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泥塘社区组织党员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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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鹰报·新湖南社区频道记者 曾金春
近年来， 长沙市芙蓉区东岸街道

黄泥塘社区将加强城市基层党建、 创
新社区治理作为 “一号课题”， 聚焦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整体成效， 不断
推进创新社区党建工作机制， 以党建
引领点燃 “红色引擎 ” ， 通过创新
“红色驱动”、 搭建 “红色平台”、 打
造 “红色品牌”， 以城市基层党建高
质量发展推动社会治理水平不断提
升， 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幸福感。

创新社会治理“红色驱动”

黄泥塘社区是个刚成立 4 年的
“年轻” 社区， 辖区面积 1.08 平方公
里， 居民人口约 1.2 万人， 社区党总
支下设东驿竹园小区党支部和天园
假日小区党支部两个支部。

辖内天园假日小区是个 10 多年
的老小区， 小区内植物茂盛 ， 这些
树 木 在 为 小 区 增 添 绿 意 的 同 时 ，
虫患问题也困扰着居民 。 今年 6 月
初， 小区党支部多次与物业公司开会
沟通 “灭蚊行动”， 确定每周三、 周
日两天的早上 8 时 30 分喷洒灭蚊虫
的药， 并由党员、 志愿者现场监督，
最终在 8 月底， 蚊虫明显减少。 “我
们小区的环境真好 ， 现在没有蚊虫
了， 我们晚上又可以散步了。” 居民
邓阿姨笑着说。

自社区成立以来， 黄泥塘社区坚
持以党建为引领 ， 搭建服务群众的
“红色平台”， 组建以小区党支部书记
牵头 ， 社区监督委员会成员 、 芙蓉
“清风侠” 志愿者、 社区网格员、 志
愿者为骨干力量的 “红色管家 ” 队
伍 ， 成立 “竹叶先锋 ” 志愿服务队
伍、 “幸福家” 议事会、 “东岸 e 家
亲” 红色物业， 以党员先锋模范为引
领， 筑强基层战斗堡垒， 畅通社区治
理的 “毛细血管”。

走进东驿竹园小区， 几位爹爹、
娭毑正坐在长椅上有说有笑。 黄泥塘
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社区通过小
区 “幸福家” 议事会得知， 居民想在
小区内有个歇脚的地方， 社区便积极

协调辖区企业开展捐赠活动， 为小区
新增了多条休闲长椅。 “以前在小区
散步 ， 没地方坐下来歇脚 ， 现在好
了， 多了很多长椅， 坐在长椅上与邻
居聊聊家常真好。” 邓爷爷说。

搭建党群服务“红色平台”

“这个家门口的活动中心， 为我
们这些退休老人提供了学习、 休闲的
场所， 真是太方便了。” 天园假日小
区的党员活动中心内 ， 69 岁的老党
员杨贤志跟其他党员交流的时候， 竖
起大拇指。

黄泥塘社区把学习党史同为民服
务结合起来， 以为民、 便民、 安民为
主题， 聚焦解决群众身边各类 “急难

愁盼” 问题 ,通过整合优化党建资源
搭建党员群众综合服务小阵地。

“近年来， 长沙将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建设纳入 ‘15 分钟生活圈’， 着
力解决老人养老问题， 打造标准化居
家养老服务中心。 今年 6月， 天园假
日小区党支部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正式成立。” 黄泥塘社区党总支书记马成
告诉记者， “让小区治理从居民日常生
活中来、 落实到居民生活中去。”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结合居民
丰富业余生活的需求和社区老年人多
的实际， 因地制宜建设而成， 三层的
独栋洋房， 使用面积 650 余平方米。
内设多功能活动区、 康乐活动区、 老
年网吧 、 党建活动室 、 日照休息室
等 ， 开设合唱班 、 手工班 、 舞蹈班
等， 丰富小区老年人的生活。

“以前我们几个好姐妹想跳舞没
场地 ， 现在好了 ， 有固定的活动场
地， 还有专业的老师来为我们授课，
现在我们这支队伍还经常参加区里
的比赛。” 提到活动中心， 居民覃秋
菊赞不绝口， 脸上的笑容藏不住。

（下转 2 版）

实施品质提升， 是事关群众利
益的民生实事， 日前， 听香水榭、
新家园等长沙市开福区第一批既有
小区品质提升示范项目已进入收官
阶段， 外墙脱落、 消防设施陈旧、
停车位短缺等一系列功能型短板问
题均得到补齐和完善。

位于四方坪丝茅冲社区的新家
园小区楼龄超过 20 年， 设施年久
失修， 绿化带和楼栋间路面破损，
隐患重重。 通过居民共商议事， 开
福区启动房屋维修基金， 目前小区
电力专改公、 消防供水系统全部更

新， 并合理规划划出 82 个停车位，
铺设 4600 平方米的崭新沥青路面。
“通过社区和业委会征求大家的意
见， 我们小区大部分业主签署了建
议书， 启动了维修基金， 改造得比
较快。” 小区居民黄英姿说。

在去年 10 个既有小区品质提
升的基础上， 今年开福区还将启动
32 个既有小区品质提升 ， 撬动社
会投资约 4000 万元 ， 目前已动工
项目 20 个， 助力全区实现高标准、
高质量的居民小区共治共建共享。

（据微开福微信公众号）

近日， 嘉禾县龙潭镇扶塘村， 党员志愿者向村民宣传廉政文化知识。 该镇注
重把廉政文化建设与新农村建设相融合， 创新载体， 在辖区村庄、 公共场所、 主
要路段设置廉政文化长廊、 宣传橱窗， 同时不定期举办清廉讲座， 营造“人人崇
廉、 人人倡廉” 的浓厚氛围， 为乡村振兴注入“廉动力”。 通讯员 黄春涛 / 摄

清廉文化润民心
启动 32个既有小区品质提升改造
长沙开福区

党建引领化作基层治理“红色引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