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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底，长沙高新区雷锋街道召集“大
棚房”整治约谈及丈量认定工作组赴6个整治
点进行约谈、摸底，并组织辖区内各村等相关负
责人召开“大棚房”摸底工作部署会，全面打响

“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以“起步就是
冲刺，开局即是决战”的决心和勇气，高效有序
推进整治工作的进行。

“清理整治‘大棚房’是一项严肃认真、不

打折扣、务必完成的政治任务，在这个问题
上，没有特例、没有特殊。”金胜利表示，街道
严格按照上级要求来整治和推进，确保高质
量按时完成整改任务。

在3月28日至31日的短短4天时间内，
雷锋街道办事处提前完成了长隆、翊廷、农夫
等 6 家总面积达 23215.29 平方米“大棚房”
的拆除整治，并在3天时间内完成了长隆、翊

廷、农夫、江南4家农家乐拆除区域的复
绿工作，确保整改验收经得起中

央督察组的检验。7 天时
间内完成“大棚房”的

整治和复绿，这就是
雷锋街道党员干

部 作 为 雷 锋 精
神的践行者所
创造出的“雷
锋速度”。

雷锋街道
办事处整治问

题的速度让人惊叹，在项目推进时的速度也
不容小觑。

今年，雷锋街道获得项目大丰收：2019年
雷锋街道分四批次共实施中联项目一期、双创
基地、桥头家苑二三期、平安小学、新能源配套
基地等12个大小项目，全部实现清零腾地，现
已完成征地 5192 亩，未新增一处遗留问题。
计划投资近千亿的中联智慧产业城项目仅用
10 天完成一期签约后，5 天内 312 户全面倒
房，实现了提前交地；确保后续长达4个月总
量600多万方卸土顺利实施。目前，中联项目
场地强夯和一期厂房基础建设正如火如荼推
进。

同时，雷锋街道千方百计优化营商环境，
完成近千冢坟墓的迁移，确保杉杉能源10万
吨动力电池材料长沙基地项目二期、桑德新
能源智能汽车产业园、浙江电咖新能源、通达
电磁能高端装备产业化基地、越秀地产、招商
蛇口地产等多个重大产业和商业地产项目的
落地。

张 健 金胜利 李湘湘 张 笛

雷锋精神离我们远了还是近了，这
个时代是否还要雷锋精神？在雷锋街
道，我们得到的答案是肯定的。

“昨天的纯农村、今天的结合部、明
天的新城区”，这是雷锋街道现阶段的真
实写照。

作为高新区和湘江新区开发建设的
主阵地，雷锋街道已呈现出城市雏形。未
来，如何肩负起发展地方经济、确保项目
落地、推进产城融合的同时，履行好社会
管理服务职能，成为街道当前党建工作研
究和实践的重要课题。

近年，雷锋街道传承雷锋精神，厚植
党建根基，让雷锋精神符号高度融入街
道经济、文化、社会及党建等各领域，打
造“雷锋品牌”组织活动建设，走出了一
条属于自己的“雷锋特色”党建之路。

雷锋街道严格按照中央、省委、市委和

长沙高新区党工委的统一部署和要求，以检

视问题为关键、以整改落实为目的，扎实推

进主题教育各项工作。全街主题教育起步

早、开局好、措施实，一系列实实在在的成效

让群众真切感受到主题教育带来的变化。

在全面推进主题教育过程中，街道领导

班子走在前、作表率，带头开展学习、调研，

不断掀起主题教育学习热潮。

街道党工委列出必读书单，编印党员

“口袋书”，发放各类学习资料 8000 余册。

值得注意的是，雷锋街道将学习雷锋精神融

入主题教育始终，在《学习清单》中增加《雷

锋日记》，深化对雷锋精神的认同。

主题教育成效如何，重点看检视问题、

专项整治是否到位。

雷锋街道把学和做结合起来，把查和改

贯通起来。街道围绕党建引领、拆迁安置、

创新社会治理、优化社会服务等确定了6个

方面10个调研课题；敞开门听意见，共开展

各层次座谈走访 20 余次，谈话谈心 200 余

人，收集问题建议 84 个。结合专项整治

“改”问题，截至目前，已完成79个问题的整

改，整改率达94%。

近日，我们从雷锋农产品大市场获知一

个好消息：困扰市场业主 12 年之久的“心

结”终于解决了！

原来，业主们购买的房屋门面因开发商

原因迟迟未能办理不动产权证。在主题教

育中，街道党工委书记金胜利将解决群众反

映强烈的房产办证难问题，作为自己领办的

民生实事之一，亲自督办解决。经过与市不

动产登记中心、市税务局、市处遗办、望城区

国土局、望城区房产局、望城区法院多次协

调对接，现已完成80余本不动产权证办理，

剩余资料齐全的40余户有望在农历年内办

理到位。

这仅仅是雷锋街道以主题教育为抓手

努力解决民生难题的一个缩影。

街道坚持为民利民便民，全面提升服务

的实用性、便捷性和精准性。在雷锋供电所

的大力支持下，街道完成黄桥大道以西非控

规区域约 20 平方公里的电力改造扩容，惠

及人民群众1万余人；机关干部对辖区内最

大的山水英伦小区开展了“全面四民走访”，

共计入户登记 2437 户，收集问题线索 731

条，按业主意愿成功完成新老物业交接；在

谢家湾 60 号令安置小区接入了煤气管道，

为1200余户安置群众的生活解决一个大难

题；克服重重阻力，曾经几次群访的医疗健

康城项目拆迁群众实现了调剂安置；2019

年街道共发放低保、救助、优抚等资金

1543.5万元；农村土地确权颁证5399本，实

现新增稳定就业和转移就业 672 人……雷

锋街道把主题教育成果充分体现在为民办

事、为民解困、为民服务中，不断增强人民群

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雷锋街道始终把党风廉政建设摆在

重要位置：一岗双责落实有力，进一步建

立健全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机

制和工作机构；作风建设坚持有效，街道

廉政微电影《清风不染尘》在长沙高新区

首届廉政微电影评选中荣获最佳影片；执

纪问责实施有方，街道纪工委和机关党支

部常态化加强对党员干部作风建设和执

行纪律情况的监督。

“这里，雷锋出生的地方；这里，雷锋精神
的起源；这里，现代雷锋的标杆；这里，新时代
雷锋聚集。”

今年，雷锋街道通过实施“雷锋品牌”建
设三年行动计划，打造出“一路”（雷高路雷锋
主题文旅示范路）、“一园”（提质雷锋主题文
化公园）、“一堂”（整合运营推广雷锋学堂）、

“一馆”（建设地下党党史资料展览馆）、“一社
区”（雷锋解答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荷花塘社

区）等项目，通过“雷锋品牌”运营、推广，助力
长沙高新区建设精致精美、宜居宜业、充满活
力、彰显信念的“雷锋新城”。让雷锋精神展
现在雷锋街道的方方面面，让居民在生活中
感召雷锋精神的内涵。

雷锋街道因地制宜，与雷锋纪念馆形成
差异化发展，坚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
建共享”的原则。雷锋街道以雷锋纪念馆、
省党史陈列馆、雷锋主题文化公园、地下党

党史资料展览馆为核心，辐射至周边地区，
重点打造出了雷锋文化及党建工作特色核
心区域。

在传承中创新，以创新促传承。雷锋街
道在新时代发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引
领精神，凝心聚力把爱国主义教育融入到雷
锋人的日常生活与工作中，努力打造出一个
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重要窗口”和“示范基地”。

在雷锋街道，“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转化为
一件件为民便民实事。“只有人民幸
福了，党建工作才能获得老百姓支
持。”

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民，雷锋街道
选择荷花塘社区与和润园社区作为

“15 分钟生活圈”试点区域，以群众
需求为导向，“缺什么”就“补什么”，
着力让城市功能更完善、城市设施更
便民。

对照荷花塘社区与和润园社区
“15 分钟生活圈”任务清单，雷锋街
道投资了400余万元对11个项目进
行了提质改造。同时，街道新政务中
心按要求进行了改造并投入使用，实
现了街道政务中心、两保站、城管合
署办、文化站等机构的集中办公，让
老百姓办事更便利，跑腿更轻松。

除了提升居民幸福感外，雷锋街
道也希望借此契机，促进其逐步向

“慢生活、细管理、厚文化”的城市精
品社区转型，为街道未来几个村集中
安置区的“15分钟生活圈”进行有益
探索，大力推行政务服务“马上办、网
上办、就近办、一次办”，全面铺开便
民利民的服务建设。

回顾 2019 年，这是雷锋街道务
实事、干大事，跨越发展的一年。

在长沙高新区党工委、管委会的
正确领导下，雷锋街道党工委、办事
处把握机遇、开拓创新、顽强拼搏、锐
意进取，圆满完成了全年工作目标。

从雷锋精神到“雷锋品牌”、“雷
锋速度”，我们欣喜地看到：

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在此不
断演绎，雷锋，用他年仅 22 岁的生
命，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党员；

一场对接时代的“行动”全面铺
开，雷锋街道办事处的党员干部们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紧握住接力棒，将
雷锋精神不断传承发扬！

文化滋养 雷锋精神呼应时代

“雷锋速度” 项目攻坚战果累累

党建引领 主题教育“落地生根”

为民服务 幸福之城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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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月月55日学雷锋日日学雷锋日，，雷锋街道全国最美志愿者赵建恒雷锋街道全国最美志愿者赵建恒（（左六左六））为雷锋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为雷锋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站））授旗授旗。。 熊英熊英 摄摄

中联智慧产业城中联智慧产业城（（一期一期

二批次二批次））项目项目““倒房腾地奖倒房腾地奖””

集中发放大会集中发放大会。。 王鹏杰王鹏杰 摄摄

中联智慧产业城开工仪式。 黄尧 摄

雷锋街道领导慰问困难群众。 黄尧 摄长沙特大暴雨期间，领导干部冒着倾盆大雨第一时间赶到各个险情处
进行防汛减灾。 黄尧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