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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通讯员 李琰卓

暑期在家的孩子，每天都能上不同的兴趣课
程；不便出门的老人，一个电话就有人买菜送到
家；热爱阅读的年轻人，下楼就可借阅市图书馆
的海量藏书……居住在长沙市雨花区井湾子街
道融城苑社区， 张丽娜说自己的幸福指数可以
“打满分”。

很难想象，这个没有一分钱物业维修基金的
经济适用房小区， 这个曾经一夜之间物业撤走、
垃圾遍地的小区，如何摇身一变成为有“都市桃
花源”美誉的“全国和谐示范社区”？

“蝶变的背后，跳动的是充满活力的党建脉
搏。”社区居委会主任刘婷给出答案。

2002年建成的融城苑社区是长沙最早的一
批经济适用房小区，有33个楼栋、86个单元，居民
1163户共3800余人。2007年，因种种原因，原物
业公司一夜之间撤出小区，留给融城苑的是成山
的垃圾、敞开的门禁和叫苦不迭的居民。

关键时刻，社区党总支站了出来。党总支一
方面临时代管物业，领着一帮党员清扫、护卫，当
起了管家保姆； 一方面指导成立业主委员会，引
入新物业公司。

新的业委会和物业公司已经到位，是由社区

党组织和居委会继续包揽，还是将决策权交还给
居民？社区党总支、居委会坚持“工作为了群众、
工作依靠群众”， 组织社区居民自我管理、 自我教
育、自我服务。社区党总支探索创建了由居委会、业
委会、业主监事会、物业公司交叉任职、协同发力的
“四方联动”基层治理模式。社区党总支每月定期召
开联席会议， 凡是涉及居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
召集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和居民代表进行集
中研究、限时解决。在“四方联动”模式的推动下，小
区安装了电动车充电桩、自动停车收费杆、绿色植
被也更新换代……矛盾纠纷调处成功率100%。

社区要自我管理，党员是“定海神针”。融城
苑社区积极发挥党员的先锋作用， 创新打造了
“党员360”服务品牌，依托创业、离退休等4个党
支部，根据党员的年龄、特长、职业等特性，设置
了“快嘴娭毑宣传队”“心灵疏导调理队”“妈咪宝
贝护理队”等7支党员志愿者服务队，义务帮助社
区开展书法辅导、健康义诊、卫生保洁、护绿、车
辆引导等工作。

2015年，社区党总支计划将各楼栋闲置的架
空层加以改造利用，但此举遭到了许多居民的强
烈反对，年逾七旬的袁丽娟就是“刺头”之一。

“对改造方案不满意，对改造效果不放心，反
正就是怕社区这群人搞不好。”袁奶奶坦言，但社

区党总支的做法让居民们感受到了最大的尊重
和诚意。“社区党员们挨家挨户地上门征求意见，
方案反反复复改了10多次；又带着我们去别的搞
得好的小区参观。”慢慢地，大部分人认可了改造
计划，但仍有一小部分人顾虑重重。

“居民们不放心，我们就先搞个样板。”刘婷
说，于是，社区先对12栋的架空层进行升级改造。
大家欣喜地发现，以前乱堆乱放、灰尘扑扑的架
空层，摇身一变成了敞亮的棋牌室、图书馆、书
法室……在“样板工程”的示范下，社区将中心
楼栋的架空层改造成为“邻里中心”，设立国学
讲坛、自助书屋、书画棋牌等功能分区，从前独
门独户的邻居成了融洽和谐的大家庭。

架空层的蜕变，看在袁丽娟的眼里，很受触
动。于是，袁奶奶和她的老伙伴们也主动加入了
社区的“360雷锋家族”志愿服务队伍，每天在小
区里义务巡逻和清扫垃圾。

如今， 在融城苑社区，“党员360， 一切为了
您”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党员的日常行动。“安全
文明护卫队”每天坚持两轮义务巡逻，哪里路灯
坏了，哪里路面破损，都能第一时间发现；从换电
池换灯泡，到买菜购气，“快乐跑腿服务队”为需
要帮助的居民义务跑腿……7支“党员360”服务
队已经成为了小区居民的“主心骨”。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黄婷婷

铜陵，这座长江沿岸的工业城市，
兴于铜，也一度困于铜。

在铜陵博物馆展示区，呈现在“大
江奔流”采访团记者面前的，是这座城
市始于商周、 绵延了3500余年的铜采
冶历史。

开采持续， 资源有限。2009年，铜
陵自请列入了国家资源枯竭型城市。

铜陵的发展主题，从1991年的“醒
来”， 相继变成“起来”“崛起”， 直到
2014年，开始“转型”。

铜陵是长江经济带的重要节点城
市，运输条件优越，利于铜矿进口。能
否通过铜深加工获得高附加值， 补充
和延伸铜产业链， 成为铜陵传统铜产
业转型的关键。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简称“铜陵有色”）是新中国最早建设
起来的铜工业基地， 经过60多年的发
展，铜陵有色电解铜产量国内第一。

铜陵有色总经理蒋培进介绍，这
要归功于铜陵有色对落后产能的淘汰
和升级。

2008年， 铜陵有色关闭了新中国
第一座铜冶炼厂———第一冶炼厂。

2017年， 拥有18万吨电解铜产能
的第二冶炼厂也因产能落后被永久关
停。

蒋培进带记者来到2010年成立的
金冠铜业分公司电解铜车间， 车间实
现全自动化生产，几乎看不到工人。

蒋培进介绍， 过去第二冶炼厂年
产四五万吨电解铜， 需要3000余名员
工，现在年产40万吨电解
铜，只需要800名员工；同
时，耗能大大减少，成本
大幅降低。

金冠铜业分公司党
委书记王习庆告诉记者，
目前，金冠铜业分公司已
累计生产电解铜 196万
吨；还将铜矿废渣“吃干
榨净”，生产硫酸、黄金、
白银等贵金属原料，炉渣

还可以送到下游水泥企业做高档水泥
添加剂。

铜陵围绕铜产业， 不断完善铜产
业链，做出“新文章”。

记者在华创新材料有限公司（简
称“华创新材”）的生箔车间看到，随着
生箔一体机卷轴缓缓转动，只有6微米
厚度的铜箔像布匹一样呈现在记者眼
前。

铜箔像绸缎般闪闪发光， 用手轻
轻触摸，窸窸窣窣着响，几乎感觉不到
厚度。

“它的厚度只有头发丝的十分之
一。” 华创新材副总经理殷勇介绍，铜
箔广泛应用于通讯设备、 锂离子蓄电
池、电视机等，随着电子科技的发展，
市场对高性能铜箔的需求日益增加。

殷勇用蓄电池来打比方， 铜箔越
薄，密度越高，同样体积的电池便可承
载更大容量的电量。

殷勇指着一卷6微米厚的铜箔告诉
记者，铜变铜箔之后，市场售价已是原材
料铜的1.5倍。

铜陵市经信委副主任周金生说，
铜陵正在打造铜杆、线、板、带、箔、管、
棒、 粉及铜艺术品等上下游产品配套
的产业链，加强铜产业核心带动力。

据了解， 铜基新材料产业链已经
成为安徽第一个获国家批复的区域特
色高技术产业链。

据铜陵市经信委提供的数据，今
年前5个月，全市81户铜产业企业实现
产值542.2亿元，同比增长18.5%；铜基
新材料产业实现产值282亿元， 增长
22%。

充满活力的党建脉搏

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
———攻坚克难在一线

———来自长江经济带的报道
雨花区融城苑社区：

铜陵，采矿路尽之后

�荨荨（紧接1版②）作为长沙最方便的一条过江通
道，很多市民即便知道堵车，还是选择橘子洲大
桥通行。”陈坚说。

施工期间， 长沙首次较长时间
较大区域限行

8月5日晚，“服役”46年的橘子洲大桥提质改
造工程启动，主要包括人行道改造、车行道改造、
桥面排水改造、桥梁常规病害维修、增设限高门
架等。通过提质改造，将提高桥面行车舒适度，提
升大桥整体形象。

施工期间，长沙交警将采取相应交通管制：8
月5日—8月13日的22时到次日6时，对橘子洲大
桥半幅封闭施工半幅双向通行；8月14日—8月19

日，桥梁全封闭施工；8月20日—8月30日期间的
22时到次日6时， 对大桥半幅封闭施工半幅双向
通行。 预计9月30日前， 橘子洲大桥完成提质改
造。

封闭施工期间，橘子洲大桥交通流量需全
部对外转移，预计将导致周边道路和过江通道
的流量大增。 为此，8月14日至17日， 每天7时
至22时，长沙交警将对福元路大桥、银盆岭大
桥、猴子石大桥、湘江营盘路和南湖路隧道实
施单双号限行的措施。 日期为单数的当天，禁
止号牌 (含临时号牌 ) 最末一位数为双数
(0.2.4.6.8)的机动车通行；日期为双数的当天，
禁止号牌 (含临时号牌 ) 最末一位数为单数
(1.3.5.7.9)的机动车通行。长沙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相关负责人表示， 采取单双号限行措施，
预计过江交通总量将减少35%，橘子洲大桥周
边过江通道及两端衔接转换道路交通将得到
缓解。

“这是长沙城市交通管理中首次较长时间、
较大区域限号通行，也是市民对机动车限制出行
的一次深度体验。” 长沙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处罚
教育科副科长肖强表示，当前，长沙市机动车保
有量持续增长，将来增长到一定程度后，不可避
免将实行限制性措施。因此，这次限行也将带动
市民反思出行方式，同时为以后的交通管理提供
一些借鉴。

岳麓交警大队六中队民警说， 为了避免拥
堵，建议大家绕道通行。在两个半封闭时段，可以
绕行营盘路隧道、 银盆岭大桥还有南湖路隧道。
在全封闭施工阶段，可以走三汊矶大桥和湘府路
大桥，这两座大桥不限行。

长沙将首次较长时间较大区域限行

� � � � �荨荨（上接1版①）
多少年来， 贫困就像一块厚重的坚冰，“冰

封”住桂东通往小康的通途。2014年建档立卡时，
全县贫困人口为14979户46022人。

为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该县继承和发扬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颁布地的优良传统，坚
持把脱贫攻坚作为全县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
工程来抓，精心谋划、精细部署、精准施策，全
面压实脱贫工作责任，实行“一月一调度、一月
一督查、一月一排名、一季一讲评、年终算总
账”考核督导机制，推行脱贫工作“一票否决”
制，对所有村（社区）和贫困户实施驻村帮扶与
结对帮扶全覆盖……

“县里实现每一个村（社区）都有县级以上驻
村工作队帮扶， 至少一名县级干部联村指导，每
一个贫困户都有结对责任人帮扶。” 桂东县扶贫
部门负责人介绍，全县现有113个村（社区）全部
安排驻村帮扶工作队，组织全县4418名机关党员
干部与贫困户结成帮扶对子，结对帮扶覆盖率达
100%。

帮扶责任人每月对结对帮扶贫困户访谈2次
以上，“把政讲明、把心焐热、把底摸清、把策施准、

把贫脱掉”。该县通过党建引领脱贫攻坚，实现了
党建工作与精准扶贫有机结合、深度融合。

多措并举4万多人脱贫

贫困，“贫”在产业，“困”在发展。
桂东县坚持“产业主导、全面发展”总战略，

抓好产业扶贫， 实行做优优势产业推动发展、依
托龙头企业带动发展、 优化合作组织服务发展

“三种模式”，帮助群众稳定增收、脱贫致富。
仅去年，该县发展种植茶叶8000亩、朝天椒

5000亩、油茶3450亩、中药材3800亩，稻田放养
禾花鱼5200亩； 帮扶2220户贫困户发展畜禽养
殖，户均年增收入2000元以上。通过产业扶贫带
动脱贫人数占总脱贫人数的77%。

该县创新帮扶方式，拓宽就业渠道，全力实
施5个“千人计划”， 即完成技能培训1000人以上，
组织推荐1000人以上到发达地区就业， 鼓励引
导1000人以上到县内企业培训就业， 探索中国

中铁劳务承包模式、 带动1000人以上到中国中
铁公司就业，提供1000个以上公益性岗位，每年
助推大量贫困人员就业。

2016年以来，中国中铁公司在对口桂东开展
扶贫工作中， 实施中国中铁培训与就业工程，每
年既为桂东贫困劳动力提供免费挖掘机或职业
技术教育培训，又输送当地劳动力到其相关项目
部务工就业。

此外，该县还多措并举,抓细民生兜底，巩固
脱贫基础，大力实行“教育助学、健康扶贫、兜底
保障、生态补偿”4项措施，设立并壮大扶贫助学
基金500万元、扶贫灾害救助基金200万元、扶贫
医疗救助基金1500万元，防止因学、因灾、因病致
贫和返贫……

据了解，截至去年底，桂东县累计实现脱贫
14407户44620人，61个贫困村全部退出贫困序
列，贫困发生率为0.96%。

目前，该县正以脱贫“摘帽”为契机，坚持“摘
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
不摘监管”，提速县域经济发展，确保贫困人口稳
脱贫、不返贫，率先在罗霄山片区建成全面小康
社会。

桂东脱贫了

� � � � 8月8日， 安徽省铜陵市华创新材料有限公司生箔车间。 黄婷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