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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好党建就是抓发展，大力推进党建工作是促使
东岸蝶变的根本。 ”东岸街道党工委书记韦进文在介绍
街道时强调，党建是东岸蝶变的动力之源、活力之基。

近年来，东岸街道不断发挥党组织引领作用，将党建
工作融入各项工作环节，渗透每个角落，深入广大群众之
中。 在建设一个个重大项目、解决一起起矛盾纠纷、参与
一系列为民办实事的现场都能看到基层党员的身影。

抓党建，严字当头。着眼“三严三实”，街道党工委围
绕“创新大党建、激发正能量”的主题狠抓队伍素质建
设、作风建设，街道纪工委对在实践中不敢担当、作风不
实的基层党组织班子成员进行诫勉谈话，及时调整。 同
时，加强街道（村）级党组织后备干部培养和锻炼，巩固

党的阵地建设，加大党建经费投入，丰富党员日常组织
生活，让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抓好党建工作不是为了党建而党建，而是借助党
建的力量，实实在在地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以此提
高百姓幸福指数。 ”

也正因为如此，东岸街道将抓党建与促发展、惠民
生、“直通车”工程有机结合，建立了考勤制度、走访制
度、服务回访制度、投诉处理制度。 在今年“问政群众、干
部下访”专项活动中，街道百余名干部、党员共计走访企
业、 家庭、 门店 1200 余户， 收集整理并解决意见问题
700 多条。

同时，打造了一批党建品牌活动，如“干部夜课堂”、
“东岸一家人党员志愿服务队”、“草根讲堂”、“党代表工
作室”、“金秋助学”、“慈善救助大会”等一系列丰富多
彩的主题活动，扩大了党组织影响力，让辖区群众看到
了效果、得到了实惠。 （欧阳倩）

速度催生蝶变：
环境变样 基础设施大提质

“进城不咯，进城不咯，上车一块
钱……” 老东岸乡人对这样的吆喝，
想必不陌生。蜿蜒的浏阳河路是东岸
天然的城乡分界线。 进城，指的就是
从浏阳河东到浏阳河西。

坑坑洼洼的黄泥巴路，道路旁分
布着民房、菜地、水沟、鱼塘等，这是
很多东岸乡人印象中的家园。交通的
不畅，影响着居民的出行，影响浏阳
河东岸城市化进程。

东岸街道党工委书记韦进文表
示：“一个区域的前景如何，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路网的建设。东岸街道发展
的第一要务便是打通路网，让城市的
血脉真正畅通。 ”

2009 年以来，随着芙蓉区委、区
政府“跨河东进”的号角的吹响，东岸
街道了奏响基础设施大提质的进行
曲：路网建设大干快上，基础配套建
设如火如荼， 东岸速度在这里诠释，
主干道陆续打通，为区域经济发展插
上腾飞的翅膀。

2013 年，滨河路拉开建设帷幕。
建成后的滨河路将作为隆平新区连
接南北的一条主要交通要道，与人民
东路、远大路、营盘路、红旗路、京港
澳高速辅道等道路及跨浏阳河大桥
相连接。 如此，东岸街道辖区内杉木
南路、望龙路、大河路等 5 条区间道
路全部实现与滨河路互通，隆平新区
“五纵四横” 的畅达路网体系基本形
成。

红旗南路，作为长沙河东的重要
南北主干道之一，从东岸街道穿插而
过。 红旗南路的拉通，使城区拓展到
浏阳河以东，使之与正在南拓的星沙
镇和隆平高科技园连成一片。与此同
时，以红旗路为代表的五条断头路也
将修通， 芙蓉区与雨花区将实现互
通，机场与高铁可快速通达。

占据好的区位条件，这是片区发
展的金科玉律，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
有源头活水来，路网拓宽后，东岸片
区的开发价值将无可估量， 人流、物
流、财富流都将在此处聚集，紫御江
山、中房瑞致、I 尚国际等一批高品质
的商住楼盘鳞次栉比，新崛起的东岸
城邦商圈、望龙商圈，热闹与繁华的
气势尽显。

一系列基础设施， 解了群众的
“城乡心结”，更关键的，还是得打造
适合城市居民生活的环境。

如今，在东岸街道，老居民随口
就能说出身边发生的变化：

“以前进个城，不得不绕远道、走
泥巴路。 现在新修的马路， 宽敞、平
坦，我们进城出城都方便。 ”

“我们这附近大同小学在新建，
以后孩子上学也方便，优质的教育资
源不再是‘城里人’的特权！ ”

“以前的老住宅区垃圾遍地、污
水横流， 现在变成绿色植被覆盖，道
路整洁干净。 ”

东岸街道党工委书记韦进文如
此诠释这种变化，“基础设施大提质，
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必经之路，也
是打通群众心结的有效举措。所有的
建设，目的是要让群众真正享受城市
化进程的成果， 过上健康、 文明、富
裕、舒适的生活。 ”

蝶变源自激情：
攻坚克难 管理机制促活力

以基础设施、城市综合体建设为
主打，东岸街道的速度与激情在东片
地区演绎得酣畅淋漓。

沿着浏阳河，10 公里的黄金河
岸线上建设热潮奔涌，一幢幢高楼大
厦、一个个重大项目如雨后春笋向上
生长。

蝶变背后， 是东岸人建设的激
情、发展的热情。

街道办事处主任邓勇表示，“要
以敢啃‘硬骨头’的精神，以坐不住、
等不起、慢不得的紧迫感，迎难而上，
让东岸的发展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

2013年，长沙市重点工程项目滨
河大道启动， 东岸段项目涉及拆迁房
屋 300余栋。 项目指挥部六七十人全
身心扑在拆迁一线，做工作、做调解、
在保障群众利益的同时稳步推进征拆
工作， 短短三个月内， 任务完成率达
99%，且未留下任何矛盾隐患，创造了
东片征拆工作速度与效率之最。

今年 4 月，一场拆违控违攻坚战
在长沙市打响，东岸街道也迎来了拆
除违法违章建筑的大洗礼。

东岸人心里清楚，攻克这场“保
卫战”实属不易。 东岸街道共有 72.4
万平方米违章建筑， 涉及辖区四个
村，共 1141 处，占全区违章总面积的
四分之一。 45 天内，东岸街道便完成
了对辖区所有违建的调查摸底、勘
验、听证、取证工作。

伴随着大型机械的轰鸣，一排排
违章厂房应声倒地，酒精、油漆、液化
气等危化品储存点在拆违行动中浮
出水面；制假窝点、黑作坊在清查整
治中再也无处藏身， 仅在今年 7 月，
一个月时间内实现了 45 万多平方米
违建倒地。

农园路一直是沿线杉木村和东
屯村村民进出的主要通道，本就几米
宽的街道，常年停放自行车、电动车
和一些杂物垃圾，使得街道变得如同
羊肠小道，最窄处不足一米。 历经近
一个月的拆违整治， 现在的农园路，
车流正常， 与拆除前的道路比起来，
好像一下子宽阔了一半。

一块块“硬骨头”被啃下，一片片
违建用地被平整……担当、 奉献、拼
搏是激情澎湃东岸人的如实写照。截
至 9 月份， 辖区内已拆除违章 71 万
余平方米， 完成总任务量的 99%以
上，在规定时间内达到“基本清零”标

准。目前园林部门正在对拆违后的土
地进行测绘、设计，筹划实施复绿方
案。

说起这次拆违，东岸群众忍不住
竖起大拇指：“速度快、有魄力、敢担
当！ ”

街道分管城市管理的副主任郭
浩表示，“东岸街道近年翻天覆地的
变化背后，是辖区群众的支持配合和
党员干部不计回报的投入和付出。 ”

今年 9 月， 一场以经济指标冲
刺、项目建设攻坚、拆迁拆违清零为目
标的“百日竞赛”活动在东岸街道拉开
帷幕。 2个保障住房用地项目的征拆
工作、13 个已启动项目的扫尾工作、
70余万平方米违章清零复绿工作，都
要在 100天竞赛时间内完成。

据介绍，为使党员干部保持做实
事的激情，东岸街道实施周绩效考核
制度。 以拆违为例，拆哪里、怎么拆、
谁来拆、何时完成，街道都有严格的
计划表，对照计划表，基层干部目标
清晰、效率提升。

“在这样的高压态势下，东岸人
始终保持着敢拼、 敢做的工作激情，
而这种激情， 也正是东岸崛起之本、
兴旺之源。 ”

激情成就梦想：
以人为本 打造幸福和谐东岸

东岸街道除辖区四个村村民以
外，还安置了原东岸乡六个村级单位
的被征地农民 1700 余人， 农民变市
民，需要提供市民的生活方式。

为此，街道始终坚持“以人为本”
的理念， 针对不同群体的不同需要，
在东岸发展版图上抒写出更多的文

明、和谐、幸福……
在东岸街道，民生之花一年四季

全不凋零：
春送岗位———街道全力打造失

地农民“乐业家园”，推行“订单式培
训”服务，采用“用人单位下订单，培
训学校出菜单， 政府部门来买单”的
形式，建立起街道、培训机构和用人
单位参与的新型培训机制。 同时，街
道工会与辖区用人单位建立长期合
作关系，多次举办规模不一的人才招
聘会、项目推介交流会，为辖区群众
提供最新最全的信息资源。

夏送清凉———街道通过走访辖
区先进模范、困难党员、困难群众、外
来务工人员和孤寡老人等群体，特别
是工作在一线的务工人员，为他们送
去夏日清凉用品和关怀慰问，了解基
层群众的生活疾苦，听取和收集对街
道发展的意见与建议。

秋送助学———为充分发挥社会
救助工作的保障性作用，更好的服务
和保障民生， 夯实和谐社会的基础，
街道每年结合实际，对辖区内的低保
特困家庭的子女开展慈善助学工作，
近年来， 共帮助了近 30 多名困难家
庭子女圆了大学梦。

冬送温暖———每逢春节来临之
际，街道都会举办一场大型的爱心慈
善救助大会， 会上组织全体机关干
部、企事业单位代表、爱心企业、爱心
人士进行募捐，在全街形成互帮互助
知奉献懂感恩的良好氛围。

街道分管民生工作副主任李敏
介绍，“街道在民生上投入每年不少
于 100 万，不仅如此，街道有项不成
文的规定： 每年节约 20%行政成本，
然后将节省的资金投入到民生，想群
众所需，做群众所盼。 ”

大手笔的民生投入，使得群众生
活发生裂变效应：

“我现在学按摩， 平时还在社区
进行清洁卫生工作，每月都有固定工
资，经济条件比之前好多了。 ”家住杉
木村的陈艳家境贫困，在街道的帮助
下，她找到稳定工作，生活一天比一
天好起来。

“我初中开始， 乡政府和街道便
承担我的学费， 现在我大学毕业了，
参加了工作。 ”东屯村的张依依是名
孤儿，由外婆一手带大。 在了解张依
依情况后，每年，街道从爱心慈善救
助专项资金里拿出一部分，负责张依
依的学费以及部分生活资助。

“街道经常开展活动， 这次请了
两位厨师，教我们怎么做菜、怎么吃
才健康，让我们很受启发哩。 ”街道定
期开展“草根讲堂”活动，用通俗直白
的语言，把大道理讲小、深道理讲浅，
首期邓志明、湛建伟两位厨师分享厨
艺，群众听得有滋有味……

“没想到准备丢弃的垃圾还能回
收,不仅环保还能换礼品，社区科普
活动真是让我们长见识！ ”全国科普
活动日活动上，东宜社区正式启用了
智能垃圾分类设备，使参与居民感受
到科技创新的魅力的同时，更树立了
节能环保意识。

这些都是蝶变中东岸街道的部
分缩影，在这里，建设与幸福“直通”，
经济与民生互补。

街道党工委书记韦进文道：“我
们要以长沙市打造浏阳河文化旅游
产业带为契机，紧扣区委、区政府‘跨
河东进’的战略思路，全力把东岸的
事办好，让东岸的环境更优美、经济
更繁荣、群众更幸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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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发展必须抓党建

□ 欧阳倩 罗拾平

东岸街道党工委书记韦进文谈 “秘诀”

这是一条蝶变的街道：
由缓而急，东岸迸发着蝶变的速度；
铿锵有力，东岸充满着着蝶变的激情。
曾经的村庄变成摩天的高楼、宽广的马路、繁华的市

场；曾经的村民住进高楼，融入城市，成为真正的市民，实
现从“乡”到城的蝶变。

2012 年，长沙市芙蓉区区划调整，原东岸乡析分为
东岸、马坡岭、东湖三个街道办事处。 经过短短三年时间
的建设发展， 东岸街道以原东岸乡 1/5�的面积换来 2 倍
有余的税收。 去年，东岸街道财政收入突破 1.45 亿元，且
以每年 40%-50%的幅度飞速递增， 增幅位居长沙市芙
蓉区前列。

一流的速度， 一流的效
率；多维度推进，多角度布局，
蝶变中的东岸街道，演绎着现
实版的“速度与激情”———

新崛起的望龙商圈，人流物流财富流将在这聚集。

全省首个荣获“国家
康居示范工程”的拆迁安
置小区———东岸梅园。

滨河路的拉通，为东岸街道的发展带来契机。

车水马龙的东岸街道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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