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长沙天心区桂花坪街道金桂社区，志愿者“金姐”“桂哥”助人为乐的身影随
处可见。 通讯员 供图

本报6月10日讯 餐馆油烟味
太呛人、 下水道堵塞、 天花板渗水
……面对日常生活中大大小小的
“麻纱”事，长沙天心区桂花坪街道
金桂社区居民马上想到的是找“金
姐”和“桂哥”。

共享时代， 如何让小区麻烦事
又快又好地解决？ 金桂社区深挖志
愿服务队潜力，推出“一事一群”的
精准解纷机制，有问题先建群，专人
专办，事情不解决不撤群，直到居民
满意为止。

有投诉先拉微信群

小区居民们口中的“金姐”“桂
哥”，其实是金桂社区“金姐桂哥”志
愿服务队的志愿者们。 遇到大大小
小的问题、纠纷、困难，居民们第一
时间总会找社区反映。

“近段时间， 社区开了家烧烤
店，很受年轻人喜爱，生意红火。可
住在周边的居民意见却很大， 每天
都得忍受烧烤店的油烟， 连开窗户
的自由都没有了。”志愿者王美兰告
诉三湘都市报记者， 油烟呛人让不
少居民难以忍受， 社区陆续接到了
多起投诉与求助。

如何解决这个矛盾？社区通过
微信建了一个小群，将烧烤店负责
人、“金姐桂哥” 志愿服务队协调
员、物业、城管、环保等相关单位负
责人拉进群， 约时间实地考察，碰
头确定解决方案。 有了这个联系
群， 社区能随时传达居民的意见，
各部门也会提出整改建议，志愿者
更是全程跟踪协调，促使解决方案
得到落实。

“店家采纳了整改意见，加装了处
理油烟设备， 油烟问题明显改善。”
王美兰说， 目前烧烤店正在逐步进
行整改。

问题没解决，微信群不解散

“我们小区前身是一个农安小
区，现在发展得越来越好了。”金桂
社区党支部书记范雪清表示，社区
经过提质提档， 面貌焕然一新，其
中离不开群众的支持。从2017年底
创立“金姐桂哥”志愿服务队以来，
社区群众纷纷响应，积极为社区的
建设贡献力量。

“生活中难免出现一些棘手的
问题，处理不及时，影响邻里关系，
也不利于社区建设与发展。”范雪清
介绍， 社区充分利用志愿服务队潜
力，推出“一事一群”的精准解纷机
制。遇到投诉，先将社区、志愿者、所
涉及的单位部门工作人员拉进一个
群， 共同协商解决方案，“问题没解
决，群就不解散，切实解决群众的急
难愁盼。”

随着居民认可度越来越高，社
区制作了“金姐”、“桂哥”的卡通形
象，还申请了版权，鼓励大家都来成
为志愿者。“女志愿者都是‘金姐’，
男志愿者都是‘桂哥’，很好地展现
了社区志愿者队伍的阳光形象。”范
雪清介绍。

■记者 杨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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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10日讯 景区、大学生、
明星艺人、抖音创作者、微博大V，碰
撞出了怎样的火花？经过近3个月的
“文旅金点子大作战”，今天下午，湖
南省第十届网络文化节———“策游
潇湘‘营’出花YOUNG”湖南文旅
推广活动在长沙市望城区圆满落
幕， 颁奖典礼暨靖港古镇端午民俗
巡游发布仪式同时举行。

“策游潇湘‘营’出花YOUNG”
湖南文旅推广活动以“一起拍湖南”
为主题，在全省共遴选邵阳武冈、湘
潭韶山、 望城靖港古镇、 酒仙湖景
区、平江石牛寨、岳阳十三村、城头
山旅游景区、阳明山旅游区、沅陵辰
龙关、洪江古商城、张家界大峡谷11
家旅游景区，由11家景区“出题”，向
全省11所高校学生发出开放式“命
题”邀请。

活动自3月12日启动以来，受到
广泛关注。 青年学子充分利用抖
音、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展现
湖南诸多景区的独特魅力，助力湖
南文旅事业强势“出圈”，让人眼前
一亮。芒果TV艺人、抖音创作者、
微博大V的“流量大号”也为活动
“添了火”。 截至5月， 在活动实战
阶段活动微博总话题#一起拍湖
南#阅读3.3亿，讨论123万 ，抖音
话题#一起拍湖南#播放3.3亿，视
频发布量9038条，单个视频最高点
赞44.7万。

活动评选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
2名、三等奖3名、优胜奖5名，现金奖
励达12万元。 最终， 湘潭大学花
YOUNG团脱颖而出， 获得一等奖。

■记者 丁鹏志
通讯员 王一辰 谢添翼

本报6月10日讯 逛景
区最怕的是什么？ 答案必然
是长时间的排队。今天上午，
湖南湘江新区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湘江集团）与
腾讯文旅宣布达成战略合
作，共建“科技+文化”文旅产
业生态圈。同时，双方合作的
首个数字化项目“大王山智
慧文旅平台”宣布正式上线。
今后游客逛湘江欢乐城景区
可体验在线购票、刷脸入园、
预约停车、智能寻车等功能，
减少排队时间， 享受更好的
游玩体验。

6月10日， 记者在现场
体验了一把“大王山智慧文
旅平台”。

在微信搜索并打开“湘
遇欢乐城”小程序后，记者直
接通过手机购票并完成人脸
绑定， 在景区入口处直接刷
脸秒入园， 相比此前刷身份
证或二维码确实便捷了不
少。完成人脸绑定后，游客还

可在园内享受刷脸使用储物
柜， 无需二次排队领取储物
手环。借助平台，还能在景区
享受刷脸消费、 一键找车等
新功能。 据园区工作人员介
绍，游客在刷脸入园的同时，
机器也能扫描游客的身高范
围， 可在游客进入欢乐雪域
游玩前领取防寒外套时，迅速
提供适合游客身形的衣物。

“这个智慧平台在游前、
游中、 游后三个阶段都能提
高游客游玩效率， 无需再将
宝贵的游园时间花费在排队
和找车位上。”湘江集团智慧
城市部负责人唐尧介绍。

据了解，经过8个多月的
“闭关”之后，湘江欢乐城欢
乐水寨将于6月12日以全新
姿态展现在游客面前， 除原
有的“巨浪湾区、合家欢区”
项目， 备受期待的“尖叫谷
区”游玩项目将首次开放。

■记者周可
通讯员田尧江戴唯

长沙广发银行大厦
对外招租公告

一、房产情况介绍

长沙广发银行大厦地处拥有湖南
“陆家嘴” 之称的湖南金融中心核心地
带，长沙市岳麓区滨江路 195 号，滨江路
与支路九交叉口西南角， 西距地铁 4 号
线茶子山站 300 米， 顺畅连接高铁、机
场，通达全球。大厦正对长沙“三馆一厅”
及浏阳河与湘江交汇处， 北东南三面
270°可揽江景。大厦采用国内最先进的
设计理念，办公区共 32层，楼高 161米，
层高 4.5 米，单层面积 1400 平方米。 办
公场地宽敞明亮，楼内设有 14 台高端电
梯， 地下三层停车场，600 余个停车位。
紧邻湖南金融中心广场、滨水公园、运动
公园，周边商业资源成熟，金融保险企业
云集，高端住宅区林立，名校优质教育资
源丰富，入驻企业可享受政府奖励。

二、房屋租赁期限与租金要求

1.租赁期限：不低于 1 年，最长不超

过 9年；
2.租赁方式及价格：以整层为单位

出租，单价 90 元 / 月 / 平米，租金每三
年上涨 5%，可装修免租期 3个月。

三、承租人条件

承租人必须具备有效的工商营业执
照、税务登记证等必备资质证明。 文旅、
设计、基金、证券、保险、融资租赁、汽车
金融、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传统
行业区域总部等行业及单位优先。 不接
受餐饮、娱乐、住宿、建筑企业及互联网
金融行业。

四、其他要求

该大厦为写字楼， 租户不得改变其
用途， 租期内必须按相关规定持有合法
合规经营手续。

招租公告未尽事宜， 以双方协商签
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为准。

联系方式：0731-88336666

“麻纱”事不解决，协调微信群不解散
人人争当“金姐”“桂哥”，长沙金桂社区深挖志愿者潜力，“一事一群”精准解纠纷

“策游潇湘‘营’出花YOUNG”收官
湘潭大学团队荣获一等奖

刷脸一站式游玩，还能预约停车
大王山旅游度假迈入智慧文旅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