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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roduction of Certificate of Occupancy for Buildings in New York Zoning

纽约区划用途管制的建筑占用执照制度引介

自纽约于 1916 年颁布全美第一部综合

区划条例以来，区划制度一直在全球的规划

实践中备受关注。然而，实施区划管理的一

个重要工具——占用执照（CO: Certificate of 

Occupancy）①——却极少见于中文文献，更

没有深入研究。占用执照实际上是核准建筑每

一块楼板的用途，进而保证建筑使用符合区划

指定的开发用途，也通过引用建筑规范核准建

筑安全使用要求。建筑占用执照在空间上表现

为区划土地用途管制向建筑使用管理的延展，

在时间上作为建筑用途管制承接规划用途管制

的开端。《1916 纽约市建筑分区决议》（1916 

Building Zone Resolution）第 21 条规定，新建

和变更的房产都必须获得占用执照，否则视为

非法使用（unlawful use）[1]。占用执照制度是

区划实施的基本保障，在历次区划修正案中一

直被保留，甚至在不实施区划制度的休斯敦，

城市建筑管理也采用占用执照制度。

除了美国，全球众多城市和地区，如加拿

大、新加坡和我国的港澳台地区都采用相似的

“建筑使用认证书”的方式管控建筑使用。可

见，建筑使用管理是一项普遍的制度安排。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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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目前，中文文献对纽约 CO 比较恰当的翻译有“使用证”“使用许可”和“占用许可”。通过对照港澳台所用的中外文名称，并查阅英汉和汉语词典，

作者认为纽约的 CO 翻译为“占用执照”比较贴切。因为，occupancy 一般译为“占用”，有“占有 / 占据”和“使用”双重含义，内容更加全

面，更加贴近纽约 CO 的管理内容；certificate 可译作“证书”，但一般而言，证书的授予机构可以是学校或任何团体，而“执照”特指主管机

关为某种事项核发的许可凭证，具有行政管理的严肃性。

摘要：建筑用途管制是土地用途管制的延伸。在时间维度，建筑用途管制将土地用途管

制从项目开发阶段延伸到项目建成后的常态使用时期，包括建筑使用功能的调整；在空

间维度，建筑用途管制将土地用途管制的空间单元从区块或地块延伸到建筑的每一块

楼板或楼板的部分，也就是使用行为场所的最小空间单元。纽约 1916 区划决议案为实

施区划用途管制而设立“占用执照”，迄今为止 100 多年的成功实践经验值得学习借鉴。

比较而言，我国尚缺少土地用途管制与建筑用途管制的关联性研究，也没有前瞻性的制

度设计。为此，本文重点引介纽约区划实施的“占用执照”制度，主要包括：占用执照

的内容与形式、土地用途管制与建筑用途管制的联系及衔接、部门联动的协调实施机制、

信息公开与公众监督的方式等，试图为我国建筑用途管制制度构建提供参考性范例。

Abstract: Building use control is the extension of land use control. For the time dimension, 
building use control extends land use control from development stage to daily use after 
completion. For the spatial dimension, building use control extends the spatial unit of land use 
control from a tract or a lot to a floor area or a part of a floor area within a building, which is the 
spatial unit of usage and activity. The Certificate of Occupancy in 1916 New York City Building 
Zone Resolution intended to control use through zoning. This successful practice over the last 
100 years is worth studying. However, China lacks the in-depth studies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land use control and building use control, and the forward-looking proposals for the institution 
of building use control. Therefore,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institution of New York’s Certificate 
of Occupancy, including its content and form, the correlation and connection between land 
use control and building use control, the coordination and interdepartmental implication 
mechanism, the methods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public monitoring. It intents to offer a 
demonstration for establishing the institution of building use control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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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纽约市《建筑准则》把具体用途按建筑特征、人员聚集程度、消防安全、结构安全等特征分为六大占用分类，每个占用分类又细分为若干占用组，

并为占用组进行编码。

② 纽约市《区划决议案》把具体用途按住宅类型、活动特性、规模、服务对象、服务区域、分布特征、环境特性、交通量、工业涉及的材料或工

艺流程等因素分为 18 个用途组，并对每一类区划分区指定若干个用途组。

部分建筑使用管理的用途要求都与城市规划的土地用途关

联，只是二者之间的联系与核准方式不同。其中，纽约的区

划土地用途与建筑用途管制的法律文件较为系统和完善，核

准制度设计比较周详，而且 100 多年的成功实践显示出其强

大的适应力与有效性。国内介绍美国占用执照的文献较少，

仅在介绍相关法规时简单提及，并没有进行深入分析或提出

参照性建议。

占用执照制度成为美国多个城市和中国港澳台地区多年

以来管理建筑用途的手段，城市发展的实践在相当程度上反映

了占用执照的有效性。本文以纽约占用执照制度的特点为基础，

针对我国规划土地用途管制不到位，以及土地用途管制与建筑

用途管制脱节的现实问题，提出可供参考的实践方向。

1  纽约占用执照的制度框架

纽约市对建筑使用管理的核心手段之一是占用执照制

度。在纽约市，建设项目的开发管理手段主要是核发三种

法律凭证 ：开发许可（仅适用于区划变通及特殊许可）、建

筑许可与使用许可（图 1）。在这三项法律凭证中，开发许

可并非必要的环节，如果一项开发符合所有适用的区划条

例、规范及相关法律，并且不要求城市规划委员会或标准及

上诉理事会做出自由裁量决定，这项开发则是“基于正当权

利”（as-of-right），可以直接申请建筑许可 [2] ；而建筑许可证

（building permit）与占用执照则是建筑开发项目合法建设和

使用必备的法律证书。 

获取占用执照是项目完成建设之后、合法投入使用之前

的必要环节。作为一项合法性证明，有效的占用执照证明建

设工程完全符合适用的法律法规，完成所有申报和缴费程序，

如有相关违规也已经得到解决且执行处罚。占有人的合法使

用以及物业的销售、投保或融资都必须持有有效的占用执照。

从此项规定可见，占用执照类似我国的建设工程竣工验收，

都是建筑使用前的核准环节。二者的差异主要表现为 ：竣工

验收是规划建设管理阶段的结束，而占用执照不仅意味着规

划建设管理阶段的结束，同时还是建筑使用管理阶段的启动，

类似产品合格证与使用说明书的合成文件，详细规定建筑的

使用范围与使用要求。

占用执照的审批、核发和检查监督主管部门是纽约市的

房屋局（Department of Buildings）。但在此过程中，市议会、

社区理事会（community boards）和消防局等相关部门都与

房屋局有明确的协调机制。房屋局还负责依据相关法规，对

未依法获得占用执照和违反占用执照使用建筑的行为进行分

类定性，执行强制措施，可以要求违规者进行整改，对其提

起诉讼，并要求赔偿、处以罚金甚至监禁。

占用执照的形式是一份文字材料，以表格形式列明： 

（1）建筑物的基本信息，包括地址、层数、高度、居住单元

的数量，以及开敞空间的规模和类型；（2）行政依据，包括

执照的类型和生效时间，法规依据、建筑物的检查结果说明、

房屋局委员的签字、是否获得城市规划委员会或标准及上诉

理事会的特殊许可、是否经区划修改以及相关的附加要求或

特别约定；（3）用途说明，包括建筑每一层楼适用的建筑准

则（building codes）指定的占用组（occupancy group）①、区

划决议案（zoning resolution）指定的用途组（use group）②、 

居住单元或出租单元的数量，以及具体用途的简单描述 ； 

（4）楼层和空间的设计荷载、许可的最大活荷载及人数上

限；（5）主要消防和警报系统的类型等（表 1）。

2  区划土地用途管理向建筑使用管理的延伸

纽约占用执照制度反映的是规划管理的时间延伸和空

间延伸。首先，纽约占用执照是规划管理的时间延伸，即从

规划和开发建设阶段延伸至使用阶段。新的建筑或开敞地块

在合法投入使用前必须获得占用执照。已经完成的建筑或

被使用的开敞地块，符合下列情况的也需要申请占用执照 ： 

（1）整体或部分改变原占用执照上列明的占用组或者区

划用途组；（2）多户住宅楼增加居住房间或公寓的数量 ； 

（3）改变后的用途或使用情况与原占用执照许可的不相符，图 1  纽约市项目开发的一般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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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需要相关法规的特殊条款支持的；（4）现有出入口有重

大的变化。也就是说，在建筑的使用阶段，即使不进行较大

规模的施工工程，但如果改变了用途和空间分隔，就可能需

要重新申请或修改占用执照。

其次，规划管理的空间延伸是指把管理的对象从土地场

址延伸至土地上的建筑楼板空间。纽约区划中的分区并不是

为地块指定一个用途类别，而是给定地块开发使用的多个用

途类别，开发者可以从用途组对应的清单中选取具体的开发

用途。居住区和工业区的可选用途较少，商业区的可选用途

最多。纽约区划法规允许开发用途混合的建筑，但规定了某

些用途在一栋建筑中的楼层位置。出于混合用途开发管理的

要求，区划法规对空间的管理不能局限于地块，而要延伸至

建筑楼板空间。占用执照反映的使用功能并非地块用地分区

或用途组，而是细化至每一层楼板的用途组及活动描述，甚

至包括地窖和屋顶。

实际上，我国现有的用途管制困境正是源于我国用途管

制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的局限性。

首先，混淆了土地用途管理与建筑用途管理的目标与对

象。我国的用地分类标准管理的是土地用途，这种用途管理

只规定了土地上的主导功能和建筑类型，而没有深入到每一

块建筑楼板用途规定。承载土地用途功能的多为附着在土地

上的建筑或构筑物，实现土地用途管制目标的使用行为多数

发生在建筑楼板上，建设管理（建筑类型的规定）与建筑使

用管理（楼板用途的要求）二者的管理对象及管理目标既有

区别又相互联系。对于相当规模的地块而言，建筑和构筑物

表 1 占用执照示例

基本信息

占用执照编号：**********

A 所述行政分区

地址

加注识别号

街区编号

地块编号

建筑类型

占用执照类型

生效时间

B 施工分类（及法律依据）

建筑占用组分类（及法律依据）

多户住宅法分类（及法律依据）

建筑层数 建筑高度 住宅单元数

C 消防设施

D 开敞空间类型及数量

行政分区意见

行政分区委员签字 建设委员签字

主体内容

具体楼层 许可的人数上限 活荷载 建筑准则的占用组 居住或出租单元数量 区划的用途组 用途描述

地窖

地面各个楼层

屋顶

备注：特殊许可、区划修改等信息

的组合是多元的，部分建筑空间的功能属性可能不同于土地

的主导功能，例如工业地块上的办公和宿舍等非厂房建筑，

那么这类建筑在用地统计中可能被忽略，也有可能成为漏洞，

帮助开发企业攫取更大经济利益 [3]。

其次，推广集约、高效的土地混合利用模式客观上要求

用途管制从土地向楼板空间延伸。混合利用的空间维度是多

元的，可以是水平维度上不同楼栋的功能混合，也可以是竖

向维度，即同一建筑中不同楼层的功能混合 [4]。缺乏建筑楼

板空间用途的管制机制，是我国混合用地开发项目在规划、

管理和产权登记环节遇到障碍的原因之一。

第三，我国的用途管制着重土地开发建设管理而忽

视建成后建筑楼板的使用管理。然而，土地开发建设管理

仅仅是建筑全生命周期的开端，如果建筑投入使用以后的

使用管理缺位，可能出现随意改变空间分隔和使用功能的

情况，如出租屋的“房中房”现象和住宅的“住改商”现

象。这些都可能影响建筑的结构和消防安全，激发邻里矛

盾，损害公共卫生和健康，并且对城乡规划目标的实施产生 

负面影响。

2019 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

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提出在“实施与监管”的

过程中“强化规划权威”并“健全用途管制制度”。要有效

地保障规划目标在建设到使用的全生命周期中得到落实，维

护规划的权威，就必须加强建筑或构筑物在竣工验收投入使

用后的用途管制，防止占用人私自变更用途或违反许可的使

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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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用途管制的技术工具

占用执照中列明了纽约市两项重要的用途管制工具，即

区划法规中的用途组和建筑准则中的占用组。

3.1  区划法规的土地分区及其用途管制
出于公共安全、公共健康和公共福祉的目的，纽约区划

决议案将城市土地分成若干类型的区域，每个类型区域分别

用代码表示，其中字母代表用途区域，字母后的数字分表代

表分区的物质空间标准和要求，诸如建筑高度、密度、容积率、

退让、开敞空间率等，以及不同的停车标准，比如 C2 代表的

地块可以用于本地服务业。服务业是一个非常宽泛的用途类

型，本地服务业规定了服务业的服务对象。为了确保 C2 类型

地块只能用于服务本地居民的服务业，区划决议案引入用途

组的管理方法。首先从建筑功能上定义并例举服务业的建筑

类型，其次又从建筑功能的规模限定本地服务的标准。比如，

加工面积小于 750 平方英尺（约合 70 m2）的面包店属于本地

服务业，可以设在 C2 分区中；而大于此加工面积规模的属于

食品工厂，只能位于 M1、M2 或 M3 分区中（工业区）[5]。

纽约市在 1961 年的区划决议案中引入用途组进行分区

的用途管理。纽约区划决议案制定了一份详细的用途清单，

并把清单中的具体用途分为六大类、18 个分组（表 2）。
用途组分组的主要依据是各类用途的相似性和相容性，

包括它们的活动类型、服务对象、使用的材料、涉及的加工过

程、交通到达方式以及运营和操作的规模。即使是从事同类活

动的企业，也有可能依据规模、使用的材料和机器被划分为不

同的用途组，这体现了精细化、多维度的用途组分组规则。例

如：加工面积受限的面包店属于用途组 6（零售和商业），加

工面积不受限的面包店属于用途组 17（工业），这是通过生

产空间的规模区别商业与制造业活动；限制音乐娱乐形式和

演奏人数的餐厅属用途组 6（零售和商业），而对此没有限制

的餐厅属于用途组 12（休闲），这是通过活动形式区别餐饮

表 2  现行区划决议中土地分区类型允许的用途组

用途组土地分区类型
居住

社团

设施
零售和商业 休闲

一般

服务
工业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独户独栋住宅
R1

R2

独户和双户独栋住宅及零地块线住宅 R3A

独户和双户独栋住宅

R3X

R4A

R5A

独户和双户独栋及双拼住宅 R3-1

独户和双户独栋及双拼住宅及零地块线住宅 R4-1

所有类型的独户或双户住宅 R4B

一般住宅
R3-2

R4-R10

地方性零售 C1

地方性服务 C2

滨水休闲 C3

一般商业 C4

限制性中央商业 C5

一般中央商业 C6

商业娱乐 C7

一般服务 C8

轻工业 M1

中等工业 M2

重工业 M3

注：填充灰色的部分表明该分区中允许相应的用途组，其他则为禁止开发的用途组。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6]翻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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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与娱乐业 ；限制楼板面积、溶剂和机器容量的干洗店

属用途组 6（零售和商业），而对此没有限制的干洗店属用途

组 16（一般服务），这是通过规模、材料和设备区分个人服

务业和生产服务业。

此外，在用途组中还规定了部分用途的位置和围合状态，

用以限制具体用途对周边环境的外部影响。例如：户外游泳

池与地块边线的距离 ；牙医等医疗机构必须位于建筑首层，

如提供独立出入口，则可以设置在多户住宅的第二层 ；如果

建造或维修船只的工厂不是完全围蔽，则必须符合与居住区

边界的距离要求，或设置规定尺寸的屏障。工业用途的管理

还结合了释放标准（performance standards），用以限制工业

活动对周边环境产生噪声、振动、烟、尘、热、潮湿、强光

等负面影响。

从 1961 年开始，经过近 60 年的实践，18 个用途组一直

沿用至今，期间没有经过重大的修正。可以说用途分组的管

理方法是有效的，它既能够清晰地规定每个分区允许的用途

类型，又可以在各个分区中形成具有特色的用途混合搭配。

3.2  建筑准则的占用组
区划用途管制是指定土地上的活动行为类型及其规模，

而建筑使用管制是针对建筑楼板指定具体的活动类型及其活

动规模。由于建筑楼板具有额定的荷载，以及与高度和疏散

设施对应的使用人数上限，建筑占用执照还要考虑建筑本身

的安全使用要求。与土地使用一样，楼板使用同样具有多功

能性，且随着社会发展而产生变化的需求 ；尽管建筑使用管

制的方式是指定楼板上的使用行为，但是指定的方式不是指

定“某一个”，而是指定“某一类”或“某一组”，因为建

筑使用管理的目标是建筑自身安全并落实城市规划的发展目

标，而能够实现这些目标的用途并不局限于“某一个”，可

以是具有相似特征的“某一类”或“某一组”活动。

纽约建筑准则把用途分为六大占用分类（occupancy 

classification），其中五类包含多个占用组，具体的特征和例子

详见表 3。可见，建筑准则中对建筑和开敞地块的用途分类则

更侧重于消防和结构安全。与用途组的设计相似，占用组的划

分也考虑了用途的活动特征、围蔽或开敞的状态、涉及的材料

等。例如：学校的课室部分属 G 组（公共集会使用），而学校

的宿舍属 J-2 组（居住使用），这是对使用者的集散和消防安全

的考虑；对于非商业性的娱乐中心，户外的和室内的建筑分别

属于不同的公共集会占用组；化学品生产企业应根据涉及的材

料属性被分为 A、D-1 或 D-2 占用组，虽然三个分组都是工业

使用，但如果该企业更换生产材料，可能会改变所属的占用组，

则需要变更占用执照，这是与生产安全密切相关 [7]。

3.3  用途组与占用组的管理组合
由于土地与建筑楼板物理属性的差异，因此用途管理不

能简单地扩大土地用途管理的对象，而须在土地用途管理与

建筑用途管理之间建立内在的联系。

占用执照列明了每一层楼的用途所属的用途组和占用

组。笔者整合了纽约市区划决议案及建筑准则中的用途列表

（表 4），统计了用途组和占用组的对应关系，发现同一个

用途组中的具体用途可能分属不同的占用分类，同一个占用

组中的具体用途又可能分属不同的用途大类。例如：零售和

商业大类中的用途组 6 就涵盖了五大占用分类的用途，商业

占用组 E 的具体用途分属于用途组 4（社团设施）、用途组 6—
10（零售和商业）、用途组 13 和 14（休闲）、用途组 16（一

般服务）和用途组 17（工业）。

依据法律规定，整体或部分改变原占用执照上列明的占

用组或用途组的情况，都必须申请新的占用执照，因此，用

途组和占用组两种关注点不同的管理工具构成的管理组合使

用途管制所考虑的因素更加全面。

表 3  纽约市建筑准则规定的建筑占用分类

占用分类 建筑特征 举例 包含的占用组编码

机构使用
建筑的使用者因残疾、疲劳或行为受限而在无人协助的情况

下不能离开建筑

医院、疗养院、庇护所或含有上锁房间的建筑等 H-1、H-2

公共集会使用 建筑中有大量人员聚集，且使用者无法快速撤离建筑 礼堂、宴会厅、课室、客运站场、餐厅和剧院等 F-1、F-2、F-3、F-4、G

居住使用
为使用者提供完全独立的生活设施，包括提供永久的起居、

睡眠、进餐、煮食和卫生设施

宿舍、酒店、多户公寓和私人住宅等 J-1、J-2、J-3

商业使用
人们处理商务、获得个人服务或购买食物或其他货物的场所 办公室和专业建筑、市场（非大型贸易使用），

不符合工业使用特征的工作或储存空间

C、E（不包括建筑的非街道层

载重超过 100 人的零售商店）

大型贸易

使用

建筑的街道层以上或以下的楼层有超过 100 个人聚集购买个

人商品的场所

— 建筑的非街道层载重超过 100 人

的零售商店

工业使用
不对公众开放，授权人员的进出受到控制，用于生产、加工

或储存货物（如化学品、食物、冰、肉类或石油）的建筑

— A、B-1、B-2、D-1、D-2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7]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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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统计，用途组和占用组构成了 109 组管理组合（排

除不适用于用途组或占用组的用途）。其中，只含 1 种用途

的管理组合有 36 组，约占 33% ；含 2 至 10 种用途的组合

有 60 组，占 55% ；含有的用途超过 30 种的组合有 4 组，约

占 4% ；用途组 17（工业）与占用组 D-1（工业使用）构成

的管理组合含有的具体用途种类最多，有 54 种用途（图 2）。
由此可见，占用执照的制度对用途的管控既是严格的，也是

灵活的。约有 1/3 的管理组合只含 1 种用途，也就是说，改

变这些用途就必须重新申请占用执照。但是，其余 2/3 的管

理组合含有两种以上的用途，给予了功能转换更多的灵活性。

当然，这种灵活性也是受到限制的。首先是功能转变的可能

性比较有限，半数以上的管理组合所含的用途少于 10 种。

其次是不同区划分区的灵活性有所差异。对照表 2 和表 4 可

以发现，在居住区中允许的（即居住大类和社团设施大类对

应的）管理组合含有的用途种类都是非常少的，即在居住区

中对用途管控更为严格；而含有用途种类较多的管理组合集

中在工业用途大类中，即在工业区中对用途管控更为灵活。

值得注意的是，对建筑的用途组或占用组的改变可能不

受开发许可或建筑许可环节的管控。由于区划在一个分区中允

许了多个用途组，也规定了部分用途组之间的转换属于合法行

为，因此改变用途组可能是基于正当权利的行为，无需申请区

划修正或特殊许可。另外，有一些用途的变化也可能不涉及施

工工程，则无须申请建筑许可。可以发现，这类符合区划决议的、

不涉及建设施工的用途改变仍受到占用执照制度的管控，使得

用途管制的范围更加广泛、对象更加全面，有效弥补管理漏洞。

3.4  建筑占用执照管制工具的适用性分析
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筑功能是复合多元的，而且建筑功

能的改变是一种常态 [8]。一方面，我国现行的用途管制工具并

没有重视混合使用和功能转变的现实需求。混合使用是高效、

集约的新型城镇化模式。虽然 2018 年出台的新版城市用地分

类标准中提供了用地兼容性的建议，上海和深圳等城市也相

继颁布了有关的地方准则，但是我国混合利用管理仍存在着用

地分类依据单一 [3]、兼容性规定过于笼统 [9] 和兼容用途组合过

于刻板 [10] 等障碍。譬如我国缺乏针对垂直维度混合使用（如

表 4  占用组与用途组的对应关系及两者组合中含有的用途数量

用途组占用分类及占用组
居住 社团设施 零售和商业 休闲

一般

服务
工业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工业使用

A 1 4 17 24

B-1 1 2 1 6 1 3

B-2 2 1 1 2 1 8 2 4

D-1 7 1 1 5 2 12 54 45

D-2 8 1 1 5 1 14 1 14 44 25

商业使用
C 1 53 11 3 8 9 1 1 9 5

E 6 19 4 5 9 4 3 3 13 2

公共集会使用

F-1a 2 2 1 1

F-1b 1 2 1 2 1 2 2 2

F-2 3 1 3 7 3 1

F-3 2 1 1 3 5 4 6 2

F-4 1 2 1 2

G 4 1 3 2

机构使用
H-1 1 1

H-2 4 3

居住使用

J-1 4 1 3 1 1 3 1

J-2 2 2 1 1

J-3 2 2 3 2

注：灰色表示该管理组合中仅有 1 种用途，蓝色表示该管理组合有多种用途，且蓝色越深，管理组合中包含的具体用途数量越多。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6-7]整理

图 2  占用组和用途组的管理组合中含有用途数量的统计

33.0%

55.0%

6.4%

1.8% 3.7%

只含1种用途的组合

含2~10种用途的组合

含11~20种用途的组合



105 2022 Vol.37, No.1国际城市规划

周剑云  黎淑翎  庞晓媚    纽约区划用途管制的建筑占用执照制度引介

TOD 轨道站点混合开发）的地权、用途和开发建设管理的规

定，即我国地权划分和控规管理仅着眼于水平维度 [10]。

借鉴纽约区划用途组工具，我国的用途管制工具可以加

入基于活动相容性的“用途分组”，作为法定规划的辅助工

具 [11]，由此突破“用地分类”的局限性，从关注土地主导用

途拓展至建筑楼板活动，从单一标准的、基于差异性的分类

体系转变为多维度的、基于相容性的分组体系，进而探索一

种适应多空间维度混合功能的、适应市场和社会发展需求的、

有明确裁量管理规则的用途管制工具。

另一方面，建筑用途转变是不可避免的，却仍缺乏有效

的管理工具。在市场经济条件及存量更新背景下，使用者必

然会在利益驱使下根据区位、交通和周边环境等条件的改变

寻求更为合理的土地或建筑用途；然而我国的土地分类标准

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思维，对用途转变缺乏弹性机制，不能

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 [12]。那么，建筑功能可不可以转变？可

以转变为什么功能？这些问题在现行土地管控的政策中缺乏

系统而细化的管理手段。其中重要的原因是，我国对“开发”

行为的理解并不完善，一般仅关注新的建设，忽略了土地和

建筑的用途转变和再开发 [3]。例如“住改商”的问题就曾经

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和政策的反复。关于各类建筑中禁止设置

某些用途的规定散落在多种管理条例①中，不成系统，也未

能完全囊括所有禁止的用途 [13]，形成管理漏洞，造成居民维

权、公众监督和行政机关管理无法可依的尴尬。 

进一步说，在使用规则不明晰、管理环节缺位的情况下，

建筑在使用过程中的用途转变没有得到有效的监管，可能产

生许多负面影响。一方面，这些用途的转变可能不符合城市

规划的目标，大大降低了空间品质和建筑安全，周边居民和

业主的合法权利因此受到侵害，挑战了规划的权威。而且，

住宅用地、商业用地和工业用地的地价相差较大，擅自改变

许可用途对其他投资者而言并不公平，也造成国家财政的损

失。另一方面，建筑用途的转变如果缺乏合法的途径，又抑

制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和经济发展的动力。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有学者建议借鉴英国的“开发规

则”完善我国的开发控制制度 [8,14]。同时，纽约用途组与占

用组的管理组合可以提供另一种思路。首先，根据纽约占用

执照制度，如果建筑用途转变不改变原许可的用途组和占用

组管理组合则无须申请许可，这为不涉及规划调整或较大规

模建设工程的建筑用途变更提供一种合法的途径，同时也对

此做了明确的法律限制。其次，占用执照中用途组和占用组

的管理组合可以科学全面地实现用途管制，因为用途组是以

外部影响和活动兼容性为分组标准的，而占用组的分组依据

则是建筑使用特性和使用者安全性，如结构和消防等因素。

第三，若变更后的用途不在原许可用途组或占用组对应的用

途列表中，则必须重新申请占用执照，实则是一种关于用途

转变的行政许可程序，在我国具有适用性。

4  建筑用途管制的协调治理机制与公众监督

使用建筑才能实现建筑的目的。建筑的目的是多样的，

有的为了自身的使用、有的视为财产而自己保留、有的视为

商品用于出售或出租，建设目的不同使用方式就不同，由此

带来使用管理的复杂性。纽约占用执照的相关法律规定和信

息公开策略支持了部门联动和公众参与的多元共治机制。例

如，其法规明确了建筑用途管制的责任机构及其与相关部门

之间的日常沟通和汇报机制。纽约市房屋局是占用执照的主

管部门，负责竣工验收，接收和审查占用执照的申请文件，

并核发执照。它的职责还包括物业投入使用后的日常监督，

接收关于建筑违规使用或改建的公众监督和投诉，并派人进

入物业进行检查。同时，房屋局应根据消防局的要求设立汇

报程序，在核发或修改占用执照后的一个工作日内向消防局

汇报。房屋局也应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向市议会议员及社区理

事会汇报所有新建筑取得占用执照的情况 [15]。

占用执照是建筑管制的核心依据，而且对城市所有的机

构和官员都具有广泛的约束力，甚至还包括纽约州的劳动局。

因此，在日常公共管理中，占用执照是众多部门需要查阅的

重要资料，它的形式和公开方式决定了其他部门的管理效率，

也影响了建筑使用的公众监督。

首先，对于非规划和建筑专业的政府职员和公众而言，

占用执照的形式是易于理解的。它采用文字和表格形式列明

“楼层—荷载—单元数量—用途描述”的对应关系，反映的

是建筑布局平面上空间和活动的对应关系。

其次，占用执照公开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是现场公告。

占用执照应根据规定永久地黏附在所属建筑的公共大堂、走

廊、管理办公室或其他房屋局要求的显眼位置。关于活荷载

的特殊情况还应张贴在每一个适用楼层的公共位置 [15]。第二

种是线上公告。公众可以在纽约市房屋信息系统上查询到全

市所有建筑物的信息，包括区划地块上曾经获批或被拒绝的

占用执照申请、建筑涉及的违反建筑准则和区划法规的行为

及其处理结果、公众的投诉及房屋局授权人员对相关事项的

检查和处理结果等。

在美国地方财政紧缩的背景下，即使是经济发达的纽约

市也难以避免政府财政预算的精简。大量的建筑如果仅仅依

靠房屋局或消防局等行政部门进行日常的检查监督，效果是

① 如《娱乐场所管理条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大气污染防治法》《广州城乡规划技术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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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保障的。但是，通过占用执照现场和线上结合的公开方

式，可以有效引入公众监督，大大提高监管效率。

实际上，占用执照列明的房屋用途、空间分隔、消防设

备与荷载等信息在我国竣工验收备案和不动产登记环节都有

备案。然而，我国建设工程档案和不动产证上的相关内容并

不适合于多部门协调管理或公众监督。虽然《自然资源部关

于以“多规合一”为基础推进规划用地“多审合一、多证合

一”改革的通知》（2019 年）明确了“将建设用地审批、城

乡规划许可、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和不动产登记等多项测绘

业务整合”，可以避免同一项目不同实施阶段的图纸存在差

异以及各个主管部门分支机构难以协调的情况，这一整合的

验收材料便可作为建筑使用阶段的管理依据。但是，建设工

程档案验收涉及的归档文件种类多、数量大、专业性强，即

使是建设单位和城建档案管理机构在归档工作中也会遇到诸

多挑战 [16]。因此，对于规划、建设和消防专业部门以外的涉

及建筑管理的行政部门，如城管、工商或者街道办等，这类

专业性强的图档文件可能造成管理工作的障碍。另外，不动

产证上的登记信息大部分是业主的个人信息及其他不宜公开

的、与建筑安全管理无关的产权信息，不可作为对社会公开

的管理依据。

借鉴纽约占用执照的模式，我国可以在建筑工程竣工验

收后核发建筑使用证书，把竣工验收备案环节的专业图纸形

式转变为公众易于理解的文字形式，主动公开涉及建筑安全

和规划许可的信息，作为可读性强、可公开的、利于各个行

政部门使用和公众查询的建筑使用管理依据。同时，应当建

立信息平台，构建城市政府、主管部门和公众之间的信息桥

梁，以数字化管理提升部门联动和公众参与的效率，构建建

筑使用管理的多元共治机制。

5  结语

建筑用途管制的缺失会削弱规划行政许可的作用和城乡

规划的权威，因此用途管制不可局限于规划管理阶段，更须

要在不动产全生命周期构建完善的用途管制运行机制 [8]。纽

约的占用执照表现出较为合理的土地用途分组管制与建筑占

用组管理的逻辑关系和传导机制，实施成效较高。

在国土空间规划改革的背景下，纽约占用执照为我国完

善用途管制制度提供了值得探析的方向。首先，纽约占用执

照制度把区划法规和建筑准则等法律规定落实到建筑使用管

理阶段，使建筑使用管理“有法可依”；为“强化规划权威”

和“健全用途管制制度”，可以参照纽约占用执照的制度框

架和技术逻辑建立适应我国具体实践情况的“建筑使用证

书”制度。第二，为落实国土空间规划“节约优先”的用地

原则和综合发展的理念，提倡土地混合使用与加强混合使用

管理迫切需要切实可行的技术工具；纽约区划的土地用途管

制的用途组以及建筑用途管制的占用组具有普适性的特点，

可以作为管理技术工具修正后参照使用。第三，纽约占用执

照的形式易于理解、便于信息公开，部门协调机制和信息公

开要求都有利于构建多元共治的机制，这些都将为今后的建

筑用途管制制度建设提供参照性范例。

注：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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