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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墨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管理办法(试行)》政策解读
　　一、文件出台背景

　　2019年12月，青岛市即墨区、平度

市、莱西市(以下简称“一区两市”)获批国

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试点。2020年11

月24日，青岛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青岛

市推进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建设实

施方案的通知》(青政字〔2020〕31号)，2021

年1月29日，区政府印发《关于即墨区推

进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建设实施方

案的通知》(即政发[2021]4号)，要求到2022

年，初步建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入市制度。

　　二、法律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

施条例》；

　　(三)《关于印发<山东省城乡融合发

展试验区创建方案>的通知》(鲁建发

〔2020〕2号)；

　　(四)《青岛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青岛

市推进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建设实

施方案的通知》(青政字 〔2020〕31号)；

　　(五)《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政府关于即

墨区推进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建设

实施方案的通知》(即政发[2021]4号)。

　　三、文件制定的目的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农村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试点精神，建

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加强农村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利用管理，规范农

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秩

序，保障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各方的合法权益，根据《青岛市即墨区人

民政府关于印发即墨区推进国家城乡融

合发展试验区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即

政发[2021]4号)等文件要求，结合我区实

际，制定本规定。

　　四、文件的主要内容

　　入市管理办法(试行)共14章56条，

其中：

　　第一章总则，明确农村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入市的依据、定义、开展范围及

各部门职责。

　　第二章至第四章入市主体、入市方

式及入市途径，明确规定农村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入市主体为代表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所有权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我区入市主体一般为集体资产管理公司

或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入市方式分为出

让、租赁、作价出资(入股)；入市途径暂定

为就地入市，因调整入市方式需要上级

部门审批，目前上级政策尚不明确，暂时

不能实施。

　　第五章至第十一章，明确出让、出租

和作价出资(入股)入市概念、详细操作流

程、使用年限、使用权终止及二级市场土

地转让、抵押等相关内容。

　　第十二章收益管理，明确农村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土地增值收益调节

金缴纳范围、比例以及收益分配等，具体

内容由区自然资源局会同财政局制定入

市收益调节金管理办法。

　　第十三章至第十四章，明确法律责

任及文件有效期限。

　　五、特色亮点内容

　　通过制定该文件，解决城镇开发边

界之外，不能办理土地征收手续相关用

地需求。

　　六、关键词

　　1.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指在国

土空间规划中确定为工业、商业等经营

性用途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

　　2.入市主体：指代表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所有权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3.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指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所有权人将农

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在一定期

限内让与土地使用权人，并由土地使用

权人向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所有权

人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行为。

　　七、文件制定意义

　　本文件的制定着眼于构建我区农村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政策体系，

通过具体规定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租赁、作价出资(入股)、转

让、出租、抵押等入市方式，进一步规范

我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市

场，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通过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

度的探索，健全“同地同权、流转顺畅、收

益共享”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

市制度。

  八、解释部门

  青岛市即墨区自然资源局土地利

用科

  联系电话：0532-58551739

解读政策

　　一、文件出台背景

　　2019年12月，青岛市即墨区、平度

市、莱西市(以下简称“一区两市”)获批国

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试点。2020年11

月24日，青岛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青岛

市推进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建设实

施方案的通知》(青政字〔2020〕31号)，2021

年1月29日，区政府印发《关于即墨区推

进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建设实施方

案的通知》(即政发[2021]4号)，要求到2022

年，初步建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入市制度。

　　二、法律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

施条例》；

　　(三)《关于印发<山东省城乡融合发

展试验区创建方案>的通知》(鲁建发

〔2020〕2号)；

　　(四)《青岛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青岛

市推进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建设实

施方案的通知》(青政字 〔2020〕31号)；

　　(五)《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政府关于即

墨区推进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建设

实施方案的通知》(即政发[2021]4号)。

　　三、文件制定的目的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农村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试点精神，建

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加强农村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利用管理，规范农

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秩

序，保障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各方的合法权益，根据《青岛市即墨区人

民政府关于印发即墨区推进国家城乡融

合发展试验区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即

政发[2021]4号)等文件要求，结合我区实

际，制定本规定。

　　四、文件的主要内容

　　入市管理办法(试行)共14章56条，

其中：

　　第一章总则，明确农村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入市的依据、定义、开展范围及

各部门职责。

　　第二章至第四章入市主体、入市方

式及入市途径，明确规定农村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入市主体为代表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所有权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我区入市主体一般为集体资产管理公司

或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入市方式分为出

让、租赁、作价出资(入股)；入市途径暂定

为就地入市，因调整入市方式需要上级

部门审批，目前上级政策尚不明确，暂时

不能实施。

　　第五章至第十一章，明确出让、出租

和作价出资(入股)入市概念、详细操作流

程、使用年限、使用权终止及二级市场土

地转让、抵押等相关内容。

　　第十二章收益管理，明确农村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土地增值收益调节

金缴纳范围、比例以及收益分配等，具体

内容由区自然资源局会同财政局制定入

市收益调节金管理办法。

　　第十三章至第十四章，明确法律责

任及文件有效期限。

　　五、特色亮点内容

　　通过制定该文件，解决城镇开发边

界之外，不能办理土地征收手续相关用

地需求。

　　六、关键词

　　1.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指在国

土空间规划中确定为工业、商业等经营

性用途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

　　2.入市主体：指代表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所有权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3.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指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所有权人将农

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在一定期

限内让与土地使用权人，并由土地使用

权人向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所有权

人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行为。

　　七、文件制定意义

　　本文件的制定着眼于构建我区农村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政策体系，

通过具体规定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租赁、作价出资(入股)、转

让、出租、抵押等入市方式，进一步规范

我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市

场，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通过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

度的探索，健全“同地同权、流转顺畅、收

益共享”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

市制度。

  八、解释部门

  青岛市即墨区自然资源局土地利

用科

  联系电话：0532-58551739

解读政策

　　日前，区行政审批服

务局联合区公安分局、市

场监管局、税务局、人社

局、住建局、自然资源局、

医保局，在宝龙城市广场

举办主题为“持续深入优

化营商环境，即墨区在行

动”宣传活动，向广大市

民、企业宣传解读企业开

办、工程项目审批、治安

交通、防范诈骗等方面的

政策措施。

(高甜甜)

　　近日，区水利局与大信街道、鳌

山卫街道、蓝村街道联合实施的洪

江河、大任河、王演庄河省级美丽幸

福示范河湖创建顺利通过省级

验收。

　　今年以来，结合全国文明典范

城市创建工作，区水利局围绕建设

“幸福河”这一理念，统筹协调，因地

制宜，系统推进省级美丽幸福示范

河湖建设。洪江河即墨区段主致力

打造田园滨水景观、生态绿色长廊，

通过实施洪江河即墨区段综合整治

工程，新建跌水1处，打造“大信古

今”“向阳水岸”“双湖揽月”等景观

节点6处；在大任河沿线挖掘老一辈

人学大寨、红旗渠精神的河湖文化，

融合蓝鳌路景观绿廊、茶田花香种

植区、鳌角石村、梅花谷景区以及天

柱山森林公园等特色，建设宜居宜

游宜业宜商的现代生态区；在王演

庄河沿线新建双泉亭，开凿复原古

道，增设神龟标志石，修复东旨门等

文化景观设施，补植植被、种植花灌

木，重塑了“小桥、流水、人家、凉亭、

古道、牌楼”充满诗情画意、田园风

光的乡村河道。

（祈东）

我区三条河道通过省级美丽幸福示范河湖验收

潮海街道

多措并举掀起人居环境整治热潮

　　今年以来，区自然资源局着力改善生态环境质

量，推动海洋绿色发展。

　　加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探索海上环卫模式，深

入推进湾长制，实行“一湾一策”和清单式管理，今年

实现区级湾长巡湾18人次、镇级湾长巡湾187人次、区

湾长办巡湾24次。积极开展鳌山湾省级海洋公园规

范化建设。建设巡护瞭望塔1个、投放浮标14个，发放

宣传册1000余本、环保麻布袋945个，并组织30名青年

学生到大小管岛清理垃圾，着力打造最美海岛、海

岸线。

　　加强海洋专项执法力度。落实旬巡查、旬报告制

度，开展“亮剑行动”，加大岸线巡查、海岛巡查和渔业

执法的频率和力度，开展禁养区养殖清理整治行动，

清理海上非法养殖，对全区海域海岛进行全方位管

护。截至目前，海陆累计出动执法人员1500余人次，

中国渔政37609执法船开展海上执法巡航192航次，航

程6325海里，出动执法车辆130车次，检查渔船900艘，

检查渔港、停泊点590处次。清理地笼858套，清理流刺

网2730米，立案94起，查处违规渔船82艘，罚没款151.2

万元。

　　加强陆源污染入海管控。推进入海河流预警断

面项目，建设三处水质自动检测站，实时监测入海水

质。开展禁养区海水养殖清理整治工作，清理整治

120.43公顷海水养殖，开展渔港环境综合整治，完成10

处渔港污染防治设施建设。

(邱晓莉)

自然资源局

三“加强”改善

海洋生态环境

  正值岁末年初，潮海街道创城

不停歇，打响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攻

坚战役，持续提升辖区村民居住

环境。

　　街道专门制订了《关于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攻坚行动实施方案》，逐项

健全工作制度，落实人员分配及工作

职责，强化工作监督检查。行动中，

街道主要领导现场督导调度，全体机

关干部包村庄，村庄社区党员干部包

户，上下联动，统筹推进，确保行动推

进有力、责任压实到位、整治不留死

角，推动村容村貌大提升。

　　整治行动从全域覆盖、清理全

面转为局部突破、精准施治，重点围

绕村庄场院、街头巷尾、房前屋后、

河塘沟渠等区域，集中清理整治“四

大堆”、卫生脏乱差、乱写

乱画等问题，并针对区督

查考评通报的问题整改

落实。村庄将党员干部

纳入“五长”队伍，发挥基

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带头带动作

用，党员带头干，群众跟着干，全民

共参与，掀起人居环境整治热潮。

到目前，该街道累计清理“四大堆”

1000余处，乱贴乱画400余处。

(华成新)

在在行行动动创创创创创创城城城城城城

（上接一版）

　　齐克夏：围绕建设“人才强区”，我们重点实施了

“招才引智扩容、人才服务提升、技能人才培养、高层

次人才储备、乡村人才振兴”五大工程，组织开展高校

“引才直通车”、第六届职业技能大赛、乡村振兴农民

技能培训、人才平台创建等各类引才育才活动。加强

专家服务基地建设，我区连续三年获批省乡村振兴专

家服务基地。

　　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发放住房补贴等各类人才补

贴5600万元，惠及1.5万余人，引进各类人才1.3万人，其

中硕博人才达到了562人，培养中高级技能人才1.5万

余名。

(范继业 张亭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