”禁毒宣传进乡村 禁毒教育与普法宣传 阳江市漠阳江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80 广州市 毒品不绝、禁毒不止 禁毒教育与普法宣传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学生志愿者服务中心

81 韶关市 争做禁毒小天使 禁毒教育与普法宣传 韶关市禁毒协会

82 惠州市 “070 零欺凌”防治校园欺凌，构建和谐校园 禁毒教育与普法宣传 惠州仲恺高新区福源社会服务中心

83
中山大学

新华学院

“青春无悔，校园无毒”禁毒宣传进校园志愿

项目活动
禁毒教育与普法宣传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会计学院阳光志愿服务队

84 阳江市 青少年禁毒在行动 禁毒教育与普法宣传 阳江市阳光青少年服务中心

85 河源市 河源市青少年禁毒宣传教育 禁毒教育与普法宣传 河源市青年主持人协会

86 佛山市 “寻找法治美 志愿亲子行”普法实践计划 禁毒教育与普法宣传 三水区公共法律服务志愿服务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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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阳江市 “青春护航”禁毒宣教实体店——阳东青年书屋 禁毒教育与普法宣传 阳江市阳东区益友志愿者协会

88 河源市 “我的青春 拒绝毒品”青少年禁毒宣传 禁毒教育与普法宣传 始兴县志愿者协会

89 云浮市 云城区“青少年自护守航行动”系列活动 禁毒教育与普法宣传 云城区志愿者协会

90 汕头市 “白鸽行动”禁毒宣传进家庭活动 禁毒教育与普法宣传 汕头市潮商文化研究院

91 河源市 播下文明火种·拒绝校园欺凌 禁毒教育与普法宣传 紫金县志愿者联合会

92 揭阳市 禁毒小卫士 禁毒教育与普法宣传 揭阳市天蓝心理服务中心

93 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法学院扬法筑梦普法活动 禁毒教育与普法宣传 中山大学法学院

94 揭阳市 禁毒、普法宣教系列讲座进校园 禁毒教育与普法宣传 揭阳市榕城区青年志愿者协会

95 云浮市 禁毒及宪法知识“六进”志愿服务活动 禁毒教育与普法宣传 云浮市云安区志愿者协会

96 梅州市 禁毒先锋队—禁毒志愿者培育计划 禁毒教育与普法宣传 梅江区江南街道“江南壹家”志愿者协会

97 湛江市 青春伴行--学法护航青少年计划 禁毒教育与普法宣传 湛江市悦好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98 梅州市 青少年普法志愿者 禁毒教育与普法宣传 梅州市梅江区嘉城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99
广东海洋

大学
走社区，进校园，到基层，讲法律 禁毒教育与普法宣传 广东海洋大学法政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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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湛江市 青少年禁毒宣传教育计划 禁毒教育与普法宣传 雷州市青少年教育基地

101 梅州市 护航青春.向毒品 Say No！ 禁毒教育与普法宣传 兴宁市博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102 广州市 唯“毒”你不可亲 禁毒教育与普法宣传 广州市越秀区青年志愿者协会

103
广东医科

大学
“微笑种子撒播计划”--儿童龋齿预防行动 关爱异地务工人员子女 广东医科大学阡陌志愿服务队

104 深圳市 人际交往百分百——流动儿童社交能力提升 关爱异地务工人员子女 深圳市坪山区青鹰青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105
五邑大学

（江门市）
“党员义工，伴我成长”关爱外来务工人员子女 关爱异地务工人员子女 五邑大学生物科技与大健康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106 广州市 南沙区来穗幸福家庭项目 关爱异地务工人员子女 广州市南沙团青汇青少年发展促进会

107 佛山市 为“小候鸟”注入传统文化因子 关爱异地务工人员子女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108
广东海洋

大学
关爱儿童系列活动 关爱异地务工人员子女 广东海洋大学志愿者联合会

109 佛山市 青苗守护者 关爱异地务工人员子女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口腔医学院（医药工程学院）

110 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五点课堂项目部 关爱异地务工人员子女 中山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

111 揭阳市 关爱异地务工人员子女，共塑祖国明天花朵 关爱异地务工人员子女 揭阳空港经济区青年志愿者协会

112 深圳大学 雏鹏助学 关爱异地务工人员子女 深圳大学义工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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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湛江市 外来子弟成长记——外来务工子女帮扶计划 关爱异地务工人员子女 湛江市赤坎区心港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114 茂名市 亲亲邻里 七彩假期 关爱异地务工人员子女 茂名志愿者阳光 365 服务总队

115 惠州市 “曙护成长”儿童保护助力项目 关爱异地务工人员子女 惠州市曙光公益协会

116 阳江市 阳东青年书屋——关爱异地务工人员子女之家 关爱异地务工人员子女 阳江市阳东区益友志愿者协会

117 云浮市 阳光守护者——关爱留守儿童项目 关爱异地务工人员子女 云浮市志愿者联合会

118 肇庆市
”山上彩虹”---四会市乡镇困境、留守儿童

保护与服务计划
关爱异地务工人员子女 四会市碧海湾义工协会

119 茂名市
“引领阅读•快乐童行” 帮扶留守儿童公益

活动项目
关爱异地务工人员子女 高州市青少年快乐成长促进会

120 广州市 广州学校志愿服务工作指导团 志愿服务支持平台 广州开发区善德助学促进会

121 广州市 越秀区社区志愿服务集市 志愿服务支持平台 广州市越秀区青年志愿者协会

122 阳江市
“梦想助力，重建七彩人生”社矫青少年职业

规划项目
青少年社区矫正 阳江市京师社会工作中心

123 茂名市 “蝶恋花”青年婚恋辅导 理论研究 茂名市爱家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124 江门市 不留白色污染的旅程 海洋生态文明 台山市赤溪镇义务工作者协会

125 潮州市 青少年防溺水安全急救常识宣传普及 应急救援 潮州市潮安志愿者联合会救援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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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广州市 拯救"大熊猫"-阴性血救助和稀有血型知识宣传 应急救援 广州市稀有血型志愿协会

127 云浮市 红十字应急救援培训 应急救援 云浮市红十字会志愿者委员会

128 汕头大学 “我不要肿瘤”--知癌防癌社区健康促进计划 其它领域 汕头大学医学院宁养医疗服务义工队

129
广东医科

大学
“守护青苹果”——儿童性教育 其它领域 广东医科大学“微尘·心”公益团队

130 韶关市 东瓜坑 5 点学堂 其它领域 韶关市新丰县丰城街道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协会

131 梅州市
美丽乡村建设下的客家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基于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侨乡村
其它领域 梅州市客嘉文化保护传承中心

132 茂名市 暖心志愿驿站--温暖你我他 其它领域 茂名青年志愿者协会暖心服务总队

133 河源市 “金色话筒·青春梦想”主持人公益支教 其它领域 河源市青年主持人协会

134 广州市 关爱生命最后一公里 其它领域 广州市番禺区义工联长者服务部

135 清远市
大麦山里的守护者——清远市关爱农村困难儿童暨

助力精准扶贫服务计划
其它领域 清远市青桥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136 广州市 “历奇进化论”大学生志愿者骨干培育计划 其它领域 广州工商学院青春梦大学生志愿服务队

137 珠海市 “青春导航”——青少年创客营 其它领域 珠海市京工爱心公益服务中心

138 佛山市 馨口相连 其它领域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口腔医学院（医药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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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佛山市 《生活·live》非户籍企业员工服务计划项目 其它领域 佛山市南海区演艺协会

140 佛山市 访万家，暖人心 其它领域 广东东软学院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141 惠州市 “膳与爱同行 春苗进校园” 其它领域 安利惠州志愿服务队、惠州报业传媒集团志愿服务队

142 茂名市 扎根山区，带来希望 其它领域 信宜市爱心协会

143 东莞市 “梦想医生“计划 其它领域 东莞市妇幼保健院志愿服务队、 东莞理工学院志愿服务中心

144 江门市 传承侨乡文化，培育侨乡新人 其它领域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系侨之韵宣讲队

145 清远市 东塘 530 社区学堂 其它领域 清远市连南瑶族自治县三江镇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协会

146 暨南大学 暨侨 其它领域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在粤归难侨志愿服务队

147 河源市 美丽乡村公益行 其它领域 河源市友益爱心促进会

148 深圳市
共筑食品药品安全 打造市民满意食品安全城市—

—深圳市食品药品安全志愿服务项目
其它领域 深圳市食品药品安全志愿服务总队

149 佛山市 “益+·核动力”三水区项目骨干志愿者培育营 其它领域 佛山市三水区义务工作者（志愿者）联合会

150 湛江市 品慧国韵——女性在押人员传统文化体验教育计划 其它领域 湛江市悦好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151 广州市 护苗计划-为困境儿童托起梦想 其它领域 广州市越秀区齐志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序号
所属地市

/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实施组织

152 惠州市 阳光同行--工伤关爱大使培育项目 其它领域 惠州市惠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153
华南农业

大学
食品安全进社区 其它领域 华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团委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154 暨南大学 普济回春杏林暖 其它领域 暨南大学杏林志愿者服务队

155 广州市 有爱更温暖，无“艾”更健康 其它领域 广州市越秀区康源社区支持中心

156 汕头市 “阳光在心中”关爱青少年公益活动 其它领域 汕头市阳光公益志愿者协会

157 云浮市 青春启航线——12355 服务平台 其它领域 云浮市志愿者联合会

158 阳江市 抗战老兵关怀计划 其它领域 阳江市彩虹志愿者协会

159 深圳市 深圳市控烟志愿者社会监督项目 其它领域 深圳市控制吸烟协会

160
南方医科

大学
慢病管理进社区 健康使者暖民心 其它领域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健康管理科“健康使者”志愿服务队

161 阳江市 “共筑中国梦.关爱青少年” 其它领域 阳江市友爱志愿者服务中心

162
广东海洋

大学

做你成长引路人——中学生人生规划 学习分享

交流会
其它领域 广东海洋大学研究生青年志愿者联合会

163
南方医科

大学
南方医科大学“携手相伴，爱暖生命”导医活动 其它领域 南方医科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