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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王茜

12月21日， 记者走进长沙高新区麓谷
街道的锦和园小区。道路整洁干净，路边绿
树成荫，老人在休闲座椅上闲谈，小孩在游
乐场中玩耍，整个小区秩序井然，呈现和谐。
难以想象仅在半年前，这里还是一个“脏乱
差”的“无人管”小区。

“以前特别羡慕人家的小区。现在不用
羡慕了，真好!”说到小区的变化，56岁的居
民盛志辉说得最多的一个词是“天翻地覆”。

“无人管”小区“脏乱差”
锦和园小区是长沙市政府保障性廉租

房、经济适用房安置小区，位于岳麓区和长
沙高新区交界处，小区行政区划归属一直无
法明确，处于社会管理“缺失地带”。

小区居民曾笑称小区是“十多”小
区———老人多、低保多、打牌多、垃圾多、养
狗多、残障多、离婚多、牛皮廯多、乱种菜的
多、乱停车的多。

今年4月，锦和园小区内唯一的垃圾站
坏掉后，小区里更是“垃圾遍地，污水横流，
臭气熏天”。

200天大变样
由脏乱差的“无人管”小区变成整洁规

范的现代小区需要多久?
� � � � 200天！增加绿化面积15327平方米、增

加服务设备40余件、 增加活动场所7处；实
施路面“白改黑”面积7万平方米，整改问题
房屋440户，整改破损设施19处；新建9个电
动车棚， 增加了公共区域51个高清摄像头、
路灯95盏；增加了凉亭2个、座椅85把……

变化始于2016年6月3日，省委常委、长
沙市委书记易炼红在得知锦和园小区的情
况后，把现场办公会议开到了小区居民家门
口，并当场明确由高新区麓谷街道接管锦和
园小区。

当天下午，麓谷街道锦和园小区接管办
公室成立，第二天，锦绣社区服务中心在锦
和园小区挂牌，启动环境整治、管理提质。

8月5日，易炼红回访锦和园小区，督查
小区管理提质工作。“只有干部多操心，群众
才能少揪心。”他语重心长地叮嘱。

修缮房屋、改建垃圾站、改善小区路面
……街道联点干部、社区干部、城管协管员
共20多人，分为4个组，开展了集中入户走
访，记录了2000余户居民的问题和意见。

此外， 在小区提质改造项目施工过程
中，邀请居民“监工”，各项目派专人现场收
集记录群众意见，每天晚上汇总并及时调整
次日的施工方案。

“大到活动场所的分配，小到每棵树苗
的栽种，我们都充分听取居民意见。”麓谷街
道党委委员肖勇说。

街道干部的踏实作风，赢得了居民的认
可。“他们是来做事的。没日没夜地干，晚上

很晚才回家。”54岁的李振欢看在眼里记在
心里，默默地准备绿豆汁、冰棒、西瓜等给他
们消暑解乏。

于细微处凝聚人心
“灿妹子，我的拐杖放屋门口的，不见

了。” 家住小区1栋1007室的唐爷爷一大早
就来到锦绣社区服务中心。“马上帮您去
找！”他口中的“灿妹子”是锦绣社区书记吴
灿辉。

自从吴灿辉和其他社区干部把自己的
电话号码输到老人们的手机里，老人们遇到
电梯坏了、小区停水、东西丢了这样的事情，
第一时间总是想到他们，“马上就办”更是成
了社区干部的口头禅。

社区的休闲座椅安放小区各处，看上去
平淡无奇，其实是为锦和园小区特制———木
质、圆弧形扶手，凳子设置比别的小区要高。

“石凳改木凳是为了让老人坐上去不凉，45
厘米的高度最方便老人起坐。” 肖勇告诉记
者，这是他们多次试验后特别定制的。

55岁的何光从2010年入住锦和园小
区，就开始用相机记录自己的家园变化。6年
间，何光共拍摄了11本相册。前面相册中都
是乱接乱搭的管线，胡乱占道经营的小摊小
贩， 随意乱丢的垃圾……但渐渐地，“景色”
变了：整洁的小区道路，全液压式垃圾处理
站，郁郁葱葱的绿化带，游乐滑梯上嬉戏的
孩子……

湖南日报12月22日讯 （记者 欧金玉
通讯员 姚文钦）今年下半年，新晃侗族自治
县中寨镇村民杨天宝上访反映葡萄树被农药
“毒死”，信访部门引导其走司法程序，问题得
到了公正处理。 此事成为该县大力开展信访
法制化建设，引导群众变“信访”为“信法”典
型事例。

新晃位于湘黔交界处，聚居侗、汉、苗、回
等26个民族，社情民情复杂，矛盾纠纷多发，信
访矛盾纠纷尤为突出。老百姓思想传统，认为
凡事找领导找关系就能解决问题，理顺群众信
访渠道、引导群众依法信访成为一个亟待解决
的问题。2008年开始， 该县每位县级领导八年
如一日坚持每月一次公开接访，亲自宣传依法
逐级走访政策，并开通电话、短信、微信公众
号、领导信箱、网上投诉平台等方便快捷的民
意诉求通道， 让老百姓多渠道了解信访工作，

理性上访。2016年7月，该县成立了涉法涉诉矛
盾纠纷调处中心，抽调法院、检察院、公安、法
律援助中心等部门的专业人员到现场接访，引
导老百姓遵循法律路径解决诉求；在全县11个
乡镇设群众工作站，指导群众网上信访、投诉、
咨询；出台《新晃侗族自治县信访工作责任追
究办法》、《首问责任制》,完善“初始处置”问责
机制，按流程严格督查、考核，履行责任追究办
法；梳理信访事项接待办理相关程序，促使职
能部门和乡镇带着责任、 感情和智慧开展工
作，对群众反映的信访事项依法处理。

近几年来，该县信访工作法治化建设取得
了显著成效，信访秩序持续好转，一批涉法涉
诉信访案件导入法律渠道，矛盾纠纷依法得到
化解。该县多次获得“综治维稳工作先进单位”
“为民服务创先争优群众满意窗口单位”“作风
建设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

2016年12月23日 星期五06 政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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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22日讯（记者 苏莉 通讯
员 钟扬 刘昆）省民宗委近日发布湖南省宗教
界公益慈善活动公报。2015年8月10日至2016
年8月10日， 全省宗教界向社会捐款捐物共计
折合人民币8133.59万元， 开展的公益慈善项
目涉及扶贫济困、救灾赈灾、敬老养老、修桥铺
路、助学助残、环境保护、支教义诊等。

公报显示， 各全省性宗教团体共捐款
（物）827.83万元。包括，省佛教协会436.85万
元， 省道教协会110万元， 省伊斯兰教协会
41.41万元，省天主教两会6万元，省基督教两

会233.57万元。 各市州宗教界捐款 （物）
7305.76万元。

公报显示， 宗教界在开展宗教慈善活动
时，注重发挥各教的独特优势，积极打造各类
公益慈善活动平台， 通过成立各种基金会、功
德会，举行金秋助学活动，开展慈善拍卖活动，
建设敬老院等方式广泛开展公益慈善活动，塑
造了我省宗教界情系民生、服务社会的良好形
象。 如省佛慈基金会救灾帮困助学慈善行活
动、洗心禅寺慈善基金会举行的“万名学子助
学计划”系列活动等，影响广泛，辐射力明显。

湖南日报12月22日讯（记者 李国斌）今
天，由湖南省委网信办联合省经信委等8个部
门共同举办的2016“湖湘杯”网络安全技能
大赛决赛落下帷幕。大赛共决出特等奖、一等
奖、二等奖各1名，三等奖7名，优胜奖20名。

“湖湘杯”网络安全技能大赛旨在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致力于发现
网信人才、培养网信人才。大赛得到全国各地
技术人才的热烈响应， 除西藏外， 全国各省
（市、自治区）均有队伍报名，共有1056支队
伍、1845名队员报名参赛， 真正形成了全国
影响、体现了全国水平。

决赛共有30支队伍参加。现场，各队在
封闭网络环境进行现场攻防对抗， 没有发令
枪，甚至听不到键盘声，只见大屏幕开始陆续
闪现的攻击线。经过一天的角逐，西安电子科
技大学的参赛队“啥”夺得特等奖，北京的“泰
格实验室 ” 获得一等奖 ， 浙江的“看海
SeeSea”获得二等奖。

据悉， 省委网信办今后拟每年举办一届
“湖湘杯”网络安全技能大赛，为国内外网络
信息技术人才搭建一个展示水平的竞技舞
台，逐步把湖南打造成网络“红客”大本营和
全国网络信息技术人才高地。

新晃：引导群众依法信访

全省宗教界公益慈善活动公报发布
2015至2016年度向社会捐款捐物共计折合人民币8133.59万元

“湖湘杯”网络安全技能大赛决赛落幕

“锦和园”200天大变脸

实战演练
砺精兵

12月21日， 浏阳市文
家市镇某山林，官兵在进行
战术演练。近日，武警湖南
总队直属支队组织800余
名官兵进行野营拉练，全程
贯穿实战背景，全面检验官
兵长途行军和严寒天候下
的实战化快速反应能力。

吴建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