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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ization of Informal Living Basement in Megacities: A Case Study of New York City

特大城市非正规地下居住空间合法化改造研究 
—— 以纽约实践为例

陈宇琳  郝思嘉
Chen Yulin, Hao Sijia

引言

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的快速提高，北京、上海、广州、深

圳等特大城市吸引了大量人口流入，住房供需矛盾日益加剧。

地下室、城中村等非正规居住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重要的

可负担住房的功能 [1-3]，但同时也因空间条件差、安全隐患大，

难以纳入统一监管而处于灰色地带。据不完全统计，在北京，

居住在万人以上规模城中村的流动人口超 400 万（北京市流动

人口与出租房屋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于 2007 年调查）[4] ；居住

在普通地下室和人防工程的人口约 100 万（北京市建委和民防

局于 2011 年调查），而经营者估算实际居住在地下室的人口超

200 万 [5]。换言之，在北京常住流动人口（704.5 万，2010 年）

中，约有 56% 居住在城中村，14%~28% 居住在地下室，非正

规居住空间为流动人口提供了重要的住房来源。

人类利用地下空间的历史由来已久，地下空间在特大城

市高密度建成环境中更是发挥了重要作用，承担着防灾、交通、

市政、商业服务、公管公服、仓储等诸多功能 [6]。然而在已有

地下空间利用相关研究中，对居住功能的研究还很不足。在

特大城市减量发展背景下，如何在用地不增加的情况下增加

可负担的居住空间，加强对地下空间居住功能利用的研究势

在必行。

纽约作为全球城市吸引着世界各地的移民迁入，住房市

场长期面临租金高企与供应短缺的压力，住房可负担性危机

日益加剧。美国社区调查（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显

示，2018 年纽约市人口超过了 844 万，全市共有 3 472 354 个

住房单元①，其中 67.3% 用于出租 [7-8]。根据纽约州法律，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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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特大城市长期面临人口流入带来的可负担住房供给压力，

而地下空间作为潜在的可负担居住空间，多因空间条件差、安全隐患

大而未得到有效利用。美国纽约市经过多年研究探索，于 2019年正式

通过地方建筑规范的修订，并在试点社区进行了地下空间合法化改造

实践。本文在梳理纽约市相关工作推进历程的基础上，对最新的地下

空间合法化的实施机制和关键策略进行解读，并深入分析法律规范修

订、政府贷款支持、房屋租金控制等方面采取的具体措施和实施成效，

以期为我国大城市非正规地下居住空间的包容性治理提供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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赁住房空置率低于 5% 属于住房供应紧张状态，而纽约市

的租赁住房空置率长期稳定在 4% 以下 [9]，住房供需矛盾十

分突出。作为一种非正规的居住形式，纽约违规租赁的地

下室为 30 万 ~50 万人提供了住所，这意味着大约每 25 个

纽约人当中就有 1 人居住在地下室 [10]。旺盛的地下室出租

市场反映出地下室独特的吸引力 ：对于租户而言，地下室

公寓由于没有土地成本 [11]，租金低廉，通常约为合法租赁

单元的 2/3[10] ；对于房主而言，房屋租金为低收入房屋所

有者提供了重要经济来源。在纽约独立房屋的业主中，有

46.8% 背负贷款且住房开销超过收入的 30%[12]。尽管地下

室租赁对于供需双方都意义重大，但由于采光和通风不足，

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安全事故频发①，大部分地下住房

单元无法进入合法租赁市场，无法成为城市可负担住房的

补充。针对这一问题，纽约市相关社区组织、研究机构和

政府部门自 2008 年来对地下居住空间合法化改造进行了持

续性探索，并推动纽约市政府于 2019 年正式通过地方建筑

规范的修订，在布鲁克林区东纽约社区（East New York）

开展试点实践。

本文以纽约为例，对非正规地下居住空间的合法化改

造进行研究。本文的研究对象具有双重身份，它们原本是

违规的地下居住空间，但按法律法规规定作出相应调整改

造后，又转换为合法的地下居住空间。通过改变规制而改

变属性，正是非正规空间治理的一个重要途径 [13]。因而在

下文中，当泛指具有从违规状态转变为合法状态潜力的地

下室时，采用“非正规”一词 ；当特指改造前的地下室时，

使用“违规”一词。本文使用的数据资料主要源自 2018 年

5 月在纽约市规划局（Department of City Planning, NYC）

访问期间与拉戈（Marisa Lago）局长、霍姆（Christopher 

Holme）以及相关项目负责人的座谈调研，当时项目尚处

于东纽约社区调查阶段，建筑规范修订稿正在提交纽约市

政府审理。笔者持续追踪项目进展至今，通过查阅纽约市

政府、纽约市规划局、东纽约社区等相关政策、规范、报

告、数据以及研究，对纽约市最新的地下空间合法化改造

经验进行总结。下文首先介绍地下室合法化改造的探索历

程，其次分析纽约市在修订相关法律规范、对业主的资金

支持、住房可负担性保障等方面提出的针对性措施，接下

来介绍地下室改造试点项目的实施进展与推广情况，最后

提出对我国非正规空间治理的启示。希望本文能为我国特

大城市在存量发展阶段的非正规空间合法化改造提供低成

本模式的借鉴。

1  纽约地下室改造工作概况

1.1  纽约地下室改造工作的发展历程
纽约的地下空间改造经历了长期的探索过程，并且得

到城市住房管理部门、可负担住房领域的非政府机构以及

多个社区组织的共同推动。2008 年，查雅社区发展公司

（Chhaya Community Development Corporation）和普瑞特社

区发展中心（Pratt Center for Community Development）等

非营利机构发起“面向所有人的安全地下室公寓”（BASE: 

Basement Apartment Safe for Everyone）项目，通过持续的社

区调查明确了纽约地下空间这类潜在住房资源的数量和分

布情况（图 1），并在公开报告中论证了地下室合法化改造

的可行性 [14]。2014 年，纽约市长布拉西奥（Blasio）在《安

居纽约计划》（Housing New York）中明确指出，以地下室

为代表的非正规住房单元需要被纳入监管 [15]。2016 年，地

下室合法化试点的前期研究在布鲁克林区的东纽约社区启

动，参与该研究的机构既有活跃的社区组织，也包括纽约市

住房保护和开发局（HPD: Department of Housing Pre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房屋局（DOB: Department of Building）、

消防局（FDNY: Fire Department New York）和城市规划局

（DCP: Department of City Planning）等多家政府机构。该

研究以社区的人口与建筑物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确定可行

的目标与恰当的实施机制，共同推动市议会在 2019 年通过

地方法律，并批准试点项目在该社区正式实施，由住房保护

和开发局与社区组织柏树山地方发展公司（CHLDC: Cypress 

① 例如 2020 年 11 月 2 日，布鲁克林区有两名男性在非法改造的地下室公寓内因一氧化碳中毒身亡。详见：https://nypost.com/2020/11/03/

apartment-where-2-died-of-carbon-monoxide-was-illegally-converted/。

图 1  纽约市内有改造潜力的单户住宅地下室分布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https://chpcny.org/hidden-housing-interactive-map/改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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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地下室以非正规形式出租，只要维持相对隐蔽、不被查处的现状，即可带来比较稳定的租金收入，而改造则意味着一笔较大的资金投入。虽然罚

金较为高昂，但执法者主要是根据零星、偶发的投诉来查处地下室，这助长了业主的侥幸心理，即使缴纳过罚金也无改善地下室条件的动机。

② 纽约市将征税的物业分为四类。不超过 3个单元的住宅物业以及大部分不超过 3层的公寓楼都属于类别 1，改建后有 2~3个单元的建筑属于此类，
新单元对应的新增税款约为 700~1 400 美元／年。其余住宅物业属于类别 2，4~6个单元的住宅物业属于其子类 2a，地下室改建后若从 3个单元增
加至 4个单元，需按 2a类缴税，新增税款约 2 000美元／年。详见：https://www1.nyc.gov/site/finance/taxes/definitions-of-property-assessment-terms.page。

表 1  纽约市地下居住空间合法化改造项目发展历程和参与主体

发展历程 参与主体

阶段 时间 NGO 社区组织 相关政府部门 市议会

前期研究

（自下而上）：

由社区组织收集并

分析基础情况，形

成针对城市管理和

政策制定的建议并

与相关部门合作开

展研究

2008 年 查雅社区发展公司与普瑞特社

区发展中心发起 BASE 项目，调

查全市地下室的基础情况，考

察地下室合法化改造的可行性

— — —

2014 年 — — 市长布拉西奥提出《安居纽约计划》，指出

非正规的地下室住房单元需要被纳入监管

—

2016 年 对东纽约社区进行调查，并提

供房主人口统计和实际住房存

量的样本数据

— 住房保护和开发局等部门参与东纽约社区

试点研究工作，补充可行性分析，确定监

管与财政障碍并提供解决方案

—

试点实施

（自上而下）：

由市议会和政府提

供法律和财政保

障，支持社区组织

推动项目落实

2019 年 协调专业技术人员，在保障居

住者安全与健康的前提下，提

出可行的地下室空间改造建议

柏树山地方发展公司与

东纽约社区内有参与意

愿的业主建立联系，并

为改造施工和合法化审

批过程提供帮助

建立金融支持体系，为业主进行地下室更

新提供专项贷款，同时作为改造后租金控

制的基础

通过《纽约市地方法律

2019 年 第 49 号 》（2019 

N.Y.C. Local Law No.49）修

订建筑规范，批准试点项

目在东纽约社区正式实施

2020 年

至今

通过试点项目进一步检验改造的可行性，评估其效应以支撑市内更大规模的推广决策。地下室公寓单元合法化是《安居纽约计划》

第三阶段中一项明确的政策，有望在未来 10 年内为纽约提供 1 万套安全合法的住房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0,19]整理绘制

Hills Local Development Corporation）合作管理。2020 年，《安

居纽约计划》进入第三阶段 [16]，为了释放未被充分利用的可

负担住房资源，地下室公寓单元合法化成为其中一项明确的

政策，一系列具体举措如修改区划、简化业主申请流程、提

供低息贷款等也包括在内（表 1）。

1.2  纽约地下室改造的挑战与目标
对地下室进行合法化改造，可能面临的阻力主要来自业

主、租户和社区其他居民三方。第一，业主缺乏改造的动机①

与资本。通过违规出租地下室甚至地窖来获得部分收入的业主，

大多属于中低收入阶层。在止赎危机和经济衰退后，纽约的很

多房屋所有者因需要负担住房基本开销（包括偿还贷款和对

房屋进行必要修缮）而生活艰难，因此地下室这种非正规租赁

形式成为他们应对驱逐的最后屏障之一。为了使更新后的建

筑空间符合规范要求，他们首先需要支付不菲的施工和监管

费用；其次，施工期间必要的数月停租所带来的损失使对租

金依赖程度较高的业主难以承担；再次，参与改造的前提是

主动申报地下室的各项情况，如果最终没能合法化，这些被

城市住房管理部门详细调查过的租赁单元将难以退回到灰色

地带。第二，对于租户而言，悲观预期包括两个方面：若改

造失败，不仅没有新的住房资源进入市场，原有的地下室单

元也无法再用于非正规的出租；若改造完成，其绅士化后果

不免带来租金上涨，将导致住房变得难以负担。第三，对于

社区内其他以正规方式拥有住房的居民而言，他们最大的担

忧是地下室改造对低密度社区的严重威胁。尽管新增的住宅

密度并不反映在城市肌理和街道层面上，但教育、医疗、停

车场、市政管线等资源的分配压力都将随着社区人口密度的

上升而增大。

为应对上述挑战，纽约地下室公寓改造设定了两个主要

目标：一是为业主提供稳定的收入现金流 ；二是为住房市场

提供更多安全、有品质的公寓单元。对于城市而言，地下居

住空间合法化不仅以相较新建住宅更低的成本增加了可负担

住房的供应，而且从多方面扩大了税收基础，具体包括三方

面：新增的地下室单元增加了住宅对应的房产税② ；得到更

稳定住房的租客更有可能缴纳更多税款；合法化改造过程中

的建筑施工部分创造了税收。

2  纽约地下室合法化改造策略

地下室的合法化改造涉及法规规范、工程技术、经济成

本等多个方面，各种阻碍因素相互交织、复杂难解。为了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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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试点项目的实施，需要逐一提出针对性的策略，进而从整

体上提高改造的可行性。下文将梳理纽约地下室改造相关策

略，主要包括修订法规规范、提供贷款支持、控制改造后租

金三方面，其中第一方面是重点。

2.1  策略一：修订法规规范
纽约市的区划和建筑规范都对地下室的合法化改造形

成了一定障碍。根据尽可能少地改动现行相关法规这一原

则，试点项目在建筑规范方面进行了探索。首先是对于地下

室“可居住”（habitable）标准的讨论。依据地下室超出地面

层的高度，纽约市将地下室（一般统称为 basement）分成两

类：高于该层净空 1/2 的为地下室（basement），低于该层净

空 1/2 的为地窖（cellar）。原有法规中明确规定，任何地窖

都不得用于居住。然而，相比于仅依靠高出地面的比例进行

区分，更应关注消防安全和采光通风等问题。通过这一新视

角，那些具备条件的地窖就可以通过改造获准合法出租。

其次，法规的改革有赖于技术的创新。综合考虑城市地

下室的普遍现状和改造所需资金，为了扩大可改造单元的范

围，必然需要适当降低建筑规范中对于空间条件的要求。作

为项目的推动者之一，纽约市市民住房规划委员会（CHPC: 

New York City Citizens Housing Planning Council）①组织了一

系列住房更新论坛，交流改善采光、空气质量和消防安全方

面的新概念与技术，以丰富空间改造的具体措施，并向公众

展示地下室公寓也可以是安全且宜居的。在纽约市地下室改

造项目中，主要从空间尺寸、采光通风和消防安全等方面对

建筑规范进行了调整（图 2）。
（1）空间尺寸

《纽约市建筑规范》（2014 年版）②规定，可供居住的房

间净高不应小于 8 英尺③（约 2.44 m）；而根据为本次项目

而通过的《纽约市地方法律 2019 年第 49 号》[17]，该要求降

低至 7 英尺（约 2.13 m）。

（2）采光通风

此次调整对居住环境的采光和通风条件进行了适当放

宽。在试点项目中，每个可居住的房间必须至少有一扇窗户，

且可开启部分需要达到 6 平方英尺（约 0.56 m2），以提供《纽

约市建筑规范》所要求的自然通风。对于位于地面以下的部

分玻璃，在相邻可提供采光区域满足一定尺寸要求时，可计

入采光面积。而在原规范中，每个可居住的房间必须有一扇

采光和通风的窗户开向同一地块内的院子或空地，且应满足

更为严格的尺寸规范（表 2）。
（3）消防安全

对于地下室，消防要求与纽约市相关规范保持一致（表 3），
以确保安全。对于地窖，原有的消防规范禁止将其内的房间

用于居住，但在本次试点中，为了扩大可改造的范围，允许

将符合两方面条件的地窖合法化：消防方面，需符合表 3 条

件且需增设一条直通室外的独立应急通道 ；建筑方面，需满

足《纽约市建筑规范》第 10 章中的建设标准，且必须有至

少 2 英尺的高度在室外地坪以上。这类地窖将被计为一个楼

层，并计入楼面面积。根据纽约市行政法规，这种地窖内的

居住将与地下室居住等同对待。

2.2  策略二：提供贷款支持改造
为了鼓励低收入业主积极参与地下室公寓的建设和翻

新，政府向业主发放无息或低息贷款。住房保护和开发局计

划在 2020 年和 2021 年每年各发放 340 万美元，支持试点项

① 尽管在名称中使用了 council（英文中多为“议会”之意），但这是一家成立于 1937 年的非政府机构。
② 即 NYC Building Code 2014, Chapter 5。详见：https://www1.nyc.gov/assets/buildings/apps/pdf_viewer/viewer.html?file=2014CC_BC_Chapter_5_

General_Building_Heights_and_Areas.pdf&section=conscode_2014。
③ 在梁间距不小于 4 英尺（约 1.22 m）时，最多可以低于要求的天花板高度 6 英寸。

注：  a+b ≥ 7 英尺，即为了保证居住的基本条件，最小净高为 2.13 m。

若 a>b，属于地下室。将窗户的地下部分计入采光面积时，需满足

以下要求：（1）0 ≤ c ≤ 6 英寸，即窗户上缘位于梁以下，距离不
大于 15.24 cm ；（2）d ≥ 6 英寸，即窗口底部高于相邻窗井地面
不小于 15.24 cm ；（3）窗井进深不小于窗户地面以下部分高度的 3
倍（≥ 3e）；（4）窗井水平方向宽度不小于窗户地面以下部分高度
的 2 倍（≥ 2e），且窗户两侧各留出至少 15.24 cm 宽度（f ≥ 6 英寸）。
若 a ＜ b，属于地窖。在符合消防和建设相关规定外，还需满足以

下要求：（1）加设一条应急通道；（2）a ≥ 2 英尺，即至少有 0.61 m

的高度在室外地坪以上。

图 2  地下室主要空间尺寸要求示意图（修订后）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7]相关内容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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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对于居住用途的地下室的规定摘录（区划和室内条件部分，修订前）

规范内容 相关条目 通过改造符合相应规范的难度评估

区划

地下室高度必须有至少 50% 在路面标高以上（即不能作为地窖

使用）

《住房维护法》 27-2087c 难：《住房维护法》和《多户住宅法》明确禁止建造地窖。分

区决议明确允许住宅单元的一部分占用地窖，条件是该单元

有 3.5 个以上的房间或至少 1 200 平方英尺（约 111 m2）。但

地窖的改造有可能使容积率超限

《多户住宅法》第 4 (7) 条

区划决议 15-111、15-112 (2)

在 A、V 级洪水区 *，地下室不能低于设计洪水高程 《纽约市建筑规范》G106 难：A 区（含沿海 A 区）和 V 区低于设计洪水高程的封闭

区域不能占用区划决议 64-431
物理空间和室内条件

（1）尺寸要求

从地板完成面到天花板或梁下皮的最小房间高度 《纽约市建筑规范》1208.2 难：如果需要修改结构（板、梁或地基）或重新安置服务设

施以达到所需的净高，成本很高 ；而对地板或天花板饰面的

细微改动，也可能使高度少许增加
·�可供居住的房间高度最小值为 8 英尺（约 2.43 m）且梁间距

不小于 4 英尺（约 1.21 m）

·�可供使用的房间高度最小值为 7 英尺 6 寸（约 2.32 m），梁间

距要求同上

（2）照明、通风和声学要求

�每个可居住的地下室房间必须有一扇采光和通风的窗户开向与

住宅同一地块的院子或空地

《住房维护法》27-2087c (2) 中：可以增加或扩大窗户，但如果需要对结构进行修改，可

能耗费大量资金

·�最小玻璃面积为 12 平方英尺（约 1.11 m2）或楼层面积的

10%，以较大者为准

《纽约市建筑规范》1205.2.1
《住房维护法》27-2062b (1)

·�最小可开启的玻璃面积为 5.4 平方英尺（约 0.50 m2），或 4.5%

的建筑面积（45% 的玻璃面积）中较大的一个；如果提供 40
立方英尺（约 1.13 m3）的机械通风，则为玻璃面积的 25%

《纽约市建筑规范》1203.4.1 中：如果有足够的玻璃面积，可以用可开启的窗户代替现有

的窗户《住房维护法》27-2062

·�室外地面不得低于窗台面超过 6 英寸 《纽约市建筑规范》1205.2.3.1 中：有助于照明和通风条件的玻璃必须高出地面至少 6 英寸。

改变庭院的标高是有可能的，但这种做法的成本过高《住房维护法》27-2087.c.3
·�当地面以下的开口提供所需的自然通风时，垂直于开口测量

的外部水平净空必须是开口深度的 1.5 倍（开口的深度应从

相邻的平均地面至开口底部测量）

《纽约市建筑规范》1203.4.1.1.3 中：外部水平净空的最大值受庭院内空地面积和轮廓的限制，

但可以通过调整开口深度来满足要求

·�远墙到窗户的最大距离为 30 英尺（约 9.14 m） 《纽约市建筑规范》1205.2.4 中：这项指标由地下室原有结构决定

·�与所需窗户相邻的空地必须至少有 6 平方英尺（约 0.56 m2） 《纽约市建筑规范》1203.4.3，1206 难：空地面积最大值受庭院面积和轮廓的限制

注：联邦应急管理局（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将 100 年洪泛区（即每年有 1% 风险被淹没的区域）划分为三个区域，其中 A 区不受

海浪威胁，沿海 A 区可能面临的海浪高度为 1.5~3 英尺（约 0.46~0.91 m），V 区可能面临的海浪高度超过 3 英尺（约 0.91 m）。详见：https://

www1.nyc.gov/site/floodmaps/resources/glossary.page# ；http://www.nyc.gov/html/sirr/downloads/pdf/Coastal-Flood-Hazard-Mapping-Studies.pdf。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Basement apartment regulation checklist for existing one-family dwellings绘制，详见 https://chpcny.org/wp-content/uploads/Regulation-Checklist_09_FOR-WEBSITE.pdf

表 3  对于居住用途的地下室的规定摘录（消防安全部分，修订前）

规范内容 相关条目 通过改造符合相应规范的难度评估

地下室住户（一户）最多为 10 人 《纽约市建筑规范》1021.2 易

至少有一个直接通往建筑物外部的出口门，最小净宽为 32 英寸

（约合 0.81 m），净高为 80 英寸（约 2.03 m）

《纽约市建筑规范》1015.1，1008.1.1 中：必须提供疏散门，可能需要配合其进行挖掘工程和

加装楼梯，增加了成本

到出口门的距离最多 75 英尺（约 22.86 m） 《纽约市建筑规范》1021.2，1014.3 易

出口走廊宽度最小为 30 英寸（约 0.76 m） 《纽约市建筑规范》1018.2.4 易

当建筑物朝向无障碍宽度小于 34 英尺（约 10.36 m）的街道时，

地下室住宅单元必须设置消防喷淋（现有结构部分不需要设置）

《纽约市消防规范》501.4.3.1.5.1 中：需要安装灭火系统，费用不一，但可能过高；如果

消防喷淋用水可以使用生活用水的管线，消防费用就会

低得多；而一条新的管线费用约为 10 000 美元；另外

独立的水箱费用也较高

所有卧室必须提供至少一个紧急逃生和救援（EER）出口，要求

能直接通向公共道路或与公共道路直接相连的庭院

《纽约市建筑规范》1029.1 中：可能增加或扩大窗户，但如果必须改造结构以适应

增加的穿墙管，成本可能过高。如果地下室符合采光和

通风要求，那么通常已符合 EER 的要求

·�EER 出口的最小净面积为 6 平方英尺（约 0.56 m2） 《纽约市建筑规范》1029.2，1029.3 中：为了增设符合该要求的窗，或扩大已有的窗洞使其

满足要求，有可能必须改造结构，成本较高·�最小净高为 30 英寸，最小净宽为 24 英寸（约 0.61 m） 《纽约市建筑规范》1029.2，1029.3
·�从地板完成面到窗台面的最大高度为 36 英寸（约 0.91 m） 《纽约市建筑规范》1029.2，1029.3
·�EER 窗的窗台面高度低于相邻地面时，应提供水平面积至少达 9
平方英尺（约 0.84 m2）的窗井，且最短边不小于 36 英寸

《纽约市建筑规范》1029.5 易

·�垂直深度超过 44 英寸（约 1.12 m）的窗井内应设有永久性的梯

子或台阶

《纽约市建筑规范》1029.5.2 易

烟雾探测器和一氧化碳探测器必须安装在每个卧室的主入口的 15
英尺（约 4.57 m）范围内

《纽约市建筑规范》907.2.8.3，908.7. 

1.1.1
易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Basement apartment regulation checklist for existing one-family dwellings绘制，详见 https://chpcny.org/wp-content/uploads/Regulation-Checklist_09_FOR-WEBSIT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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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内 5 000 套公寓单元的改造 [18]。此外，纽约市政府还为本

项目提供了两年各 220 万美元的运营预算，以支持公众教育

和对试点区域内的项目推广。

2.3  策略三：控制改造后的地下室公寓租金
改造项目还考虑了对地下室租金的控制。鉴于非法地下

室的租户通常是住房最弱势的群体，当改造完成、空间品质

提升后，他们可能因无法负担上涨的房租而不得不迁出。因

此，业主需要签署附加条款，以确保将改造完成后获得的合

法地下室继续租赁给低收入水平的租客 [19]。例如：对于选

择 15 年期贷款的业主，地下室改造后首次出租时的租金不

得超过地区收入中位数的 80%，每年租金上涨不得超过 2%。

合法地下室租赁的申请人的收入不得超过 2019 年 AMI（当

年一个四口之家的收入中位数为 106 700 美元）。这一附加

条款可以充分保障新增住房的可负担性。另外，施工期间租

客的临时安置也将得到柏树山地方发展公司协助，并代租客

承担中介费、可能的租金差价以及一部分搬迁费用。

3  东纽约社区地下室改造试点项目情况

纽约市地下室公寓改造试点项目（BACPP: Basement 

Apartment Conversion Pilot Program）于 2019 年 3 月 4 日正式

在布鲁克林区的东纽约社区启动（图 3）。2016 年，布鲁克

林第五街区（Brooklyn Community District 5）①的重新区划

（rezoning）获批，在此背景下制定的东纽约社区规划（East 

New York Neighborhood Plan）②提出要在 15 年内建造近 

6 000 个住房单元，该试点项目也是区划中对于可负担住房

的一项重要探索。

之所以选择东纽约社区作为试点，主要出于以下原因 [13]。

（1）物质空间环境质量差。该社区老旧建筑极多，超过

55% 的住宅建于 1960 年以前 [20]。（2）地下室租赁的需求与

供应量都较大。根据房屋局接到的违规地下室相关投诉情

况估算，该社区有 1/3~1/2 的个体业主拥有违规的地下室

单元，其违规地下室租住现象也是布鲁克林所有社区中最

为普遍的。（3）经济社会相对脆弱。该社区是纽约受止赎

危机影响最严重的社区之一，在危机发生 10 年后，该社区

拥有全市第四高的业主新增止赎率 ；同时，社区内 86% 的

业主是非裔或拉丁裔，其家庭收入中位数仅约为全市中位

数的 80%。（4）拥有活跃的社区组织。由当地居民主导成

立于 1983 年的柏树山地方发展公司已发展为一个较为成熟

且综合的机构，熟悉社区情况，便于与有改造意向的业主

建立联系。

该社区的一些特殊性也在改造策略中得到了回应。首先，

该区内房屋投机倒卖相对活跃，房价上涨迅猛，而放宽对地

下室的限制很有可能诱发更多此类交易，加剧失所问题。为

此，项目明确规定仅有自住业主可以申请地下室改造。其次，

根据纽约市规划局绘制的洪涝灾害风险地图（NYC Flood 

Hazard Mapper），该社区南部受到的洪水威胁较为严重，不

适合进行地下室合法化改造。该项限制保证了地下居住单元

最基本的安全条件。第三，根据专业人员制定的改造费用预

算，通过评估获准参加试点项目的业主将得到贷款计划的支

持。在改造完成后，在租约的保护与要求下，业主在能够享

有安全稳定的租金收入的同时必须如实申报。

根据住房保护和开发局估计，该社区约有 8 000 位试点

项目的潜在参与者，柏树山地方发展公司对近 3 000 位业主

跟进调查，其中约 900 位表达了参与意向。到 2020 年 5 月，

在提交资格审查文件的 325 位业主中，有 240 位通过初筛，

其中 102 位通过了现场评估，最终 9 位业主获得了推进改造

的许可 [21]（表 4）。然而由于 2020 年新冠疫情，该项目 2021
年的预算被大幅削减至约 9 万美元，业主贷款和租户临时安

置都将受到一定影响。尽管如此，东纽约社区的试点探索仍

可为中国大城市非正规居住空间治理提供有益借鉴。

① 该街区由 8 个社区组成：百老汇路口（Broadway Junction）、城市线（City Line）、柏树山（Cypress Hills）、东纽约（East New York）、高地公园（Highland 

Park）、新地（New Lots）、春溪（Spring Creek）、斯塔雷特市（Starrett City）。

② 这是一个综合的社区规划，旨在促进可负担住房的保护和开发，鼓励经济发展，创建步行友好型街道，并投资于社区资源，以支持东纽约、

柏树山和海洋山（Ocean Hill）这三个社区的长期增长和可持续性。该社区规划进展详见：https://www1.nyc.gov/assets/planning/download/pdf/

plans-studies/east-new-york/dcp-east-new-york-one-pager-082018.pdf。

图 3  布鲁克林第五街区范围内住宅地下室的分布与类型  
资料来源：作者改绘自 https://communityprofiles.planning.nyc.gov/brooklyn/5，https://

prattcenter.net/portals/basement_apartment_mapping_por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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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纽约全市推广地下室合法化改造前尚待解决的
问题

根据法案要求，在地下室改造试点启动后的 48 个月内，

实施机构需要向纽约市长和市议会提交影响总结报告，作为

在全市其他地区推广该项政策的基础。就目前已有的研究与

实践而言，在全市推广该政策前仍需应对规划层面的两项

限制。

（1）地块类型。在居住用途的地块类型中，有一类只允

许建设一户或两户住宅，而从三户住宅到可容纳几十户的公

寓楼的建筑类型都属于另一种类型——“多户住宅”，这种

高密度居住形态相对不受社区欢迎，且额外受到《多户住宅

法》（Multiple Dwelling Law）更为严格的约束。当原有的两

户住宅增加一个地下室作为新的居住单元时，它会被认定为

三户住宅，继而违反区划。对于这种限制，一种可能的做法

是在规范中引入“附属居住单元”（accessory dwelling unit）

这一概念，使其以附属的属性存在，不将其计入户数。这种

做法虽然在美国其他城市已有先例①，但修订区划决议是一

项艰难的工作。所以目前试点中采取个案审批方式 ：对于两

户或三户住宅的地下室改造导致的居住单元数增加，其建筑

图纸需要同时通过房屋局和纽约市标准与申诉委员会（BSA: 

Board of Standards and Appeals）的批准，后者将检查改造方

案是否符合《多户住宅法》的相关要求，或作出特许。

（2）容积率。若新增的地下室单元面积按现行规范计入

总楼面面积，那么对于开发强度已达到区划上限的地块，地

下室不可能被合法化。然而，地下室的存在与否，对于城市

形态和街道界面的影响甚微。基于这一点，如果认同管控容

积率的根本意图是管控空间形态而非人口密度，则有可能使

地下室不受此项限制。

5  纽约地下居住空间合法化改造对我国的启示

在我国特大城市高密度建成环境中，地下空间是十分

宝贵的存量空间资源，加强对地下空间的利用对于增加城市

的可负担住房供给具有重要意义。针对地下空间长期存在的

环境条件差、安全隐患大、改造治理难等问题，本文系统梳

理了美国纽约最新开展的非正规地下居住空间合法化改造实

践，对其发展历程、改造策略、试点情况和推广挑战进行了

详细介绍。总结其经验发现，社区组织、研究机构、政府部

门等的多方长期推动，对地下室空间现状的详细调研，对当

地建筑规划相关法律法规的深入研究，以及前期研究—试点

项目—全市推广的实施路径，很好地应对了法规、技术、经济、

社会以及行政流程等障碍，使得地下室改造顺利推进。借鉴

纽约经验，对我国地下空间等非正规居住空间的改造更新治

理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5.1  供需联动，释放存量
纽约面临的可负担住房紧缺问题是全球大城市面临的

共同挑战。在我国特大城市，大量外来人口受到户籍制度

或购买能力的限制，其基本居住需求无法经由既有的正规

住房和保障房体系满足，导致地下室、城中村、群租等非

正规居住形式大量存在。借鉴纽约经验，首先应转变观念，

积极发掘非正规存量空间的潜在价值，主动将其纳入保障

性住房体系，以平衡保障性住房的“保障性”与“可获得

性”[13]。对这些非正规存量空间进行合法化改造，有望以较

低的成本创造出数量可观的可负担住房，从而使城市非正

规空间治理和新市民可负担住房供应这两个城市化进程中

① 已实施附属居住单元规范的地区或城市，如华盛顿州、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克鲁兹县、纽约州的扬克斯和西彻斯特县的其他城市。

表 4  地下室改造项目实施流程

流程
参与主体

业主 柏树山地方发展公司 市政府 技术人员与施工承包商

改造项目申请
在线填写申请表 依据是否为申请人的主要居住地、房屋所有

权、业主收入情况、改造可能性等进行初筛

初步评估 —

空间现状调查
配合踏勘；在指定日期前

填表完成改造项目申请

根据现场情况判断地下室改造的可行性 — —

经济成本测算

配合改造设计所需进行的

现场测量工作

指定专业人员；根据费用预算再次筛选经济

上可行的改造项目

审批单个项目的改造计划；根据费用预算发

放贷款，并结合业主的收入水平和年龄确定

还贷期限

提供工作说明书和图纸；

获批后提供费用预算

施工验收

获得贷款后，在 1 年内进

行施工

安置原租客 ；监督管理施工过程 ；在完成验

收后协助业主从房屋局取得房屋使用证，以

确认合法出租的权利

向改造后符合要求的项目颁发房屋使用证

（Certificate of Occupancy）

提供工程服务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https://www1.nyc.gov/site/hpd/services-and-information/basement-apartment-conversion-pilot-program.page整理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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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难题得到联动解决 [22]。同时，有针对性地选择低收入社

区作为改造的对象，新增合法居住单元，也可为这些业主

提供稳定的租金收入来源。

5.2  修订标准，扩大范围
在纽约地下室公寓合法化改造的过程中，最大的突破就

是在不降低安全健康底线的前提下，通过消防和建筑技术的

论证推动相应法规规范调整，从而使原本非正规的地下室成

为正规化的、安全的居住环境。纽约实践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让我们消除了对地下室的偏见——不安全的不是地下室，而

是非正规的居住状态 [13]。基于这一视角，我国现有的一些地

下空间可能已符合法规要求，只需加装烟雾报警和一氧化碳

监测等装置即可用于居住；另一些尚不满足规范的地下空间，

在其他非关键因素的限制得到适度放宽后，也有用于居住的可

能。目前国内已有将地下空间改造为社区活动中心的做法 [23]， 

但如何在居住功能方面有所突破，还有待建筑规划相关技术

部门的共同努力。

5.3  以改代禁，积极治理
在纽约地下室改造案例中，对于非正规居住空间并没有

采取简单否定的态度，而是积极探索将其正规化的可能性，

以达到多赢的目的。改造并通过验收的地下居住单元，在取

得房屋使用证后即可合法、稳定地租赁。不仅如此，纽约市

政府还将其纳入城市住房供应总量和业主房产应纳税额的统

计，以对地下室租赁行为的空间和经济效应进行监管。我国

特大城市对非正规居住空间的治理行动，常常导致非正规居

住现象的外移而非消除 [22]。如果采取以改造为导向的措施，

则可能就地创造出新的正规住房，将原本的非正规居住人口

转换为可见的社区居民，从而为当地社区的后续发展规划提

供合理依据。

5.4  多方参与，深入社区
纽约市的地下居住空间改造试点项目整合了市政府住房

管理部门和社区中活跃的非政府组织等多方资源，其中后者

长年扎根在社区，在政府资助下能够高效地与业主建立信任，

指导专项贷款申请，审核改造设计与施工方资质并监督工程

等，为业主提供了直接的、在社区内易于获取的服务，从而

大大减轻了参与项目的业主的负担。我国可结合正在推行的

街镇责任规划师和社区规划师制度，积极培育社区组织，以

试点社区为切入点，结合社区需求，积极探索非正规居住空

间正规化改造的可行路径。

感谢麻省理工学院 SPURS项目提供的访问交流机会，感

谢纽约市规划局克里斯托弗·霍姆（Christopher Holme）组织
纽约地下室改造交流，并提供翔实的数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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