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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即政办字〔2022〕17 号

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批而未供、供而未用和闲置土地消化

处置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各功能区，区政府有关部门，区

直有关单位:

《即墨区关于加快批而未供土地消化处置工作的实施方案》

和《即墨区关于加快供而未用和闲置土地消化处置工作的实施方

案》已经区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6月 2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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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即墨区关于加快批而未供土地
消化处置工作的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2022年，全区消化处置2009年至 2019年批而未供土地（约

0.80万亩）50%以上，同时进一步加大2020年以来批而未供土地

消化处置力度。

二、分类处置

（一）具备供应条件的批而未供土地。

1.对已落实项目的批而未供土地，区自然资源局会同各镇街、

功能区等责任单位加快推进，限期完成土地供应。

责任部门：区自然资源局，各镇街、功能区

完成时限及要求：区自然资源局5月底前列出供地清单，各

镇街、功能区等责任单位要按照清单确定的时间节点加快供地，

10月底前完成供地任务。

2.对未落实项目的批而未供土地，区自然资源局根据可供应

地块台账，建立全区批而未供土地分布“一张图”；区发展改革局、

商务局及各镇街、功能区实施“以地招商”，优先选择批而未供土

地，保障新项目落地，加快项目招引；鼓励区属国有平台公司积

极参与土地竞买，壮大国有资产。

责任部门：各镇街、功能区，区自然资源局

完成时限及要求：区自然资源局5月中旬前完成批而未供土地

“一张图”和可供应地块台账。各镇街、功能区负责项目招引，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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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盘活计划5月底前报区投资促进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10月底

前可供应地块完成招商50%以上；重点关注位于重点功能区范围内

及占地面积50亩以上的批而未供地块，加大消化处置力度。逾期

未完成的，各镇街、功能区向区投资促进工作领导小组作书面报告。

3.对规划用途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配套等符合划拨要求的

用地，各相关责任单位抓紧建立项目清单，逐个项目分析进展情

况和存在问题，明确2022年度建设计划。列入建设计划的要多渠

道筹措资金，组织项目单位完善立项、规划许可等手续，加快完

成土地划拨供应；未列入建设计划的可结合实际适当安排口袋公

园、公共绿地、社会停车场等临时使用，避免土地资源浪费。

责任部门：区自然资源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

各镇街、功能区

完成时限及要求：各相关责任单位5月底前建立项目清单，

明确2022年度建设计划，列入建设计划的项目10月底前全部完

成土地划拨供应手续。逾期未完成的，各责任单位向区土地高效

利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作书面报告。

4.对无法单独供应和利用的边角零星土地，按照文明典范城市

创建、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三年攻坚行动工作要求，各镇街、功能

区明确清单，报区自然资源局汇总，经区政府同意后，向属地镇街

（功能区）核发《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用于建设广场、口

袋公园、公共绿地、社会停车场及公共服务配套，提升城市宜居环

境。

责任部门：区自然资源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各镇街、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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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完成时限及要求：各镇街、功能区5月中旬前建立项目清单，

区自然资源局会同各镇街、功能区6月底前完成土地划拨供应手续。

（二）因拆迁、基础设施配套、公共服务配套不到位而无法

供应的批而未供土地。

1.对未完成征地拆迁、未履行招商引资承诺、基础配套或公

共服务配套不到位的，各镇街、功能区建立项目清单，主要负责

同志要顶格协调，逐个项目分析进展情况和存在问题，制定计划，

加快推进，完善城市道路、给水、电、排水、热力、电信、燃气

等配套建设。对群众补偿安置问题，要严格落实土地征收补偿规

定，足额发放征地拆迁补偿款，处理遗留问题，做好群众工作，

限期清障倒地，达到“净地”条件后抓紧组织供地。

2.对拆迁短期遇阻的，允许对具备“净地”条件的地块明确

规划条件先行供地，其他地块待具备“净地”条件后另行供应。

责任单位：各镇街、功能区，区自然资源局、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

完成时限及要求：各镇街、功能区5月中旬前建立项目清单，

制定征地拆迁及完善基础设施配套计划，明确责任单位、责任人

和时间节点，报区土地高效利用领导小组办公室，10月底前消化

处置此类批而未供土地60%以上。

（三）历史遗留的“未供即用”批而未供土地。

1.对政府投资建设的城市道路、绿地、广场等城市基础设施、

公共设施，区自然资源局会同各镇街、功能区等责任单位加快推



- 5 -

进，限期完成土地供应。

2.对政府主导建设的安置房、棚改房、经济适用房等项目，

区自然资源局会同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及各镇街、功能区按程序报

区政府同意后，以划拨或协议出让方式尽快完善手续。

3.对现状用途与国土空间规划不一致的，在不违反现行规划

禁止建设区和强制性内容、与国土空间规划管理要求无矛盾冲突

的前提下，对允许保留的建设内容，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

规范国有土地租赁若干意见的通知》规定，将土地使用权短期租

赁给建设单位或个人，租赁期限5年，并在租赁合同中明确到期

退出土地或改变用途开发建设相关要求。如违反规划强制性要求

的，应坚决予以拆除。

4.对工业、商业、娱乐、商品住宅等经营性项目，企业擅自

“未供即用”的，由各镇街、功能区列出清单，梳理情况，明确

处置意见，依法查处到位。其中，符合城市规划和房屋安全要求

的，可适当保留地上建筑物，以现状组织招拍挂出让并办理供地

手续；不符合城市规划要求的，坚决予以拆除，恢复“净地”状

态，重新组织招拍挂出让并办理供地手续。

责任单位：各镇街、功能区，区自然资源局

完成时限及要求：对“未供即用”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等用

地，各镇街、功能区5月中旬前建立“未供即用”地块台账，区

自然资源局会同各镇街、功能区6月底前完成土地划拨供应手续。

对其他类型“未供即用”项目，各镇街、功能区明确处置措施、

时间节点和责任人，5月底前报区土地高效利用工作领导小组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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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室。10月底前全部解决“未供即用”中政府主导建设形成的批

而未供土地。

（四）需要进行规划调整的批而未供土地。

1.对因控规调整形成的批而未供土地，各镇街、功能区应抓

紧申请组织控规调整论证，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要求

的前提下，依法依规调整控规成果，获批后由区自然资源局办理

供地手续；所在区域控规尚未批复的批而未供土地，采取“一事

一议”组织项目论证，按程序批准后尽快组织供地。

2.对与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总体规划不一致的，区

自然资源局应结合国土空间规划编制，进行研判论证，纳入国土

空间规划，在控规或村庄规划编制中予以落实。符合规划要求后，

尽快办理供地手续。

责任部门：各镇街、功能区，区自然资源局

完成时限及要求：各镇街、功能区5月中旬前建立地块台账，

制定控规调整计划，5月底前报区土地高效利用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10月底前完成规划调整50%以上。

（五）因受管控影响难以供应的批而未供土地。

1.位于新修测海岸线与原有海岸线之间区域的批而未供土

地，区自然资源局会同区海洋发展局，建立“两线之间”地块台

账，分类施策。其中，位于“已批已成陆”区域，已办理土地转

用、征收、收储等手续的区域内的批而未供土地，各镇街、功能

区明确供地计划，区自然资源局在征求区海洋发展局意见后，可

直接办理土地供应手续（房地产开发、低水平旅游、污染海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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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的项目除外）。

责任部门：区自然资源局、海洋发展局，各镇街、功能区

完成时限及要求：区自然资源局5月中旬前建立“两线之间”

地块台账并制定具体处置方案，明确责任单位、责任人、时间节

点。符合条件能够供地的，10月底前全部办理完成供地手续。

2.已批准农用地转用并征收的新增建设用地，因征地、拆迁

无法实施或因规划调整、海岸线划定、生态红线、自然保护地、

水源保护地等原因导致整宗地或部分不具备供地条件，且未改变

现状的，可按程序提请原批准机关对有关用地批准文件进行调整，

明确调整后的权属归属，逐级上报变更备案信息。属于同一批次

的，应当一次性调整处置到位，不得拆分或多次处置。多个批次

需处置的完整地块可调整到同一新的批次使用。批次区位调整拟

调入地块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

划）。

责任单位：区自然资源局，各镇街、功能区

完成时限及要求：区自然资源局会同各镇街、功能区5月底

前梳理确定拟调整利用地块，建立拟调整利用台账，6月底前完

成拟调整利用地块具体调整方案，并将拟申请调整地块的批文情

况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落实消化处置工作责任。各镇街、功能区

是消化处置的责任主体，要按照本实施方案要求成立工作专班，

逐宗研究制定辖区内批而未供土地消化处置措施，确保10月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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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处置任务。

（二）完善台账，明确消化处置任务清单。区土地高效利用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批而未供土地分类处置清单，按照“工

作项目化、项目清单化、清单责任化”的要求，督促各镇街、功

能区等责任单位按照消化处置目标和完成时限加快消化处置，确

保工作落地见效。

（三）区级统筹，推进历史遗留问题处置。各镇街、功能区

围绕征地拆迁、规划调整、受管控区限制等疑难问题及历史遗留

问题，于5月底前梳理形成专项清单，提出需区级层面解决的意

见建议，提报区土地高效利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研究，需协调

上级政策支持的，由区土地高效利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市土

地高效利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研究解决。逾期不报清单的，视

为推进顺利，区土地高效利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按计划严格督

办。

（四）源头管控，严控新增批而未供土地。要强化规划引领，

区自然资源局要结合本次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统筹协调各类专项

规划、区域规划，为产业、民生、基础设施等各类经济社会发展

需求确定适宜空间范围。要提前介入项目洽谈和选址，合理避让

各类红线，引导项目进驻落地条件适宜区域。要实施“招商项目

评价”，对产业类项目，严格落实项目甄选和综合评价机制，招商

部门要精选标准高、质量好的项目纳入项目库统一管理，在通过

项目评价后给予办理土地征收手续，加强招商、立项、征地、供

地等流程控制，提高项目引进、选址、供地精准度。要落实“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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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供地”，项目从立项环节就要整体考虑征地、供地等情况，每个

环节明确时间节点和计划安排，对新增建设用地原则上半年内完

成土地供应，保障项目用地“批回来、供出去”。

四、保障措施

（一）定期调度通报。成立即墨区土地高效利用工作领导小

组（详见附件），牵头处置批而未供、供而未用和闲置土地项目，

办公室设在区自然资源局，区土地高效利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对各镇街、功能区2022年批而未供土地消化处置任务定期在全区

范围内进行通报。

（二）加强检查督导。区土地高效利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牵头抓总，强化检查督导，根据工作安排，对进展不佳、排名靠

后的镇街、功能区实行上门督导和跟踪检查，检查结果向区政府

报告。对督办后仍未在限期内完成消化处置任务的镇街、功能区，

由领导小组办公室约谈党政主要负责同志。

（三）加大考核力度。区自然资源局将批而未供土地消化处置

任务纳入区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考核，做好年度考核。未按期完成

年度消化处置任务的镇街、功能区，除国家、省、市重点项目和民

生项目外，暂停办理新增建设用地审批手续，直至消化处置整改到

位。

（四）严肃惩戒处理。对批而未供土地消化处置工作中出现的

履职不力、推诿扯皮、弄虚作假、责任不落实等问题，由区土地高

效利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相关责任部门在全区范围内通报批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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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青岛市即墨区土地高效利用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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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青岛市即墨区土地高效利用工作领导小组
成员名单

组 长：孙 杰 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区长

副组长：王志俊 区委常委，区政府副区长

肖 莉 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区政府副区长

石 磊 区政府副区长

刘新梅 区政府副区长、财政局局长

王 忠 区政协副主席、发展和改革局局长

成 员：朱 克 青岛蓝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

周玉晓 经济开发区管委主任

徐永全 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

金旭亮 区司法局局长

李根远 区自然资源局局长

修振爱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杨 政 区交通运输局局长，青岛汽车产业新城党工委副书记

衣志杰 区商务局局长

李嘉坚 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局长

刘新兆 区海洋发展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单存浩 区国有资产运营服务中心主任

徐方娥 青岛科技创新园发展服务中心主任

吕思龙 区数字装备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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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刚 青岛市生态环境局即墨分局局长

王俊秀 环秀街道办事处主任

王洪臣 通济街道办事处主任

林映君 潮海街道办事处主任

江爽世 北安街道办事处主任

李 钊 龙山街道办事处主任

刁维华 龙泉街道办事处主任

王 健 鳌山卫街道办事处主任

吴晓磊 温泉街道办事处主任

郭 强 大信街道办事处主任

郑向礼 灵山街道办事处主任

吕振昌 蓝村街道办事处主任

李新鹏 田横岛省级旅游度假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副主任

王晓雷 田横镇镇长

王建宁 金口镇镇长

于 刚 段泊岚镇镇长

赵 红 移风店镇镇长

孙晓辉 通济新经济区管委主任

办公室设在区自然资源局，石磊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李根

远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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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即墨区关于加快供而未用和闲置土地
消化处置工作的实施方案

一、目标任务

供而未用土地包括已签订出让合同未到约定动工开发日期和

已超约定动工开发日期未满一年的土地。一是2019年以来供地超

过约定动工开发日期未满一年的供而未用土地（146宗、5102亩）

消化处置50%以上。二是青岛市下达我区的2022年闲置土地清单

（67宗、3307亩）全部处置到位（司法查封除外，处置方式为开

工或收回）。

二、分类处置

（一）已签订出让合同未到约定动工开发日期的供而未用土

地。合同签订后，项目所在镇街、功能区要安排专人协助企业做

好项目开工有关手续办理，区发展和改革局做好备案、自然资源

局做好规划许可、行政审批服务局做好施工许可、市生态环境局

即墨分局做好环境评价等相关手续办理，保障项目早日开工建设。

区自然资源局每月底前提取供地信息，函告有关镇街、功能区及

区投促办，项目所在镇街、功能区及区投促办提醒，督促企业按

期开工，告知其履约义务和违约后果。各镇街、功能区及时了解

未开工原因，向区土地高效利用工作领导小组专题汇报，并跟踪

做好协调服务。

责任单位：区自然资源局、发展和改革局、行政审批服务局、

市生态环境局即墨分局，各镇街、功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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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时限及要求：长期坚持

（二）已超约定动工开发日期未满一年的供而未用土地。各

镇街、功能区要切实履行项目履约监管责任，会同区自然资源、

发改、住建、商务、生态环境等部门，逐宗调查分析形成清单，

界定政府原因或企业原因，分类施策。

1.因政府未履约造成的。有关镇街、功能区要对照清单切实

履行主体责任，制定工作计划，2022年 9月底前消除政府方面的

制约因素，督促企业尽快开工建设，避免形成新增闲置土地。逾

期未消除制约因素的，各镇街、功能区列出清单，报区自然资源

局。短期内确实不具备开工条件的，镇街、功能区会同区自然资

源局与土地使用权人协商，采取延长动工开发期限、安排临时使

用、协议有偿收回等措施分类处置。

2.因企业自身造成的。区自然资源局强化跟踪监管，严格执

行出让合同规定，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未能按照合同约定日期

或同意延建所另行约定日期开工建设的，每延期一日，向出让人

支付相当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总额1‰的违约金。按

照标准地出让的，各镇街、功能区严格履行项目履约监管协议约

定，扣除履约保证金。

责任单位：区自然资源局、发展和改革局、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市生态环境局即墨分局等部门，各镇街、功能区

完成时限及要求：区土地高效利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5月

底前建立地块台账，制定处置计划，下发给镇街、功能区土地高

效利用工作专班。11月底前完成处置任务的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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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涉嫌构成闲置的土地。区自然资源局列出涉嫌闲置土

地清单，按照《闲置土地处置办法》有关规定，向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人发出《闲置土地调查通知书》，土地高效利用工作领导小

组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共同开展闲置原因调查（其中，自然资源局

负责提供土地出让合同，招商部门负责提供招商引资协议，行政

审批局负责提供项目施工许可等材料，市生态环境局即墨分局负

责提供环评材料，项目所在镇街、功能区负责提供基础设施情况

等），形成初步意见，经土地高效利用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认定

后，分别建立政府原因和企业原因造成的闲置土地清单，列出计

划，分类处置。

责任单位：区土地高效利用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完成时限及要求：区自然资源局5月底前建立地块台账，全

部启动调查核实工作，各成员单位密切配合，7月底前完成调查

认定，明确政府原因或企业原因。

1.政府原因造成的闲置土地。

（1）限期清障倒地。对个别项目供地后仍未完成清障倒地、

权属经济纠纷解决不彻底的，所属镇街、功能区主要负责同志要

顶格协调推进，逐个项目分析进展情况和存在问题，处理遗留问

题，做好群众工作，限期完成清障倒地，化解权属经济纠纷，保

障项目开工建设。

（2）加快基础设施配套。对招商引资时承诺的道路、给水、

电、排水、热力、电信、燃气等基础设施不完善，导致无法进场

施工造成的闲置土地，各镇街、功能区抓紧完善城市道路、给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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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排水、热力、电信、燃气等配套建设，及早达到开工条件。

责任单位：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各镇街、功能

区

完成时限及要求：各镇街、功能区5月底前拟定解决方案，

上级下达的2022年闲置土地清单项目9月底前全部开工建设或收

回，其余项目10月底前消化处置50%以上。

（3）延长动工开发期限。短期无法开工的，镇街、功能区提

出延长动工开发意见，区自然资源局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签

订补充协议，重新约定动工开发、竣工期限和违约责任。从补充

协议约定的动工开发日期起，延长动工开发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

年。

责任单位：区自然资源局，各镇街、功能区

完成时限及要求：在合同约定的动工开发时间到期前，与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签订补充协议。

（4）由区政府安排临时使用。对暂时不具备开工条件的，镇

街、功能区提出临时使用意见，由区自然资源局会同项目所属镇

街、功能区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协商，安排临时使用，自安

排临时使用之日起，临时使用期限最长不得超过2年。待原项目

具备开发建设条件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重新开发建设。

责任单位：区自然资源局，各镇街、功能区

完成时限及要求：区自然资源局会同各镇街、功能区根据实

际情况，对需要办理临时使用手续的，2022年 11月底前办理完

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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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协议有偿收回土地。因生态环境保护、规划调整、项目

终止及公共利益需要导致土地无法开发利用的，项目所属镇街、

功能区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协商一致后，区自然资源局协议

有偿收回土地使用权。

责任单位：区自然资源局、财政局，各镇街、功能区

完成时限及要求：各镇街、功能区结合实际明确拟收回地块

清单，制定计划，10月底前完成收回。

（6）置换土地。以“留住项目”为原则，对已缴清土地价款、

落实项目资金，且因规划依法修改造成闲置的，项目所属镇街、

功能区会同区财政局、自然资源局，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协

商，共同研究置换方案，报经区政府同意后，为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人置换其他价值相当的土地。

责任单位：各镇街、功能区，区财政局、自然资源局

完成时限及要求：各镇街、功能区结合实际明确拟置换地块

清单，制定计划，10月底前完成置换。

2.企业原因造成的闲置土地。经区土地高效利用工作领导小

组成员单位审定为企业原因造成闲置土地的，区自然资源局向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下达《闲置土地认定书》，并开展后续处置工

作。

（1）收取土地闲置费。按照国家税务总局等五部门联合下发

的《关于土地闲置费城镇垃圾处理费划转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

规定，对未动工开发满一年不满两年的，区自然资源局报经区政

府批准后向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下达《征缴土地闲置费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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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按照土地出让或者划拨价款的20%征缴土地闲置费，并督促

使用权人尽快动工开发。

责任单位：区自然资源局

完成时限及要求：区自然资源局明确地块清单，制定计划，

10月底前全部下达《征缴土地闲置费决定书》。

（2）无偿收回土地。未动工开发满两年的，区自然资源局报

经区政府批准后向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下达《收回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决定书》，无偿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责任单位：区自然资源局、司法局

完成时限及要求：区自然资源局明确地块清单，制定计划，

10月底前全部下达《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决定书》。

（3）信用惩戒。对自身原因造成土地闲置的企业，区自然资

源局通过“信用中国（山东）”公开公示，在违规违约行为整改完

成前，不予受理新的用地申请，并暂停该企业及其控股股东在全

区范围内土地竞买资格。区发改、工信、行政审批、财政等部门

实施联合惩戒，依法禁止参与新增项目审批（核准）、企业债券发

行、政府采购、财政性资金支持、工程招投标、获得相关荣誉等。

责任单位：区自然资源局、发展和改革局、工业和信息化局、

行政审批局、财政局等部门

完成时限及要求：长期坚持

3.司法查封的闲置土地。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涉地案件司

法协作的意见》（青中法联〔2020〕7号）有关规定分类进行处置，

积极推动该类闲置土地盘活。鼓励区属国有平台公司积极参与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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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查封土地处置。

责任单位：区自然资源局、人民法院

完成时限及要求：长期坚持

三、工作要求

（一）加快完成清单整改任务。各镇街、功能区是消化处置

的责任主体，要提高政治站位，成立工作专班，按照上级处置要

求及区自然资源局提供的供而未用、闲置土地清单，有针对性地

制定消化处置方案，确保按时完成消化处置任务。区土地高效利

用工作领导小组其他成员单位按照工作职责抓好落实。

（二）推行工业“标准地”制度。明确“标准地”准入行业、

环境保护、能耗、投资强度、亩均税收、规划条件等各项标准，

纳入土地出让条件，简化审批流程，推动项目“拿地即开工”。

（三）建立“双合同”监管机制。区自然资源局签订出让合

同时，镇街、功能区与受让单位签订项目履约监管协议，明确项

目亩均产值、建设要求、履约保证、违约责任和处罚措施，确定

监管标准，进行“出让合同+履约协议”双监管。土地出让后，相

关部门按照“谁提出、谁监管”的原则，落实相关监管职责。

（四）实施“亩产效益”综合评价。项目投产后，区工业和

信息化局要按照《即墨区工业企业“亩产效益”评价办法》（即政

办发〔2020〕28号）有关要求，每年度对招商项目开展“亩产效

益”综合评价，将评价企业分为A、B、C、D四类，在用水、用电、

用地、融资、环保等方面，实施相关资源要素差别化政策。区自

然资源局要建立工业用地绩效调查评估制度，每年度开展工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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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绩效调查，对工业用地绩效、发展变化趋势等情况进行统计分

析、预测预警，为区政府决策提供数据支撑。

四、保障措施

（一）定期调度通报。区土地高效利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每月对各镇街、功能区消化处置情况进行调度，对各镇街、功能

区2022年消化处置任务定期在全区范围内进行通报。

（二）重点督办约谈。结合调度通报情况，区土地高效利用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工作组织不力、进展缓慢、成效不明显的

镇街、功能区进行挂牌督办。对挂牌督办后仍未在限期内完成消

化处置任务的镇街、功能区，由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约谈党政主

要负责同志。

（三）加大考核力度。区自然资源局将供而未用和闲置土地

消化处置任务纳入区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考核。对未按期完成年

度消化处置任务的镇街、功能区，除国家、省、市重点项目和民

生项目外，暂停办理新增建设用地审批手续，直至消化处置整改

到位。

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6月2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