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宝安区宣传文化体育发展专项资金2021年项目公示汇总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归口主管单位 申报单位  项目名称 拟资助金额

1 区委宣传部 区融媒体中心      2021新闻资讯《宝安文化快讯》栏目合作经费 30

2 区委宣传部 区融媒体中心      2021新闻资讯《湾区一时间》栏目合作经费 48

3 区委宣传部 宝安日报社 2021年宝安文化茶座 40

4 区委宣传部 宝安日报社 2021年魅力宝安湾 60

5 区委宣传部 深圳书城宝安城 2021“青工梦工场”系列活动 20

6 区委宣传部 深圳书城宝安城 2021深圳劳动者文学（宝安）创作孵化中心 60

7 区委宣传部 深圳书城宝安城 2021“阅读看见未来--书香宝安行”系列活动 20

8 区委宣传部 深圳书城宝安城 2021宝安区“读+1小时” 15

9 区委宣传部 深圳书城宝安城 2021南国书香节暨第三届深圳书展宝安分会场配套活动 60

10 区委宣传部 深圳书城宝安城 党史学习教育主题书展 50

11 区委宣传部 深圳市宝安区新华书店有限公司 “共忆百年辉煌”党史学习教育系列活动 20

12
区文化广电旅

游体育局
红创（广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宝安分公

司
音乐剧《星火》 400

13
区文化广电旅

游体育局
深圳市手风琴协会 2021第四届深圳•宝安国际手风琴艺术周 280

14
区文化广电旅

游体育局
深圳市九嶷古琴学会 “琴颂山河”古琴艺术巡演 30

15
区文化广电旅

游体育局
宝安区吉他协会 《红梅赞》--建党100周年主题系列音乐会 40

16
区文化广电旅

游体育局
深圳市旭生美术馆 文化看宝安·非遗文化进社区 60

17
区文化广电旅

游体育局
深圳市宝安区至美术馆 “生活颂·艺术沙井”艺术展及活动 30

18
区文化广电旅

游体育局
深广电通传媒有限公司 东纵及边纵老战士口述历史纪录片（综合版） 12

19
区文化广电旅

游体育局
深圳市宝安区爱乐交响乐团 交响乐组歌《珠江组歌》 80

20
区文化广电旅

游体育局
深圳市宝安区公共文化促进会 “唱响湾区赞歌·建设幸福宝安”建党100周年系列文化活动 20

21
区文化广电旅

游体育局
深圳市几米家绘本屋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百万阅读年度阅读推广项目 30

22
区文化广电旅

游体育局
深圳市宝安区实验曲艺团  法治（尚法）小剧场 40

23
区文化广电旅

游体育局
深圳友好文体创意发展有限公司 纪录片《宝安技艺》创作拍摄项目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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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区文化广电旅

游体育局
深圳市宝安区文化文化体育产业协会 2021深圳设计周之宝安文创设计大赛 90

25
区文化广电旅

游体育局
深圳市海上田园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海上生明月 田园共此时”中秋嘉年华 20

26
区文化广电旅

游体育局
深圳市正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酷玩宝博”宝安区民间特色博物馆线上VR全景展示与线下联动体验宣传活动 60

27
区文化广电旅

游体育局
宝安区收藏协会 “同宗同源”——第二届粤港澳藏品交流展 20

28
区文化广电旅

游体育局
深圳市宝安区一雍博物馆 第四届“紫砂文化·全民传承” 非遗在社区交流活动 10

29
区文化广电旅

游体育局
深圳市宝安区茶文化研究会 知茶学礼·快乐启程——第三届宝安区 少儿公益茶艺培训活动 10

30
区文化广电旅

游体育局
深圳市当代名家文房四宝博物馆 “永葆红心”红色革命文化系列展览 8

31
区文化广电旅

游体育局
深圳市宝安区邹鲁潮汕民俗博物馆 “诠释深圳奇迹”系列文化活动 10

32 区文联 宝安区作家协会 “壮丽四十年”宝安原创文艺精品文献集 150

33 区文联 宝安区书法家协会
“永远跟党走”

党在我心中——宝安区书法作品专题展
50

34 区文联 宝安区美术家协会
“永远跟党走”

明灯—美术作品大展
30

35 区文联 宝安区摄影家协会
“永远跟党走”

党旗飘扬---深圳宝安全国摄影艺术展览活动
30

36 区文联 宝安区摄影家协会 深圳囯际摄影大展平行展-油菜飘香-汉中.宝安摄影创作交流展 25

37 区文联 宝安区音乐家协会 歌曲《一生信仰跟党走》、《我为党来唱支歌》创作及MV拍摄 25

38 区文联 宝安区舞蹈家协会 宝安区第九届舞蹈大赛 25

39 区文联 宝安区戏剧家协会 音乐剧《青春：湾区四重奏》创作演出 80

40 区文联 宝安区曲艺家协会 2021年广东省曲艺之乡精品创作及演出 20

41 区文联 宝安区曲艺家协会 全国曲艺培训表演基地——2021年曲艺英才培育行动及曲艺精品展演活动 20

42 区文联 宝安区民间文艺家协会
深圳宝安民间工艺美术精品创作成果展及广东当代陶艺学术邀请展 ——第三届 深圳

（宝安）当代陶艺大展
20

43 区文联 宝安区影视家协会 《唱支山歌给党听》MV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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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区文联 宝安区影视家协会 《文艺.城市的温度》宣传片 30

45 区文联 宝安区杂技家协会 第二届粤港澳大湾区杂技艺术周 180

46 区文联 宝安区杂技家协会 参加2021年“金菊奖”全国魔术比赛 15

47 区文联 宝安区硬笔书法家协会 第三届“宝安杯”全国硬笔书法作品大赛展览及颁奖活动 20

48 区文联 宝安区打铁文艺社 第五届中国·宝安漫画节”系列活动 20

49 区文联 南风国画院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南风国画院作品交流展 20

50 区文联 宝安区朗诵艺术家协会 新时代朗读华夏经典 新征程传承千年文化暨语文朗读大会宝安区语文朗读精英大赛 20

51 区文联 宝安区南滨文学院 第二届“请进来、走出去”文学交流活动 20

52 区文联 宝安区福之涌文艺社 第六届魅力宝安旗袍艺术秀系列活动 20

53 区文联 宝安区福之涌文艺社 宝安新文艺组织文艺骨干才艺培育 10

54 区文联 宝安区诗词学会 “诗词颂扬建党百年华诞”暨广东省第五届中青年诗词论坛 10

55 区文联 宝安区国乐艺术家协会 《庆建党百年--首届百人国乐艺术展演》 15

56 区文联 宝安区女画家协会 “美丽无相——庆祝建党100周年百名中国暨深圳·宝安女画家优秀作品邀请展” 20

57 区文联 深圳市宝安区百灵鸟文艺社 首届宝安区音乐事业青苗行动 20

58 区文联 宝安区合众文艺社 第三届“我在宝安，青春书写”读+写计划 10

59 区文联 宝安区金沙文艺社 “鹏城满芳华”名家经典诗文朗诵 20

60 区文联 宝安日报社 宝安日报“宝安文艺”专栏专版 40

61 新安街道 深圳市拓时代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歌曲《百年巨匠》 35

62 新安街道 大舸传媒（深圳）有限公司（安乐社区） 唱支山歌给党听----庆祝建党100周年大型基层群众文艺演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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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新安街道
深圳拓时代满天星少年儿童艺术剧院有限

公司
儿童剧《孔子》 40

64 西乡街道 深圳市茶悦世界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红色干线”初心号 系列活动 45

65 西乡街道 深圳西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第五届深圳市青少年文学创作大赛 20

66 西乡街道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爱之声艺术团 迎百年华诞 为党旗添彩 文艺巡演 15

67 西乡街道 深圳市华馨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心怀家国天下情、爱国诗词进万家”系列活动    10

68 西乡街道 金缮锔瓷（深圳）有限公司 第三届全国金缮锔瓷手艺“锔匠传奇”大赛 20

69 西乡街道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模型协会 2021年“红色征程、航模逐梦”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系列活动 20

70 航城街道 深圳市宝安区领航文艺社 一村一史——航城的乡愁记忆 20

71 航城街道 深圳市新世纪艺术传播有限公司 庆祝建党100周年党性教育情景剧《走过世纪 因为有你》 35

72 航城街道 深圳市瑞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党建+醒狮文化，凝聚合力铸辉煌”醒狮贺党100周年项目 20

73 福永街道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杂技艺术团 杂技报告剧《鹏城·初行》 25

74 福永街道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阳光曲艺团 户外曲艺剧场《笑满堂》 20

75 福永街道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万福民工街舞团 深圳市第十届“万福杯”街舞大赛 10

76 福永街道 深圳市世纪宏通科技有限公司 “福永民间历史故事”系列原创动画片 20

77 福永街道 深圳市雁盟酒店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2021年第十二届雁盟创意文化节 20

78 福海街道 深圳市童星之都影视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湾区之歌》咸水歌微电影 40

79 福海街道 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太极拳协会 “党啊，亲爱的妈妈”太极快闪及MV摄制 15

80 福海街道 深圳市宝安区凯声粤剧团 原创粤剧《放鸭郎娶皇姑》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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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福海街道 深圳市深淀创意传播有限公司 创作传统文化歌曲《老宝安系列组歌》 38

82 新桥街道 深圳市致胜文化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新桥街道“书香乐荟”周末音乐会   20

83 新桥街道 深圳市笑满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宝安区“新桥喜乐荟”欢乐剧场 30

84 新桥街道 深圳市宝安区桥韵粤剧团 “粤韵红歌颂党恩”粤剧粤曲综合晚会巡演活动 20

85 沙井街道 深圳市宝安区方位艺术团 原创舞剧《蚝》 40

86 松岗街道 深圳红松果影视有限责任公司 宝安蔡学元进士第宣传片 10

87 松岗街道 深圳市宝安区燕鸣文化传媒工作室 七星狮文化传承与推广 20

88 松岗街道 深圳市时代潮艺术团有限公司 松岗街道“我们的节日”传统节日系列晚会 25

89 松岗街道 深圳市松岗琥珀交易市场有限公司 宝安琥珀文化节 20

90 松岗街道 千里文化传播发展（深圳）有限公司 《学党史忆松岗史 明初心担使命》沙画宣传片、作品制作及主题课程活动 30

91 燕罗街道 深圳市海岸明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拳拳之心》洪佛拳微电影 40

92 燕罗街道 深圳市宝安区湛彩说唱团 燕罗街道“同饮一河水 共享一片天”——茅洲河建设成果巡礼文艺宣传演出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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