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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我国实施违法建设有效治理存在的

治理理念不清晰、法律制度不健全、行政程序

不规范、执法行为不严格等问题，本文有针对

性地梳理了国内外有关违法建设的治理思想与

法律特征、治理主体与执行程序、具体措施与

处罚规定等方面的内容，破解相关法律难题，

为我国违法建设治理法治化、制度化、规范化

提供经验借鉴。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such as 
unclearness of governing concept, immature of 
the legal system, imperfect procedures and slack 
law enforcement in the process of governing 
illegal constructions in China, this paper combs 
the governance idea and legal characteristics, 
governing subjects and procedures, specific 
measures and penalty provision at home and abroad. 
By cracking the relevant legal problems, the paper 
hopes to provide some useful referenc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illegal construction in China 
under the rule of law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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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内地的行政执法和司法实践中，违法建设是受多个法规约束的竞合性违

法行为 [1]。违法建设并没有统一的司法界定和解释，不同的法规对违法建设行为

做出了不同的规定。违法建设治理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各行政主管部门和地方政

府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分别行使违法建设相应的查处权。基于权利更迭、力量

变换以及发展导向转变等原因，违法建设治理呈现时紧时松的局面。由于违法建

设的治理理念不清晰、法律制度不健全、行政程序不规范、执法行为不严格，法

律的威慑力受到挑战。随着社会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增加，社会管理主要通过权

力和法律两种力量实现 [2]。法律之所以重要，在于管理型政府不仅依靠权力，而

且依靠法律实现对整个社会的管制。本文通过对国内外违法建设治理法律制度的

总结，结合内地违法建设治理过程中的法律瓶颈进行梳理，以期借鉴。

1  违法建设治理思想与法律特征

发达国家和地区对城市规划一直非常重视，根据本国和地区的情况制定了不

同法律规范、规章制度和政策办法，采取较多措施保证城市发展在良好的规划设

计框架内运行，尤其是对违法建设项目采取严格的治理措施，虽然形式多样，但

往往具有相同或类似的特征。

1.1  违法建设的界定清晰规范

1.1.1  立法清晰

与内地违法建设概念的行政界定完全不同，发达国家和地区往往具有清晰、

明确的法律界定，一般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相关治理法律体现在单行法中，如

新加坡的《建筑控制法》以及中国澳门的《澳门都市建筑总章程》属于单行法，

具体规定违法建设概念和类型。二是形成相互支撑的法律体系，如中国香港为了

规制违法建设，形成了以“城市规划条例”、“建筑物条例”为主，“市区重建条例”、

“土地征用条例”等条例为辅的一系列完备的法律体系 ；中国台湾根据其“建筑

法”专门制定了“违章建筑处理办法”。

1.1.2  规制范围明确

发达国家和地区在专门或相关法律中对违法建筑的概念、违法建设的情形以

及“违例”和“犯罪”的标准做出了清晰界定。香港屋宇署规定“凡未经屋宇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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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先批准或没有通过（小型工程监管制度）的简化程序进行

的楼宇加建或改动，均属违建工程”[3]。明确规制范围使得

违法建筑和违法建设的界定更加准确，减少了法律中的模糊

地带，也使得治理主体的工作内容更有针对性。

1.2  强调专业人员与公众参与

1.2.1  强调专业人员的责任

随着社会分工的加快，知识结构的单一化、条块化使各

领域间形成严重的专业壁垒，因此，发达国家和地区越来越

强调专业人员的知识支撑。如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均奉行“专

业人士提供专业服务”。中国香港法律规定，在新建或改建建

筑的时候，业主必须委聘相关专业人士，必要时还应按照《建

筑物条例》的相关规定聘请注册结构工程师拟备图则，提交

屋宇署审核批准。如果建筑工程涉及岩土，还须由注册岩土

工程师拟备图则，提交建筑事务监督审核批准，并且必须由

注册的承建商承建。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岩土工程师、注

册承建商等专业注册人士都有法律规定的责任监督该建筑工

程，如违例则会遭到检控或受纪律处分 [4]140。而中国台湾“违

章建筑处理办法”同样规定，对参与违法建设的建筑师、营

造业及土木包工业设计、监造或承建商，应依法进行处罚 [5]。

1.2.2  重视公众参与的作用

发达国家和地区对于违法建设的整顿治理不仅需要专

业机构和人员的参与，而且非常强调公众的监督举报对发

现、纠改违法建设起到的重要作用。通过对公众参与的鼓

励和引导，降低违法建筑处理的经济和社会成本，提高行

政效率。如新加坡建设局将执业工程师例行安全检查以及

公众举报作为立案查处违法建设的信息来源 [6]123 ；中国香港

政府则强调建立共同责任制度，鼓励普通市民举报违法建

设。屋宇署设立热线“1823 电话中心”，每天 24 小时开通，

由该中心统筹处理每月接获的数以千计的举报 [4]139。

1.3  多维度考量违法成本收益
违法建设多在利益驱动下发生，即建设主体希望在有限

的空间范围内取得更大的使用权，为此不惜忽略安全、健康

与舒适度。在违法建筑已经存在的情况下，如何处理这些违法

建筑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发达国家和地区违法建设治理的

法律制度中体现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违法成本大于收益，治

理机构往往会从经济和社会两个角度考虑违法成本与收益。

1.3.1  经济考量

如果违法建筑并未严重侵犯公共安全与他人权利，只是

出现程序上的瑕疵，为减少社会成本的浪费，建筑方可将违

法建筑合法化，但必须补足手续，缴纳沉重赋税，抵消因违

法或违章带来的收益。如德国实行了实质性违法搭建分类处

理办法 ：如果违法建筑属于法律规定的尚可存在范围，只是

业主建造前未办理审批手续，政府往往要求业主补办手续，

颁发建设许可，然后对业主违法建设的行为课以一定数额的

行政罚款。中国澳门的《澳门都市建筑总章程》第 70 条对

违法建设合法化的税收做出了规定：“对于无准照进行的工

程，或因扩大建筑面积而与经核准计划不符合所进行的工程，

为使工程合法化，所征税项为平常税款之 3 倍”[6]135。反之，

如果经济上的违法成本小于收益，建设方会将惩戒性的罚款

或赋税异化为“花钱买许可”，反而会造成变相鼓励的后果。

1.3.2  社会考量

除了经济上的考量，发达国家和地区更加重视保护社会

利益和公众权利。以德国为例，如果违法建筑不符合法律规定

的要求，属于不允许存在范围，即违法性质严重的，地方政府

行政执法部门会责令业主自行拆除该违法建筑；若业主不拆除，

行政执法部门组织队伍予以强制拆除。第二种情况多发生在违

法建筑严重侵犯公共安全与公共利益时。又如中国澳门的《澳

门民法典》第 1267 条规定：“任何工作物、设施，或腐蚀性或

危险性物质之储存，导致相邻之房地产有受不法损害之虞者，

不动产所有人即不得在其房地产内建造或保留该等工作物、设

施或储存。如该等工作物、设施或储存已获有权限之公共实体

许可，或已符合法律为其建造或保留所规定之特别条件，则仅

于损害已实际发生时起，方可将其拆除和迁移。在上述任一情

况下，就他人所遭受损失均须作出赔偿。”[7]

2  违法建设治理主体与执行程序

2.1  监管主体广泛
发达国家和地区违法建筑的监管主体可划分为政府机关

联动、公务人员稽查、专业人员监管、业主自律和公众监督

等五种类型。监管并非单一主体作用，而是多元主体相互配

合的过程。如新加坡建设局将执业工程师例行安全检查以及

公众举报作为立案查处违法建设的信息来源。同时由建设局、

消防局、市区重建局对违法建设的发现、检测和审报审查等

进行联合监管，消防局具体负责消防安全行政管理，市区重

建局主要负责规划许可。新加坡住屋发展局根据需要，在新

加坡建设局的指导下，对组屋区的违法建设进行日常检查和

监管整治，属于监管违法建设的重要参与部门 [6]123。

2.2  治理主体多元
发达国家和地区违法建筑的治理主体主要包括行政机关

治理和社会共治两种类型。行政机关治理又可以分为专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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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机关治理和一般行政机关治理。新加坡和中国澳门主要通

过专门行政机关对违法建设进行查处治理，其专门的治理机

构分别是新加坡的建设局、中国澳门的土地工务运输局。有

的国家则通过具有查处治理权限的一般行政部门进行治理，

如日本和韩国的行政厅、德国的行政官署等。

相比较而言，中国香港更加注重多元力量的参与，强调

社会共治，通过建立共同责任制度，将市民、业主、专业人

士和政府部门皆纳入遏止违法建设的体系，形成治理合力 ：

一是市民监督。政府鼓励普通市民举报违法建设 ；二是业主

自律。业主有责任确保楼宇的公用和私人地方没有违法建设，

不致影响楼宇安全 ；三是专业人士提供专业服务。新建或改

建建筑时业主委聘的相关专业人士，如注册结构工程师、注

册岩土工程师、注册承建商等专业注册人士都有法律规定的

责任监督该建筑工程，如违例就会遭到检控或受纪律处分 ；

四是建立部门间协调联动机制。香港政府建立违法建设治理

的联动协调机制，违法建设行为一旦被发现，各相关的部门

会在牵头部门（屋宇署）将违法者的信息发布之后，采取行

政执法，法院和警署则采取联合行动，保证违法建设治理工

作落到实处；五是屋宇署公开评估，接受公众监督。屋宇署

每年年初都会对市民做出服务承诺，让市民对照监督，年终

进行自评，以不断改进自己的服务。同时审计署对屋宇署的

工作也进行不定期的公开评估 [4]140。

2.3  执行程序完备
发达国家和地区往往在对违法建设进行治理的整个实施

过程中对治理过程做出清晰、明确的规范。治理过程大概包括

信息收集—检测审查—性质判定—实施治理举措—法律救济

等环节，每个环节可能涉及不同的机构和部门。尤其在实施治

理举措方面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授予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有

的行政强制权，并以规划部门责令停止建设的时间作为分界，

之前行为只视为违法，不视为犯罪，之后的建设行为即为犯

罪。如英国 1990 年《城市规划法》（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Act）以立法形式授权地方规划局行使发布实施“强制执行通

告”的权力。根据这一处罚手段，一旦强制执行是事实，非

法开发的项目必须停止建设并拆除已完成的工程。如开发者

拒不执行强制执行通告，则违法开发构成刑事犯罪 [8]。

2.4  法律救济完善
除了强调对违法建设的处罚，发达国家和地区还强调

对相关处罚行为的救济。如新加坡《建筑控制法》第 19 条

规定：“当事人对有关部门作出处理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

可向法院提起诉讼”[9]。中国台湾“行政执行法”则强调“代

履行费用逾期未缴纳的，根据法律规定移送行政执行处依本

法第二章的规定执行。也就是按照‘行政执行法’第二章公

法上金钱给付义务之执行的规定执行。义务人对是否负担代

履行费用或者对代履行金有异议的，可依法提起诉愿或者行

政诉讼来救济”[10]。另外，中国台湾“行政执行法”中一个

很大的不同就在于它规定了执行时效制度。其中第 7 条规定

“行政执行，自处分、裁定确定之日或其他依法令负有义务

经通知限期履行之文书所定期间届满之日起，五年内未经执

行者，不再执行；其于五年期间届满前已开始执行者，仍得

继续执行。但自五年期间届满之日起已逾五年尚未执行终结

者，不得再执行。前项规定，法律有特别规定者，不适用之”[10]。

此条规定也适用于代履行制度。

英国的规划许可制度中规定，对于没有取得规划许可的

开发，英国的地方政府可以视情形要求开发者补办许可申请

或采取执法行动。如果地方当局认为这种开发破坏了规划则

发出“执法通知书”，明确规定停工、全部拆除或部分拆除

所涉及的建筑物。如果开发者没有按规划许可的条件进行建

设，政府则会发出“违规建设纠正通知书”，以要求开发者

遵守规划许可的条件。开发者可以对“执法通知书”提出上

诉，但不能对“违规建设纠正通知书”提出上诉。如果上诉

被驳回后开发者仍不遵从政府的执法决定，则是触犯法律的

行为，开发者因此会被政府起诉。

3  违法建设治理具体措施与处罚规定

发达国家和地区对违法建设治理的具体措施与处罚规定

各有不同，但是基本上包含前期治理、同期治理和后期治理

三个阶段。

3.1  前期治理
前期治理主要是指在建筑建造前，建造主体应向主管部

门就相关建设计划提出申请审核，事前协调好本建筑与他建

筑、个人权利与公共权利之间的关系，减少拆除、罚款发生

的可能性，以期降低社会成本的过程。前期治理主要包含预

防教育、宣传引导、规划许可等。如中国香港屋宇署的网站

上，列明业主的责任和违法建设的危害。新加坡建设局对违

法建设的类型做出简明的图例供国民参考，并在其官方网站

上作详细的情况说明和介绍，以警醒民众。美国制定了一整

套完整的管理制度和无微不至的服务系统，实施严格的建筑

许可证制度 [11]。并且有住宅监理委员会的跟踪、检查、监督，

无证所建的附属建筑即成违法建筑，会被强拆 [12]。

英国的规划许可制度在官方的规划指南中有详细介绍，

《一般开发规则》（General Development Order）界定了不需

要申请规划许可的小型开发活动，并规定了相应的规划要求。

如果开发项目符合一般开发规则的要求，开发方即可获得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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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法律效力的开发证书，而无需再申请规划许可。英国的规

划许可制度对“居家营业”作了详细的规定和限制，一旦住

宅兼作营业场所就需要申请规划许可。同时对建筑物用途的

变动也有具体的规定，详细说明哪些用途之间的改变需要申

请规划许可，哪些用途之间的改变不需要申请规划许可，而

公众的意见是规划申请能否获得批准的重要因素。在以土地

公有制为主的新加坡和中国香港，法律严格规定楼宇业主不

得侵占公共空间，在公共空间私自搭建和改造将被处以重罚。

同时新加坡的组屋政策和中国香港的廉租房政策成熟完善，

民众刚性需求基本得到满足。

3.2  同期治理
同期治理是指在建筑建造过程出现不合法或不合规的现

象，监管机构和人员及时发现并采取一定措施停止对公共安

全和他人权利的侵害的过程。同期治理的措施主要是勒令停

工或停止施工。

在中国澳门，当土地工务运输局稽查人员发现违法建

设行为时，将着令工程所有人或其代表人暂停工程 48 小时，

倘该等人士不在场时，则命令有关负责人或负责工程的技

术员执行 [6]133。中国台湾因查报、检举或其他情形发现违法

建设正在施工中，主管建筑机关应立即勒令停工，以减少

损失等待处理 [4]141。中国香港同样在法律中对在建违法建筑

有所规定，即 ：建筑工程在建筑事务监督的命令下须停止。

如中国香港《建筑物条例》第 23 条（1996 年第 54 号第 19
条修订）规定 ：“任何建筑工程或街道工程正在于违反本条

例任何条文的情况下进行，或与曾如此进行的任何建筑工程

相关 ；或正在进行的任何建筑工程可能产生危险，或严重

偏离技术备忘录、建工计划书，或批准时附加条件不能获

得遵从，则建筑事务监督可藉向注册一般建筑承建商、注

册专门承建商、注册小型工程承建商或进行建筑工程或街

道工程的其他人送达的书面命令，规定停止工程。如建筑

事务监督命令停止工程，则进行建筑工程或街道工程的人

须尽快和在尽量安全的情况下停止进行工程（由 1996 年第

54 号第 19 条增补）”[13]。

3.3  后期治理
后期治理是在违法建设中止或终止后，治理主体在衡量

危害性程度后对违法主体和违法建筑做出具体处罚措施的

过程。

3.3.1  对违法主体的治理措施

违法主体可分为建设主体和专业人员。发达国家和地区

对违法主体的处罚手段包括连带责任、罚款和监禁。

连带责任制度实施的典型地区为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

如香港法律规定新建楼宇或加建和改建聘请的注册结构工程

师、注册岩土工程师、注册承建商都有责任监督该工程，违

法会遭受检控或受纪律处分 [4]140。台湾“违章建筑处理办法”

规定，对参与违法建设的建筑师、营造业及土木包工业设计、

监造或承建商，应依法进行处罚。

罚款与监禁制度实施的典型国家和地区为新加坡、中国

香港和中国澳门。新加坡《建筑控制法》第 19 条规定：“任

何受到拆毁、移除或改变建筑物命令的人若不遵守此命令，

应受到 2 万新加坡元以下罚金或 6 月以下监禁或并罚；在违

反规定的情况下，每多一天罚款 500 新加坡元以下，而且在

判决后如果继续违反规定，此专业人员就会受到每天罚金不

超过 1 000新加坡元的处罚”。以上规定适用于任何建筑工程，

不管与临时建筑物有没有关系。第 20 条规定 ：“任何人开始

或实施或允许或授权实施未被建筑控制处处长批准的建筑工

程规划或未被许可的建筑工程都应受到处罚，判处 20 万新

加坡元以下罚金或 2 年以下监禁或并罚，在违反规定的情

况下，每多一天罚 1 000 新加坡元以下，而且在判决后如果

继续违反规定，就会受到每天罚金 2 000 新加坡元以下的处

罚”。中国香港清晰界定了“违例”、“犯罪”的标准，明确

高额惩罚、监禁的手段。《香港法》第 123 章“建筑物条例”

规定，无论任何建筑工程如未获得香港屋宇署的批准都属于

“违例”；而违反发展审批地区图及分区计划大纲图的规定、

违反建筑管制、违反规划事务监督和建筑事务监督的要求建

设以及占用的，都是犯罪行为 [14]。香港新加或经修订的“建

筑物条例”所订明罪行的罚则具体为以下三类 ：（1）第 40
（1AA）条，任何人如未获建筑实务监督的批准及同意而进

行僭建工程，经定罪后最高罚则为罚款 40 000 港币及监禁

2 年；及每天罚款 20 000 港币；（2）第 40（1BA）条，任

何人如无合理辩解而没有遵从送达给他的法定清拆令，经定

罪后最高罚则为罚款 200 000 港币及监禁 1 年；及每天罚款 
20 000 港币；（3）第 40（4B）条，任何人如无合理辩解而

阻碍业主立案法团（法团）为遵从由屋宇署送达给法团的命

令而展开的工程，经定罪后最高罚则为罚款 10 000 港币及

监禁 6 个月 [15]。

3.3.2  对于违法建筑的治理措施

发达国家和地区对违法建筑的处罚手段主要为赎买（或

合法化）、返回原装、拆毁移除、没收接管、代履行等。

实施“赎买（或合法化）”手段的典型国家和地区为新

加坡、中国台湾、中国澳门等。新加坡规定，先开工后申请

并经过审核的，可对允许的几种情形下的建筑予以赎买 [16]。

同样，中国台湾也有类似规定，即自接到违章建筑查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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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之日起 5 日内，“直辖市”、县（市）主管建筑机关应派

员到现场实施勘查，对认定为无须拆除，而属于程序违法建

设的，应当通知违法建设人于收到通知之后 30 日内，依法

补领相关执照。中国澳门《都市建筑总章程》第 70 条对外

发建筑合法化的税收做出明确规定 ：“对于无准照进行的工

程，或因扩大面积而与经核准计划不符合所进行的工程，为

使工程合法化，所征税项为平常税款之 3 倍”[6]135。

“返回原装”类似于我国的恢复原状。如新加坡规定专

业结构工程师每 5 年对各类建筑进行结构检测，一旦发现问

题，将作及时整改。住户及所有人未经许可，不得对房屋结

构进行改动，确需改动的，必须向建设局提出书面申请并

获得建设局的批准通知书方可实施。如果未经批准即改动，

建设局将按有关法令进行处理，严重的将被责令“返回原

装”[6]124。

“拆毁移除”的应用极为广泛。如新加坡《建筑控制法》

第 19 条对“未经授权的建筑物的拆毁”做出规定 ：“任何已

经落成的建筑物或已经或正在被实施的建筑规划，若建筑控

制处处长认为其触犯了本法规定，就可以书面命令暂停建筑

物规划的实施、拆毁该建筑物、建筑物的规划或一些改变都

应该停止触犯本法规定；依照前款规定发布的命令要明确指

出以下事项：建筑物被拆毁或改变的方式，改变开始的时限，

改变完成的时限，改变要符合建筑控制处处长的要求”[6]124。

“没收接管”是对违法建设未实现上述处罚的接续性处

罚。如中国香港“城市规划条例”第 23 条规定如果监管人

员认为该建设项目有或曾有违例情形，监管人员可向该建设

项目的相关负责人送达“通知书”，并在“通知书”内指明

违例情形。如果相关负责人没有按照“通知书”的规定恢复

原状，监管人员可以介入该项建设工程并按照“通知书”规

定对该项目的相关财产进行接管、移走、扣留和处置。

“代履行”又名“代执行”，在德国、新加坡、韩国、日

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惯常使用，即一项应

由义务人做出的行为义务未被履行时，执行机关可委托他人

完成该行为，有关费用由义务人承担。如德国 1953 年的《联

邦行政执行法》第 10 条规定了代履行制度，第 12 条规定了

若不能实施代履行或滞纳金的措施，主管机关可以直接强制

的方式加以完成。新加坡在《建筑控制法》第 19 条规定了

代执行措施。日本、韩国的强制执行由代执行、强制征收、

执行罚（包括秩序罚和行政刑罚）、直接强制组成，并专设

《行政代执行法》，确立了代执行在整个行政强制执行制度

中的核心地位。如韩国《行政代执行法》第 2 条规定 ：“作

为依据法律直接命令的行为获行政厅依据法律下达命令的行

为，当义务者不履行可由他人替代行使的行为时，以其他手

段难以确保其履行，或者当放任其不履行时，认定会对公益

带来严重的危害时，该行政厅自行行使义务者的行为，或是

让第三人来履行，并向义务人征收费用”。

4  违法建设治理他山之石与法律之困

4.1  他山之石
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德国、美国等国家和地

区在违法建设治理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机制健全、手段灵

活、衔接得当的违法建设责任追究制度，多管齐下，这与其

强有力的违法建设治理措施（表 1）密不可分。一是刑罚的

必定性与及时性。即违法建设治理遵循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

里亚（Cesane Bonesana Beccarra）在其经典名著《论犯罪与

刑罚》中所言：“对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

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确定违法者不仅没有违法收益，

而且必须付出比违法收益更高的违法成本，同时也要及时查

处 [17]。二是追究连带责任。即追究建筑设计师及承建商等相

关人员的连带责任，对参与违法建设的建筑设计师和承建商

等人员依法进行处罚。三是提高违法成本。发达国家和地区

或通过高额罚金，或通过征收高额税金来提高违法建设的成

本，从而达到抑制违法建设的目的。四是违法建设入刑。违

法建设入刑是针对违法建设行为相对人的处罚，其威慑作用

最大，并实现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有效衔接。五是鼓励公

众参与。发达国家和地区违法建设治理中最显著的特点是奖

惩分明，执法严厉，法律宣传和社会广泛监督相协调，具有

市民互动参与的路径和方法，公众成为利益相关者。六是实

施代履行制度。治理违法建设行政代执行对象的义务都是由

法律直接规定或者由执法主体依据法律下达命令，且他人可

以代为执行，从而促进执法成本降低和执法效率提高。七是

表 1   违法建设治理手段比较

中国内地 新加坡 中国香港 中国澳门

罚款 工程造价 10% 以下，个人不超过

10 万元，单位不超过 100 万元

不分单位个人，可处 20 万新加坡元以下罚款，

违者每天 1 000~2 000 新加坡元滞纳金

首次 50 万港币，以后 100 万港币，

持续犯每日不超过 5 000 港币

1 000~20 000 澳门元

合法化 限期改正；依据时间早晚确权 赎买 — 征收平常税款之 3 倍

刑事处罚 — 罚款和监禁，可并处 罚款和监禁，可并处 —

承建商责任追究 — — 追究承建商责任 —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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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法制宣传。在发达国家和地区，既有建筑物进行改建或

扩建时需经批准是作为常识存在于普通民众心中的，这与法

制基础和宣传教育直接相关。

4.2  法律之困
实践过程中，我国内地实施违法建设的有效治理尚存在

一些法理认识困境和缺乏制度配套问题，需要借鉴发达国家

和地区的法律制度并加以完善。

一是违法建设的法律界定问题。违法建设是行政管理

中的常用概念，在国家立法层面并无“违法建设”的专属概

念和相关定义。行业法中“违法建设”概念对应违反规划行

政许可规定的行为，是违反规划控制导致空间结构改变的建

筑物和构筑物修建活动。理论层面，城市规划作为一种追求

未来理想和效用的社会实践，其目标的多样性和超前性无法

使社会成员确信将来从中受益，因此社会整体对规划的自愿

服从成为一种不可能。因此违法建设是一种无法通过“行为自

觉”而得到遏制的现象，必须由国家强制力予以规范和约束 [18]。

为有效遏制违法建设的蔓延，需要制定专门处理违法建设的

法律，从法理学等角度对违法建设的要素进行分析，根据违

法建设的性质进行合理的分类和法律评价，对违法建设做科

学合理的认定和处理，由不履行法律义务的行为相对人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19]。

二是违法建设入刑的合理解释问题。违法建设侵害对远

期的社会环境效益受损和区域发展机会丧失等非显性伤害，

与对人或物的直接现实侵害相比并不显见。由于在违法建设

治理过程中会出现竞合犯罪问题，与违法建设相关的犯罪类

型有非法占用农用地罪、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重大

环境污染事故罪、妨害公务罪、煽动暴力抗拒法律实施罪、

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非法经营罪以及渎职罪①等八种。同

时，按照《侵权法》规定的民事权益，与违法建设相关的有

生命权和健康权，即可能由于违法建设遮挡阳光、破坏消防

通道等而产生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侵害，遗憾的是该法并未对

违法建设侵害进行详细规定。也就是说，现有的刑罚制度对

违法建设侵害公共利益的危害和损失缺乏法理的有效解释。

我国违法建设历史存量巨大，其逐步消解需要在现行法律制

度框架内运用政治智慧和经济手段，采取在建违法建设入刑

是从根本上遏制新的违法建设的可行手段 [20]。因此应借鉴发

达国家和地区的司法经验进行刑事处罚规定，在《刑法》中

增设违法建设罪及相应条款，对不接受行政处罚仍继续违法

建设的违法主体课以刑罚，对施工、设计方追究连带责任。

三是新生违法建设的司法解释问题。《行政强制法》第

44 条规定强制拆除并未涉及正在进行违法建设。因此针对

新生违法建设的强制拆除存在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

两种观点，而是否存在行政决定作为区分标准。由于《行政

处罚法》中规定，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

处罚无效，因此城市管理及规划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面对众多

不自觉履行行政处罚的违法建设束手无策，缺乏强制力，行

政效率受到侵害 [10]。新生违法建设属于正在发生的违法行为，

其行为正在一步步危害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将新生违法建

设及时拆除，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正当防卫，应对此执行特

别行政执行程序。

四是代执行制度实施的配套制度问题。德国代履行制度

规定，代履行费用在事先的告诫中应当列明预定的数额。实

际的费用超过告诫所告知的数额时，不影响有关债务的追索

权。日本的《行政代执行法》规定了义务人在拒绝缴纳费用

时，行政厅能够依照国税滞纳处分进行强制征收。我国《行

政强制法》并没有规定义务人若是拒绝缴纳费用行政机关能

够采取什么措施来征收费用。一般而言，如果当事人拒绝支

付代履行费用，那么第三方可向行政机关行使支付报酬的请

求权，行政机关在支付第三方相关费用后享有对义务人的返

还请求权（公法请求权）。行政机关的公法请求权可通过强

制执行实现，具体方式为划拨当事人存款、汇款或者通过拍

卖当事人财物抵扣费用。但行政机关划拨当事人存款、汇款

需要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配合，而在实际操作中，银行等金融

机构考虑到自身利益，会拒绝行政机关划拨当事人存款、汇款，

这就造成代履行的费用难以受偿。同时由于违法建设为不可

移动财产，在没有合法化之前不能拍卖。对于不符合规划要

求的违法建设，之所以要没收是因为“无法拆除”。但现有法

律缺乏对于无法拆除而又不符合规划的违法建设的具体处理

规定，即如何通过一定程序使之合法化并保障待执行费用的

征收，同时作为公益使用或公开拍卖都需要规范化制度。

五是处罚竞合的实际运用问题。违法建设查处过程中，

同一违法建设行为往往会触犯不同法律、法规和规定，在

违法处罚上涉及多个行政执法部门，这就涉及违法竞合问

题，其处罚原则是从重处罚，即由处罚最重的部门给予处

罚。但在实际操作中，查处部门有可能不是处罚最重的部门，

而查处部门依照自身职责给予处罚后，根据行政法“一事

不再罚”原则，处罚最重的部门不能进行二次处罚，这就

致使违法建设逃脱了本应有的严厉惩罚。如何设置案件移

送的违法竞合前置处理程序，从而将案件移交处罚最重的

① 渎职罪是针对国家工作人员的罪责，主要有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玩忽职守罪、滥用职权罪、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罪、非法低价出

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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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部门，成为一个重大问题，涉及程序要件的构建 ：一

是对复杂违法建设的认定采取联合认定机制 ；二是由裁判

部门裁定最重处罚部门进行查处 ；三是遵循比例原则，有

效减少拆除和没收等手段造成相对方的损失，界定政府应

承担的责任部分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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