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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第十五届人民
政府第 33次常务会议纪要 

 

2019 年 9 月 24 日，县人民政府县长李建华主持召开第

十五届县人民政府第 33 次常务会议，研究《普洱市孟连县南

基河流域及相关区域水资源利用规划》《孟连县南碾河生态

河道改造方案》等 18 个请示事项，通报《孟连县 2018 年财

政决算（草案）》等 3 个事项。现纪要如下： 

一、关于《孟连勐马芒朗石膏矿采矿权协议出让方案》

事宜 

会议听取了县自然资源局关于《孟连勐马芒朗石膏矿采

矿权协议出让方案》的情况汇报，并对相关事宜进行研究。 

会议指出，经县自然资源局、县住建局、县水务局、县

林草局等有关部门联勘联审，同意孟连县朗滨矿业有限公司

扩大勐马芒朗石膏矿矿区范围，矿区范围扩大为 0.0652 平方

千米，生产能力为 10 万吨/年。目前，孟连县朗滨矿业有限

公司按已编制相关资料，具备了转型升级办理采矿许可证条

件。 

会议决定，原则同意《孟连勐马芒朗石膏矿采矿权协议

出让方案》，以协议出让的方式出让孟连勐马芒朗石膏矿采

矿权，协议出让底价为 116.91万元，采矿权出让期限为 5年，

协议受让人为原矿权人孟连县朗滨矿业有限公司，矿权开采

规模为 10 万吨/年。 

会议要求，一是县自然资源局要尽快依法依规办理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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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让相关手续，并在《采矿权协议出让合同》中明确受让人

相关责任和义务等细节；二是县自然资源局、县应急管理局

等相关部门要加强日常监管，确保企业在批准的范围内按规

定进行开采，同时，要督促企业规范矿产品运输，不得在公

路沿线等公共地带随意堆放矿产品；三是县自然资源局，勐

马镇等单位要引导好企业处理好与当地居民的关系、避免因

采矿引发矛盾纠纷。 

二、关于《普洱市孟连县南基河流域及相关区域水资源

利用规划》事宜 

会议听取了县水务局关于《普洱市孟连县南基河流域及

相关区域水资源利用规划》的汇报，并对相关事宜进行了研

究。 

会议指出，对南基河流域及相关区域进行规划建设，有

利于解决集镇、口岸、工业园区不断发展壮大而产生的区域

内水资源供需矛盾，为该片区内集镇和农村人饮、工业园区

及农业灌溉提供充沛用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有效提升群

众满意度。 

会议决定，一是原则同意《孟连县南基河流域及相关区

域水资源利用规划》，按程序拟请县委审定、县人大常委会

审议。 

会议要求，一是县水务局要充分发挥牵头部门的作用，

积极向上级部门争取项目资金支持。各相关单位要按照规划

目标和相关工作要求开展好水库、水泵站项目的筹备及推进

工作，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做好水源头及其周边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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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工作，确保规划的严肃性；二是芒信镇要充分履行

属地管理原则，结合河（湖）长制工作，加强对辖区内水资

源的保护和利用。 

三、关于《孟连县南碾河生态河道改造方案》事宜 

会议听取了县水务局关于《孟连县南碾河生态河道改造

方案》的情况汇报，并对相关事宜进行了研究。 

会议指出，孟连县南碾河是一条集农田排涝、行洪防洪、

廊道景观为一体的多功能河流。但由于河道多为天然河道，

河床狭窄、河堤低矮、易坍塌，大部分河段防洪能力不能满

足 2 年一遇（P=50%）洪水标准，严重制约了河道的防洪行

洪能力，给周边村民生命和财产安全带来巨大的隐患。对南

碾河进行生态河道改造，将大幅提升河道防洪、农田排涝能

力，同时将为打造水清岸绿景美的河道治理目标奠定基础。 

会议决定，一是原则同意《孟连县南碾河生态河道改造

方案》，按程序报县委审定、县人大常委会审议。 

会议要求，一是县水务局要加强与县发改局的对接联系，

积极争取各级各类项目资金支持，为项目顺利推进提供有力

资金保障。当前，要加快推进一期工程建设；二是由县水务

局牵头，有关责任单位配合，进一步细化方案，落实改造工

作和老河道监督管理及利用工作，彻底解决南碾河治理难问

题；三是娜允镇要按照属地管理原则，根据规划方案，认真

做好沿线群众的思想引导和征地拆迁工作，争取群众支持并

积极参与到南碾河河道治理工作中。 

四、关于清理收回结转结余资金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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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听取了县财政局关于清理收回结转结余资金请示的

汇报。 

会议指出，清理收回结转结余资金，是贯彻落实《国务

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进一步做好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精神的具

体举措，将加快盘活财政存量资金，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会议决定，一是同意县财政局将符合收回条件的结转结

余资金 2171.31 万元收回，按程序和规定统筹安排使用；二

是按程序报县委审定，并在年终预算调整时一并向县人大常

委会报告。 

五、关于安排收回结转结余资金事宜 

会议听取了县财政局关于安排收回结转结余资金的情

况汇报，并对相关事宜进行研究。 

会议决定，根据《财政部关于推进地方盘活财政存量资

金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一是同意县财政局提出的收回结

转结余资金安排计划；二是按程序报县委审定，并在年终预

算调整时一并向县人大常委会报告。 

会议要求，一是县财政局在保障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加

快资金拨付进度；二是各项目单位要加强前期工作，确保项

目在 2 个月内启动实施，并在年内使用完毕，若年末仍有结

余资金，将按规定全额收回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六、关于免去孟连县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会和监事会成员事宜 

会议听取了县国资委关于免去孟连县国有资产经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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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的汇报，并对相关事宜进

行了研究。 

会议决定，同意免去孟连县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职务，由县国资委按照有关

规定办理免职手续。 

七、关于任命孟连县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会和监事会成员事宜 

会议听取了县国资委关于任命孟连县国有资产经营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的汇报，并对相关事宜进

行了研究。 

会议决定，原则同意县国资委拟定的孟连县国有资产经

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人员名单，由县国

资委按照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八、关于免去孟连县扶贫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

和监事会成员事宜 

会议听取了县国资委关于免去孟连县扶贫投资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的汇报，并对相关事宜进行

了研究。 

会议决定，同意免去孟连县扶贫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职务，由县国资委按照有关规定办理相

关手续。 

九、关于任命孟连县扶贫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

和监事会成员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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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听取了县国资委关于任命孟连县扶贫投资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的汇报，并对相关事宜进行

了研究。 

会议决定，同意县国资委提请的孟连县扶贫投资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人员名单，由县国资委按照

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十、关于申请成立普洱丰华联合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事宜 

会议听取了县国资委关于申请成立普洱丰华联合实业

有限责任公司的汇报，并对相关事宜进行了研究。 

会议指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体制，是主动适应

经济发展新常态，促进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调整的有效途径，

一定程度破解贷款难、运营难问题，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发

展。 

会议决定，同意成立普洱丰华联合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由县国资委牵头按照相关规定办理有关手续。 

会议要求，一是县国资委要坚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

原则，加强对普洱丰华联合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的监督指导、

运营管理，确保国有资产不贬值或流失；二是县属各相关单

位要充分履职，积极支持公司组建工作。 

十一、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实

施方案》事宜 

会议听取了县财政局《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支持民

营经济发展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的情况汇报，

并对相关事宜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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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指出，制定《实施方案》是贯彻落实国家、省、市

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系列部署的具体举措，是推动“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措施，将推动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问题，切实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我县经济社会发展。 

会议决定，一是同意《实施方案》，由县政府办会同县财

政局，根据会提出的意见建议，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报县委审

定。 

会议要求，一是由县财政局牵头，各相关单位配合，严

格按照《实施方案》，认真抓好组织实施；二是要加大宣传力

度，吸引更多优质企业入驻孟连。 

十二、关于《孟连县“四好农村路”建设实施方案》（送审

稿） 

会议听取了县交运局关于《孟连县“四好农村路”建设实

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的汇报，对相关事宜进行

了研究。 

会议指出，制定出台《实施方案》是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农村公路建设重

要批示精神的具体举措。建设好、管理好、养护好、运营

好农村公路在服务“三农”工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好精

准扶贫攻坚战中具有重要作用，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

大举措。 

会议决定，原则同意《实施方案（送审稿）》，由县政府

办会同县交运局根据会议提出的意见建议，进一步修改完善

后按程序以县政府文件印发实施。 



— 8 — 

会议要求，各乡（镇）、各部门要提高认识，积极配合，

做好农村公路“建管养运”四个方面工作，确保到 2020 年完成

各项目标任务。 

十三、关于《孟连县立功受奖现役军人家庭奖励办法》

事宜 

会议听取了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关于《孟连县立功受奖现

役军人家庭奖励办法》（以下简称《奖励办法》）的情况汇报，

研究了相关事宜。 

会议指出，对立功受奖现役军人进行奖励是做好拥军

优属工作，积极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有效做法，能有效

增强现役军人及家属的自豪感、光荣感和提升群众爱国拥

军意识。 

会议决定，原则同意《奖励办法（送审稿）》，由县政

府办会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进一步修改完善后以县政府办

公室文件印发执行。 

会议要求，一是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要切实担起责任，

会同县人武部严格按照办法奖励标准对立功受奖军人家庭

进行奖励，把党和政府的关怀及时传达到位；二是要加大

宣传力度，积极为年度征兵工作营造良好氛围。 

十四、关于《关于深入推进孟连县农村社区建设工作实

施方案》（送审稿）事宜 

会议听取了县民政局关于《深入推进孟连县农村社区建

设工作实施方案》的汇报，对相关事宜进行了研究。 

会议指出，深入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工作是为创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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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社会治理，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提高农村居民生

活质量和文明素养，完善村民服务，健全村民自治，形成

乡土文化和现代文化融合发展的纽带。 

会议决定，原则同意《关于深入推进孟连县农村社区

建设工作实施方案（送审稿）》，由县府办会同县民政局进

一步修改完善后提交县委深改委审定。 

会议要求，一是各相关单位要严格按照重点任务分工

抓好落实，支持好农村社区建设工作；二是由县民政局牵

头，各相关单位积极支持配合，高质量完成农村社区建设

试点任务。 

十五、关于勐马镇勐啊村辖区范围成立新社区居委会事

宜 

会议听取了勐马镇关于勐马镇勐啊村辖区范围成立新

社区居委会的请示，并对相关事宜进行了研究。 

会议指出，随着勐阿边合区建设不断加快，勐马镇勐啊

村辖区内居民人口急剧增多，给勐啊村委会管理工作带来了

很大的困难。为了优化边境地区的小城镇建设，促进边境地

区的经济发展，稳定固守边疆，根据云南省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相关规定，勐马镇决定在勐

啊村辖区范围成立新社区居委会。 

会议决定，原则同意在勐马镇勐啊村辖区范围内成立社

区居委会。 

会议要求，一是由勐马镇牵头，各相关单位配合，统筹

做好成立社区居委会相关事宜，推进新社区尽快成立；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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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提前谋划，统筹推进新成立社区居委会的党建工作。 

十六、关于《孟连县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实施方

案》事宜 

会议听取了县文化和旅游局关于《孟连县文化馆图书馆

总分馆制建设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的情况汇

报，对相关事宜进行了研究。 

会议指出，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能发挥出县

总馆在区域公共文化建设中的中枢作用，把优质公共文化服

务延伸到基层，增加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满足广大群众

基本文化需求。 

会议决定，原则同意《实施方案》，由县文旅局按照会议

提出的意见修改完善后，按程序以政府办文件印发实施。 

会议要求，由县文化和旅游局牵头，各乡（镇）、各有关

部门积极配合，全力推进我县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 

十七、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县防治艾滋病工作的实施

意见》事宜（略） 

十八、关于“智慧磐石”信息化工程建设经费事宜 

会议听取了县公安局关于帮助解决“智慧磐石”信息化工

程建设经费的情况汇报，对相关事宜进行了研究。 

会议决定，同意将武警孟连中队“智慧磐石”纳入全县防

控体系一体化建设，由县财政局积极筹措并分两期安排建设

资金。 

会议要求，一是县财政局要加强对资金使用的监督和指

导，确保资金使用安全；二是县公安局要进一步细化建设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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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按程序完善相关手续，加快项目建设进度。 

十九、通报《孟连县 2018 年财政决算（草案）》 

根据《普洱市财政局关于 2018 年度市财政与各地财政

年终结算有关事项的通知》（普财预〔2019〕400 号），2018

年度我县财政决算数据上级已批复下达，县财政局组织草拟

了《孟连县 2018 年财政决算（草案）》，按照相关规定，财政

决算草案须在规定时间内报县人大常委会审议，因《孟连县

2018 年财政决算（草案）》已于 9 月 23 日报县人大常委审议

通过。现向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进行通报。 

会议要求，一是由县政府办会同县财政局按程序报县委

审定；二是县财政局要根据预算、决算管理有关规定，提前

谋划，提前做好预算、决算有关工作。 

二十、通报《孟连县 2019 年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

年中调整实施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以及省委、省政府和市

委、市政府关于脱贫攻坚的重大决策部署，进一步提高资金

使用效益，保障我县集中资源打赢脱贫攻坚战，根据《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支持贫困县开展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

试点的意见》（国办发〔2016〕22 号）、《中共云南省委办公

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贫困县统筹整合使用财

政涉农资金试点方案〉的通知》（云厅字〔2016〕20 号）以

及《国务院关于探索建立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长效机制的意见》

（国发〔2017〕54 号文件要求，结合今年脱贫攻坚工作实际，

县财政局、县扶贫办联合草拟了《孟连县 2019 年统筹整合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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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财政涉农资金年中调整方案》。为确保脱贫攻坚各项工作

不脱节，稳妥有序推进，县人民政府已于 2019 年 8 月 25 日

行文批复同意《孟连县 2019 年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

年中调整实施方案》，并于 2019 年 8 月 26 日报市扶贫开发

领导小组备案，现向县政府常务会进行通报。 

会议要求，一是由县财政局、县扶贫办等部门牵头负责，

指导各乡（镇）、县属各相关部门按照涉农资金工作方案全力

抓好项目建设，最大限度发挥资金效益；二是按程序报县委

审定、县人大常委会审议。 

二十一、通报《2019 年县级政府债务限额及新增专项债

券资金预算调整方案（草案）》 

为认真落实国家、省、市稳增长各项政策措施，加快推

进我县经济社会发展，加快优化和解决政府性债务结构问题，

县财政局草拟了《2019 年县级政府债务限额及新增专项债券

资金预算调整方案（草案）》，为加快推进《方案》涉及项目

的建设进度，该《方案》已于 2019 年 9 月 23 日报县人大常

委会审议，现特向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进行通报。 

会议决定，由县政府办会同县财政局按程序报县委会审

定。 

会议要求，县财政局要根据资金安排方案，督促各乡

（镇）、各部门在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加快资金拨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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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会议人员：李建华、戴国强、杨春华、姚  炜、陶  

华、李  冬、王文魁、金  勇。 

邀请参会人员：扎  克、周家兴。 

列席会议人员：县政府办公室班子成员，县发改局相关负

责人、县财政局主要负责人、县审计局相

关负责人、县司法局相关负责人。 

参加会议人员：县属相关部门有关领导（相关议

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