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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党建、提品质、惠民生——
—
邢

骁
初冬时节， 长沙市芙

老城新姿品自高

蓉区在晨曦中苏醒。 从城
市腹地到浏阳河畔， 昔日
设施落后、 脏乱可见的老
旧社区早已 不 见 踪 影 ，迎
来 “逆 生 长 ”； 从 人 民 东 路
到浏阳河大道， 一条条绿
道正在阳光下焕发生机。
行走芙蓉区， 城市广
场里、社区公园内，跳广场

秀美宜居的芙蓉区。

舞的“老长沙”们正迎风锻
炼；街头巷尾和社区楼栋，
随处可见党员和志愿者们
的身影，传递大政方针、走

党建引领铸就和谐家园

访困难群众、 协调邻里关
系……
新 中 国 成 立 70 年
来，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 芙蓉区不遗余力为百
姓建设幸福宜居家园。

2017 年 1 月 ， 芙 蓉 区 又
启动强党建、提品质、惠民
生 “三 大 工 程 ”和 “九 大 行
动”，进一步为宜居家园的
建设保驾护航。
幸福宜居， 如今已成
为芙蓉区的一张温
馨名片。

▲
“小小志
愿者”深入街
道社区宣传
社区提质提
档工作。

居民和小区物业有分歧如何协调？ 要是遇
到急难事怎么办？湘湖管理局西湖社区上线“智
慧西湖”APP，居民下“求助订单”，热心党员“抢
单”， 困难很快就能得到解决。 APP 还设置了
“党员点评台”，小区居民可以在线为党员打分，
积分计入“先锋指数”测评体系。
不只是西湖社区。近年来，芙蓉区将党旗插
—基层治
遍各个社区，全面升级社区“软件”——
理和服务。
群众路线是“走”出来的。 2017 年以来，芙
蓉区组织党员干部开展群众工作“连心行动”，
带着入户必循的“四看四问法”——
—一看住房就
业、二看日常衣食、三看学生入学、四看邻里关
系；一问健康与否、二问生活现状、三问困难诉
求、四问想法建议。 坚持问题导向，在这
个过程中， 芙蓉区对群众诉求实行
台账管理，完成一个，销号一个。
以人 民为 中 心 ， 工 作 得
“过细”，党员干部数量有限，
力量不够怎么办？ 芙蓉区通
过基层党建引领，凝聚“三
社联动” 强大合力。 这些
年， 各社区党组织搭建平
台， 不断孵化和培育社会
组织，再通过社会组织引入
外部资源和力量，让社工提
供专业化、针对性服务，形成

了政府与社会之间互联、互动、互补的社区治理
格局。
社区离群众最近， 但却相对缺乏处置问题
的权力。 今年以来，芙蓉区又创新推出“书记直
通车”，专解“疑难杂症”。 芙蓉区梳理出了一张
汇集全区最棘手难题的“问题报表”。 由区委书
记为“火车头”，相关区直部门为“列车”，再为区
“
两新”党组织
委书记、街道书记、社区（村）书记、
书记、驻区单位党组织书记搭建联通平台，直通
社区，消除工作堵点；直通现场，解决治理问题。
通过一核多元着力打通联系服务群众“最
后一公里”，芙蓉区全力铸就和谐家园。
在火星街道，路面上出现垃圾，马上就有人
捡起来。 由热心居民组建的“绿色环保志愿者”
“巾帼志愿者”等正忙得不亦乐乎。
党建引领下，全区志愿服务工作快速发展，
志愿服务观念深入人心， 一大批先进典型和优
秀品牌脱颖而出、不断壮大。 自 2012 年起，芙蓉
社区打造了“邻里帮帮帮”“邻里微帮”“先锋快
车”等多个服务项目，帮居民调解纠纷、维修水
电、提供爱心家政等服务；在文艺路街道，下辖
7 个社区分别成立了“姐妹港湾”紫色花、“新青
年俱乐部” 橙色花、“晚霞爱心公社” 红色花等
“七色花”志愿者服务队伍，对妇女、青少年儿
童、空巢老人等量身服务……
今年， 芙蓉区将志愿服务再一次升级。 3
月，芙蓉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授牌暨“文明实
践 365”志愿服务项目正式启动。 13 个街道志愿
服务队、12 支专业志愿服务队共同宣誓。 当日
起， 各志愿服务队将发挥专业所长， 从理论宣
讲、政策解读、文艺演出、便民服务、科学普及、
法律服务、卫生健康等方面，为群众提供 365 天
的精准志愿服务。
在这个过程中， 芙蓉区通过梳理重点文明
实践活动，建立志愿服务项目清单，探索构建群
众“点单”，部门“派单”，志愿者“送单”，群众“评
单”的工作模式，志愿服务天天送。
芙蓉区还致力于运用新思想解决新问题。 该
区依托全区 833 个党支部、760 人的宣讲队伍全
面推进学习小组建设，把党的新思想、新理论、新
观点送到社区居民身边， 讲到党员群众心坎里。
去年以来，一场与群众面对面的“
文明微谈”席卷
芙蓉大地，还有东湖街道的“东湖夜话”、晓园社
区的党建文化主题公园、
“
都正街剧场”理论宣传
示范基地……通过多种学习方式，打通党和政府
政策声音到达基层的
“
最后一公里”。

开慧双拥社区公园一隅。

内外兼修锻造品质家园
光阴的流逝，一度让城区的老化问题不
可避免。
文艺路街道识字里社区 35 号大院曾是
老城一“景”。“道路破破烂烂还打了不少补
丁，小区楼顶种满菜，路边垃圾乱堆。 ”两年
前家园这般光景，让居民刘老伯直摇头。
改变始于 2016 年，芙蓉区委、区政府决
定分批对辖内所有老旧社区进行提质改造。
识 字 里 社 区 35 号 大 院 于 2017 年 完 成 蜕
变——
—小区的道路平整了，乱堆的垃圾不见
了，楼顶没人种菜了，连老旧楼栋也换了“新
妆容”。“如今穿行 35 号大院，留拱式的红砖
小楼，复古的苏式建筑与房前屋后的浓密绿
荫呼应，美得很啊！ ”刘老伯笑容浮现。
识字里社区的提质改造只是一个缩影。
在全区的老旧社区提质改造过程中，芙
蓉区将功能升级和景观改造“两手抓”，内外
兼修为居民锻造品质家园。
前些年， 火星街道月桂社区路面坑洼、
路灯“失明”，居民家下水道经常堵塞，芙蓉
区将数十条栋间小路彻底翻修改造，使“失
明”的路灯“复明”，还将社区几乎所有的排

水管道除旧换新；朝阳街道朝阳社区紧邻长
沙火车站， 平时车流量特别大， 该区拆违
3000 余平方米，见缝插针挤出近百个车位，
有效解决了当地群众停车难和停车贵的问
题……
特色街巷群在提质改造后如雨后春笋
般涌现，各美其美。 走进东屯渡特色花街，树
成荫、花锦簇，该区还通过在通透式围墙、金
属围栏上用各色鲜花装点成圈，一年四季时
令鲜花轮番登场。 不只是东屯渡特色花街，
还有东湖古井乡愁文化街、 汉文化特色街
区、婚庆文化主题街、孝文化渔文化主题街
……
去年 1 月起， 一场席卷全区的环境污染
整治大会战——
—
“
蓝天保卫战”正式打响，该区
狠抓大气污染治理， 严格按照控尘、 控车、控
排、控烧、控煤、控油“六控”和“十个严禁”要
求，从严从重查处各类污染大气的违法行为。
找准了方向， 芙蓉区根据区情精准施
策。 对餐饮油烟实行分类处理，老旧小区家
庭式厨房要求改装油烟净化器，同时严格夜
市管理，非法店面关停；非法石材加工产生

的粉尘是大气污染的源头之一， 责令其停、
关、搬；对辖区“散乱污”开展拉网排查，劝其
全面退出； 结合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整治行
动， 全区生活垃圾将全部纳入城市管理范
围，做到日产日清……与此同时，该区组织
专业技术力量开展臭氧溯源分析，采购臭氧
监控设备提升精准治污能力。
如今，老百姓的“蓝天白云梦”正逐步实
现，今年 1 月至 10 月 27 日，芙蓉区马坡岭
站点累计优良天数 212 天，火车新站站点累
计优良天数 224 天。
这些反映环境治理成效的数字弥漫在
清新空气中，化作蓝天白云蕴藏在品质城市
里。
新画卷还在描摹，内涵正不断丰盈。 同
样是在去年，芙蓉区启动“一圈两场三道”建
设，预计今年年底前，芙蓉区将完成 19 个以
街道为基础的 15 分钟生活圈的打造； 建设
25 个停车场，新（改）建 15 处农贸市场；新
（改） 建人行道 58.62 公里， 改建自行车道
99.1 公里，打造历史步道 46 条，令居民幸福
感和获得感在家门口再升级。

惠民工程深化幸福内涵
建设宜居家园， 芙蓉区将内涵外延不断
拓展。
子女工作繁忙，医院排号麻烦，老人遇到
小病小痛怎么办？ 在芙蓉区，分级诊疗正解决
这一问题。 该区以辖内 13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为基础， 上联大中型医院， 下联卫生服务
站，建设“医共体”，探索分级诊疗服务，旨在
让“小病在基层，大病去医院，康复回社区”，
优化医疗资源配置。 在“医共体”内部，患者病
历在各个医院共享， 而超出基层医院诊断能
力的疾病，只需社区医生开具转诊单，患者就
能进入“绿色通道”，无需挂号排队。 目前，芙
蓉区共有 13 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39 个社区
卫生服务站，11 个村卫生室和其他医疗机构
230 多家，基本满足 15 分钟步行医疗圈的要
求。
推动这一惠民举措，并非一帆风顺。
几年前，说起社区医院，大多数居民都会
抱怨几句“医术差”“延误病情”……如今，不
少社区医院已经从以前的门可罗雀， 变成了
现在居民的看病首选。
如今， 社区医院成为了很多居民的看病
首选，这得益于“练人制度”。 芙蓉区卫健局介
绍， 每年招聘的年轻医生都要去区内湖南省
人民医院等大中型医院定期培训一年。 此后
还有不定期培训，全部医生轮流转岗，从而打
造“精专科”的全科医生。
社区医院是分级诊疗的前端和基础。 依
托社区医院打通从下到上的通道， 优质资源
就能顺利下沉。 目前，芙蓉区内社区医院均和
辖区内三甲、二甲医院签订了转诊合作协议。
前不久，4 岁小杨得了肺炎， 社区医院因设备
有限，立马联系了省人民医院儿科医生，不用
挂号排队，走绿色通道，并预留了床位。
2013 年，芙蓉区推行“家庭医生契约式服
务”，由社区医院委派“健康管家”，为当地居民
免费定期体检、健康干预诊疗，紧急情况还得
免费或有偿上门服务，引导患者合理分流。 文
艺路街道卫生服务中心每个科室都创建了微
信群，由负责人担任管理员，为入群的患者提
供 24 小时免费咨询服务， 群成员不仅能咨询
相关问题，还能预约诊疗服务。 站不住、挤不
动、等不及不再是看病的三大难，目前，芙蓉区
签约了家庭医生的居民超 10 万人。
在芙蓉区，群众获得感越来越强，不只体
现在就医更方便，也体现在教育更幸福。
近年来，芙蓉区把“幸福教育”作为区域
教育的核心理念， 致力于教育均衡发展，“不
让一个孩子在起跑线掉队”。 该区在全省率先
实行义务教育“零收费”政策，免费向学生提
供校服、饮用水和教辅资料，还依托名校集团
办学模式、优质学校托管模式、捆绑帮扶机制
等提升芙蓉教育的整体发展水平， 使得各学
校的软硬件实力逐渐“趋同”。
如今，大同、育才、育英、燕山等优质学校
已实行一校两址、一校多址的扩展渠道，辐射

芙蓉区东风小学。

到了原东岸片区、隆平新区，全区优质学校托
管已经形成体系， 这使得芙蓉区老城区和东
岸地区都拥有了一批小而精、 颇具特色的好
学校。“在我看来，‘幸福教育’就是要把老百
姓家门口的学校办好， 让市民无需为孩子的
择校问题而烦恼。 ” 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
“幸福教育”理念立足于课内，延伸到了
课外。 一到节假日，区少年宫的教职工就忙得
不亦乐乎，他们和 10 个就近的乡村学校少年
宫联合， 确保辖区内所有孩子都能享受高品
质课外教育。 区少年宫相关负责人介绍，音体
美、健康、科技教育，课堂以外的赛事指导等
培训，在这里都可以找到；而对于特困生，少
年宫的活动费用全部予以免除。
芙蓉区有老年人口近 6 万人，为实现“老
有所养”的民生目标，芙蓉区正在大力推进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优化退休人员服务、扩大养
老保险覆盖面， 让老年人的生活环境更加舒
心、生活娱乐更加丰富、生活品质更有保障。 目
前，芙蓉区已建成街道、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 32 家，实现了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日间照料
中心）街道全覆盖和居家养老设施全覆盖。
同时， 芙蓉区正在加快分期分批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中心建设，力争在 2020 年，实现
每个老年人口相对集中的社区都有一家居家
养老服务中心， 为社区内老年人提供日间生
活照料、精神慰藉、助餐、应急帮助、文化娱
乐、事务代办等服务。
幸福路上，不能让困难群众掉队。2016 年
以来，芙蓉区委、区政府深入基层调研，发现
该区现有的低保标准还不足以保障困难家庭
的基本生活， 民政救助在某些领域也还没有
一个常态化的机制。
2017 年 5 月份，芙蓉区出台《慈善精准救
助困难家庭实施办法》，推出“生老病葬急难
学贫”八大慈善救助项目，对以低保户为主的
困难家庭实行全面兜底；该办法分类明晰，帮
扶精细，明确了详细的救助内容和援助金额。
决心将区有限的经费，一笔一笔都花在“刀刃
上”。
芙蓉区的“绣花”式帮扶，为当地不少困
难群众解决了大问题。
一个多层次、广覆盖、立体式的民生保障
体系正在芙蓉区委、区政府的主导下生成。 完
善城区功能、 加快医疗改革， 推动“幸福教
育”、全力扶贫助困、助力创业就业……民生
工程一项项接力、赛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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