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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镇保护

有了法律保障

位于贵阳市花溪区青岩镇核心

区的国家 5A级旅游景区青岩古镇是

罗再龙手中最重要的 “VIP 客户” 。

近年来，青岩古镇的旅游业井喷式地

发展，用电负荷快速增长，保障客户

用电安全成为供电所工作的重中之

重。

2014 年 3 月， 青岩古镇景区启

动 “贵州省第九届旅游产业发展大

会” 筹备建设，在花溪区旅发大会筹

备指挥部管网迁改专题会议上，罗再

龙提出要对整个青岩古镇景区内进

行电力远景规划，不能仅限于为了满

足旅发大会的建设需求，亦不能造成

今后重复投资建设。

之后的一个月，罗再龙“去掉”

周末， 每个工作日提前上班延迟下

班，整合供电所团队力量，与设计单

位人员共同协作跑遍整个古镇，结合

政府部门的景区规划定位，商讨制定

设计方案。

因为论据充分，数据详实，罗再龙

提出的规划建议最终在指挥部专题评

审会议上得到通过， 他所提出的电力

升级整体规划在 2016年青岩古镇创

建国家 5A级景区的建设上得到使用。

这一年， 罗再龙带领供电所骨干组成

突击队， 按要求全面完成青岩古镇景

区创“5A” 迁改建设任务，新建 10 千

伏电缆线路 4公里，新建环网柜 6台，

新增配电变压器 8台， 改造低压电缆

25公里，增容 5040千伏安。

2016 年 12 月与 2017 年 1 月，

罗再龙先后当选花溪区人大代表与

贵阳市人大代表。 在 2017 年贵阳市

人代会上，罗再龙针对青岩古镇景区

周边的交通安全整治提出改善建议。

同年，相关建议得到贵阳市公安交管

局回复并由该局筹措资金 200 万元，

对青岩古镇周边的市政公路安装交

通监控系统。 2018 年，该系统启用，

景区周边从前随意占道停车、拉客等

造成交通环境混乱的情况得到根本

整治，为景区的交通安全提供了有力

保障。

2018 年年初， 罗再龙当选省人

大代表，同样在这一年，罗再龙在三

级人代会上，与多名代表联合提名对

青岩古镇进行立法保护，在多次的立

法调研上， 罗再龙结合自身专业，对

古镇基础设施维修上提出可行的方

案，并得到贵阳市人大常委员的采纳

和认可。 通过代表们的共同努力，

2019 年 10 月，贵阳市出台《贵阳市

青岩古镇保护条例》，从此，青岩古

镇的保护有了法律保障。

变专项服务

为全面开花

从 2013年到 2019 年，青岩古镇

游客量由 300 万人次 / 年增长为

780 万人次 / 年，用电负荷也增长至

原来的 2.4倍，由罗再龙为队长的青

岩电力服务队“护驾” ，青岩古镇未

发生一起电力安全事故。 特别是

2016 年电网改造以来， 古镇未发生

一起中压故障停电，未出现低电压的

情况，未发生一起投诉事件，2019 年

第三方客户满意度 84 分， 达到国内

一流水平。

20 年如一日扎根农村工作，罗

再龙对农村存在的各类民生问题也

非常了解。自当选为区、市、省人大代

表后，他关注的视野从本职工作向社

会民生不断延伸。

在 2018年省人代会上， 罗再龙

将上年在市人代会上所提违章建筑

侵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 “代

表建议” 进行扩展，在此次会上进一

步提出 《加强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的建议》。 该建议再次引起省政府相

关部门重视，并于当年出台了细化的

整改方案并启动专项环境整治工作，

其核心内容包含用 3 年时间对全省

范围内达到 30 户以上的自然村寨，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改作业，确保美

丽乡村建设取得实效。 其间，罗再龙

从电网规划、可研、建设上利用自身

的专业技能，在农村电网升级改造上

争取更多的项目支持， 近三年来，贵

阳市花溪区在电网项目上总投资

5546.57 万元，涉及项目共 46 个，为

全区扶贫攻坚提供了安全可靠的电

力保障。

“既然人民选我为代表，我就不

能不作为。 只要是有价值的建议，只

要尚未彻底得到落实，我就会一直提

下去。 ” 罗再龙说。

杨志坚 张其琼

“这 15 户村民，我们扶贫

工作组加上村委会 6 个人实行

分户包干，推动卫生整改。 ” 由

南方电网贵州贵阳供电局党

委委派的清镇市暗流镇蒋家

院村第一书记刘后平，这些天

来为 15 户村民的房前屋后卫

生整治操着心。根据“一达标、

两不愁、三保障” 的脱贫攻坚

工作目标，现在全村 71 户建档

贫困户中，还有 15 户人居卫生

环境达不到整洁的要求，这也

直接影响着蒋家院村在即将

到来的各级脱贫攻坚验收中

是否能够“过关” 。

5 月 1 日，取消五一休假的

刘后平继 4 月 26 日、4 月 28 日

后一周内第三次来到村民郑昌

荣家，督促其打扫卫生，作为第

一书记， 他要对全部 15 户村民

的卫生整改负总责。

蒋家院村的卫生整治，多年

来一直是老大难问题。由于长期

没有自来水，村民们要从数百米

远的地方挑水吃，以至于常常一

盆水全家人要洗菜之后洗脸，洗

脸之后洗脚， 洗澡更是不敢奢

求。 因为没水，村里发展不起农

业产业，渐成“远近闻名” 的国

家级贫困村，现在村里 428 户村

民共有 300 多头牛，村民们喜欢

养牛，是因为牛只吃草，饲养成

本低，但是散养的牛对房前屋后

的卫生影响也很大。

如今， 包括郑昌荣在内的

15 户村民因卫生差属于 “最难

啃的骨头” ，尽管每一家都不缺

自来水， 都不缺政府低保兜底，

但各家有各家的情况，有孤寡或

患病失去劳动力的，有好吃懒做

只想等靠要的……

“扶贫先扶志，比改善收入

更难的是改变根深蒂固的思想。

采取‘盯人防守，因人施策’ 战

略，开动脑筋，为每一块‘难啃

的骨头’ 想办法、找出路，是我

们必须做的。 ”刘后平说。

正在院子里捆扎新扫把的

郑昌荣如今已经把扫把当成了

他赚钱的“法宝” 。 郑昌荣没有

工作，他的妻子与大儿子又长期

患病，贫困潦倒的一家人，连吃

饭都成问题，家里卫生更是无暇

顾及。

考虑到这个贫困家庭的特

殊情况，从 4 月起，刘后平协调

暗流镇政府及清镇市财政局设

立了 5 个村环卫公益岗位，向村

里最贫困的 5 户村民每户提供

一个就业岗位，郑昌荣得到了其

中一个岗位，为解决村里主要村

路的卫生保洁。 如今，由财政帮

他缴纳五险一金 ， 外加每月

1300 元收入， 确保他能够维持

全家生计。

“扶贫攻坚越往后越要做

到精准。 按下工作‘快进键’ 的

同时，要更细更实，真正形成脱

贫攻坚的合力。 在扶贫这条路

上，我们绝不落下一人。 ” 刘后

平说。

杨志坚 张其琼

清镇市蒋

家院村第一书

记刘后平“战

贫”记

罗再龙———

活跃在电力 线的人大代表

为精准扶贫

按下“快进键”

5 月 15 日，贵阳市第十

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

议胜利闭幕。 作为贵阳市十

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南

方电网贵州贵阳花溪供电局

青岩供电所所长罗再龙也再

一次参会， 为地方发展和民

生建言献策。

7 年来， 罗再龙的身份

从青岩供电所副所长、 所长

扩展到区、市、省三级人大代

表， 他总会充分利用自己的

身份，立足本职，守护好青岩

古镇一房一街、一砖一瓦，主

动作为， 担负起沉甸甸的历

史责任， 把多个不可能变成

可能。从 2016年当选花溪区

人大代表至今， 他共提出代

表建议 15 件，得到政府部门

落实解决的有 8 件， 正在解

决的有 3 件。 有针对电网规

划建设难点的； 也有针对花

溪城区交通拥堵严重的；还

有针对居民小区消防通道被

占用的……这些代表建议，

他为民而提，不言放弃，人称

“善谏罗” 。

刘后平

整理贫困户

档案材料

刘后平帮助村民清理垃圾

罗再龙在青岩古镇检查客户用电

罗再龙（中）向村民了解用电需要

罗再龙正在工作

南方电网贵州贵阳供电局祝贺《贵阳晚报》创刊 周年

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