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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管控单体住宅建设活动的规划法规体系和策略方法
Legislation, Strategies and Methods for Planning and Building Controls of Householder Projects in Bri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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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我国城乡规划体系中，对单体住宅建设活动的规划管理尚未形成完善的制
度体系。在城市中，常常出现户主对单体住宅（别墅）进行加建、改建甚至拆除重
建的争议行为。虽然规划部门认为有必要介入干预，但由于缺乏管理依据，管理中
对于其行为的违法认定、
执法标准和管控措施均不明确。而在乡村区域，
单体住宅（自
建房）建设尚处于相对自发和随意的状态，导致乡村公共空间、环境和景观常被缺

引言
在我国城乡规划体系中，对单体住宅建设活
动的规划管理尚未形成完善的制度体系。一方面，
规划管理体系对单体住宅建筑（即单体别墅、联

乏管控的自建活动破坏，传统风貌的保护和延续更加无从下手。在城乡居住建筑形

排别墅）缺乏针对性的制度设计，城市中常常出

式均以单体住宅（包括独立式住宅、双拼住宅和联排住宅）为主的英国，经过百余

现户主对单体住宅（别墅）进行加建、改建甚至

年的规划和建筑管理发展后，形成了一套成熟、有效的管控单体住宅的法规体系和

拆除重建的争议行为。虽然规划部门认为有必要

策略方法，并在地方层面形成了对单体住宅的规划审批、设计施工管理。本文通过

介入干预，但由于缺乏管理依据，管理中对于其

介绍英国在管控单体住宅建设活动方面的立法演变、程序设计和策略方法，希望以

行为的违法认定、执法标准和管控措施均不明确。

此作为我国未来制度建设的参考性资料。笔者认为，英国体系对单体住宅进行的“规
划和建筑的协同管理”
、
“许可审批范围设定”和“授权第三方参与管理”的经验值
得我国规划部门借鉴。
Abstract: Planning system in China has not provided an effective planning legislation for
regulating building activities of householder projects. In urban areas, single-house (bie shu)
owners sometimes wish to renovate, extend, adjust or rebuild their properties, which have
become an issue for planning management since legislation for development control is not
in position. While in rural areas, the (re)building of houses (zi jian fang) is usually emerging
spontaneously and hardly-intervened, which causes the lack of management of public spac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traditional landscape and townscape. House is the major residential
housing type in Britain, and British legislation for development control has set a good example
for such issue with hundreds years’ experience. By introducing the evolution, strategies and
methods for house development control in planning legislation of Britain, this paper hope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future legislation in China. We found the ‘coordination of planning and
building controls’, ‘limited permit requirement’ and ‘third-party involvement’ in their system
is worth noticing. And similar approach could also be applied to the planning management of
the rebuilding or extension of individual house urban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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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乡村住宅
建设热潮正在兴起。然而，对乡村自建单体住宅
的规划引导与控制手段仍是我国规划体系中的空
白。由于缺乏健全的法规体系和成熟的审批程序，
乡村住宅建设中未批先建、乱圈乱占、随意搭建
等违法现象时有发生 [1,2]。由于缺少合理的规划管
理手段和设计引导规范，这些自发、随意、盲目
和无序的住宅建设导致了乡村房屋的风格各异、
秩序杂乱。此外，自发的乡村住宅建设具有很大
的随意性，在风格、材质和高度上并无硬性标准，
导致乡村建设管理对传统村落风貌的保护和延续
无从下手。当前，乡村建设规划管控缺失已经成
为阻碍我国新农村和美丽乡村建设的瓶颈。
在城市化水平高度发达的英国，全国居住建
筑以单体住宅为主（包括独立式住宅、双拼住宅

湖南省省重点研发计划（2016SK2011）
，
国家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20130161120047）
，

和联排住宅）。在土地私有制框架下，英国政府

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项目（20141685）
，中央高校基本业务费共同资助

在国家和区域立法中，开发控制的重点是对私人
土地所有者的建设或拆除行为进行有效的民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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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以确保私人开发不违背社会公共利益。规划
管理明确对地上物的建筑行为提出了管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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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地方层面形成了对单体住宅的规划审批、设计施工管理，

诸如住宅更新整理和贫民窟的拆除重建问题，都没有提出合

在百余年的城镇发展中，已形成了一套成熟、有效的管控法

理的解决思路 [13]。

规体系和策略方法。本文希望通过对英国①经验的介绍，为
我国当前乡村建设中的住宅建设管控方法的探索提供参考。

1.2 住宅立法
1885 年颁布的《工人阶级住宅法》[14] 是“住宅法”立法

1 住宅法规体系的立法阶段

阶段的开端 [15]。为了弥补“公共卫生立法”在住宅规划布局

1666 年伦敦大火后，政府颁布了《伦敦再建法》[3]，禁

“住宅法”授予“首都公共事务委员会”
（MBW:
方面的不足，

止再新建木结构住宅建筑，规定采用砖石结构，并以二、三

Metropolitan Board of Works）②清除和改造贫民区的权力，又

层加坡屋顶形式为主，形成整齐统一的沿街立面 [4]13。该法

明确了地方政府的职责。1890 年《工人阶级住宅法》[16] 第

令大幅度强化了政府对住宅建设的限制，是英国最早的住宅

“授权地方政府占有土地，建造者改造一批住房，
57 条规定 ：

建筑管控立法。1830 年代产业革命后，英国城市居住环境进

[15]
。允许政府直接参与工人的住房建设，
以适合工人阶级居住”

入了“污浊的 40 年代”，伦敦三分之一人口居住在贫民窟。

（council house）[17]。
《1930 年住
为工人阶级提供“公营住房”

由此，英国开始致力于公共卫生和劳动者住宅的改善，提出

（又称《格林伍德法》
）[18] 赋予地方当局更新旧城的权
宅法》

在 19 世纪末达到“所有人都有适宜住所”的建设目标。
为此，

力，拆除城市里的贫民窟，居民被重新安置到郊区，并在住

国家开始积极介入住宅建设并行使管控权力。此后，英国

宅附近兴建公园和开辟新的道路。由此住房政策目标由普通

城乡规划住宅法规体系的建立经历了“公共卫生法”（Public

《1949 年住宅法》[19] 提出地方政府
工人阶层转向贫困阶层。

“住宅法”
、
（Housing Act）和“城乡规划法”
（Town
Health Act）

《1985 年住宅
需要满足各阶层的住房需求。经过多次修订，

[5]

and Country Planning Act）三个阶段 。

“住宅
法》[20] 是目前英国住宅规划方面较权威的法律文件。

1.1 公共卫生立法

法将关注范围从单个的住宅控制扩大到住宅更新和贫民窟清

法”立法阶段主要致力于解决住房问题并改善居住环境。立
针对工业革命后严重的住房和卫生问题，英国政府在
1848 年颁布了第一部《公共卫生法》 ，强制性规定城市卫
[6]

除，关注对象由单一的工人阶层扩大到所有阶层，但对于住
宅的规划布局仍然没有提出合理的对策。

生设施和住宅的最低建设标准 ：所有住宅宽度不得少于 20
英尺（1 英尺约为 0.3 m），进出口不得少于 10 英尺，地窖

1.3 城乡规划立法

和地下室除非备有壁炉、窗户和排水设备，否则不得供人居

1909 年英国议会为了全面禁止背靠背住宅③，
出台了《住

住。公共卫生立法代表着国家开始对住房事务进行干预。而

宅和城乡规划诸法》[21]，为“城乡规划法”立法开端。该法

1875 年通过的《公共卫生法》[7] 进一步完善公共卫生管理手

令不仅管控个体住宅建设标准，且要求从整体布局出发对居

段，加入了更多维护和提升公共卫生的具体要求，如对道路

住区和工业区进行合理的规划。1919 年更新的《住宅和城

宽度和建筑物高度的限制，并赋予地方政府管理街道布局和

（又称《阿迪逊法》
）[22] 明确改善工人住房条件
乡规划诸法》

新住宅建设的权力 [8]。1875 年，英国政府颁布以维护健康和

是地方政府的职责，要求他们调查住房需求，并制定解决方

[9]

卫生为出发点的《建筑条例》 ，详细规定联排住宅的最低

案。地方政府第一次能够寻求公共财政对其制定的解决方案

建设基准，规定每户的最小占地面积、面宽、层数及前院、

提供补贴支持，而且该法简化了城市规划方案的编制和审批

后院大小

。在 1877 年制定的《标准条例》

[10]

[11]

中，规定道

程序，使之更具操作性。1944 年的《住宅手册》[23] 则建议使

路宽度至少 11 m，
后院的进深至少 3 m 等各种细则 [4]32。目前，

用混凝土、钢材、木材等材料建造预制房屋，为二战后无家

这一领域的主要有效法令是 1936 年颁布的《公共卫生法》 ，

可归的人提供能快速建造的居所，并提倡邻里单元形式的住

此后的法令都是在此基础上进行增补和修订 [5]。“公共卫生

宅区。1947 年，英国废除之前所有关于城乡规划的法规，颁

法”立法阶段标志着英国政府开始对于城市物质环境实施公

布了新的《城乡规划法》[24]，首次提出将开发权与土地所有

共管理，并严格控制住宅建筑自身的卫生标准。但由于它是

权分离，明确私有土地的开发权属于国家，建设活动必须申

应急性的控制措施，并不是积极主动的规划布局，因而对于

请规划许可，地方政府具有开发规划控制权 [25,26]。地方政府

[12]

① 本文讨论的法规体系只适用于英格兰和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兰法规略有不同。
② 首都公共事务委员会（MBW）是伦敦的主要政府机构，其主要职责是提供城市基础设施以应对伦敦的快速扩张，建立于 1855 年，随后被 1889
年设立的伦敦郡议会（LCC）取代。
③ “背靠背”指住房四面墙中有三面与其他建筑物共用，是低质量、高密度联排住宅形式，通风条件差，卫生标准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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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可以自行进行土地重新开发，而且可以使用强制性购买
令收购土地并租给私人开发商，还有权力控制户外广告，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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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需要申请规划许可 [33]，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Development）
●

宽度限制。对于独立式住宅来说，其单层扩建最多可

包含了居住

向后延伸 4 m，双层扩建最多可向后延伸 3 m。侧部扩展必须

设计最小空间标准，提倡半独立住宅而非公寓楼。1950 年代

为单层，且宽度不得超过 4 m，宽度不得超过原有建筑宽度

开始，管控的重点逐渐从对单个房屋的修缮转为整个住宅区

的一半。双层扩展建筑与住宅后院边界的距离不能小于 7 m。

[27]

护林地或历史建筑等。1949 年的《住宅手册》

的改善

[28]

。1953 年英国政府发行住宅控制白皮书《住房 ：下

●

高 度 限 制。 单 层 扩 展 建 筑 屋 脊 和 屋 檐 的 高 度 不 能

，指出住房改造不仅涉及单体房屋卫生排水设施、
一步计划》

超 过 4 m， 同时，任何扩展建筑的屋脊与屋檐的高度都不

维修状况等，还涉及其所在街区的整体情况 [29]。1968 年伦敦

能超过现有房屋。

的一栋高层公寓发生煤气爆炸，高层住宅形式开始受到质疑。
1970 年代后期，伦敦议会以“住宅建设的新方向”为议题对
近代居住建筑进行了彻底的反思，最终给出了“高层化、工

●

面积限制。扩展建筑所占面积不得超过庭院面积的一

半，且扩展部分不得超过原有住宅的房基线。
●

体积限制。联排住宅扩建规模不超过 50 m3 或建筑单

业化、综合开发事业（拆迁型再开发）是战后住宅政策的最

体总量的 10%，独立式住宅不超过 70 m3 或 15%，同时扩建

大错误”的判断 ；并明确提出英国住宅要以中低层为主，要

总量不超过 115 m3。

有明确领域感和外部空间的独门独院，要努力实现低层联排
式住宅的高密度开发

[4]101-107

。1980 年后，英国开始全面有计

●

材料限制。必须使用与现有住宅相同或相似的建筑材料。

●

时间限制。房屋的扩建只能进行一次，并且原建筑是

划地对主要城市的住宅进行更新改造，对住宅建筑的外观进

在 1948 年 7 月 1 日或以前建造的。在北爱尔兰，房屋建造

行修缮，并对开发方案的申请进行一定的审查，审查内容包

的最后期限为 1973 年 10 月 1 日。

括住宅规模、体量、特征、高度、材质、细部，也包括住宅
与周边环境的协调关系，如屋檐线、沿街立面、历史开发过

●

小规模施工。如涂刷油漆，建设 2 m 以下高度的围墙、

篱笆；与建设有关的临时性建筑及其使用；私有车道的整修等。

“城乡规划法”阶段明
程中的统一感、连续性和格调等 [30]。

若 该 开 发 活 动 无 法 被 自 动 授 予 规 划 许 可， 则 需 要 完

确了开发权的公共属性，给政府管理介入住宅建设建立了法

（1）规划申请（Planning Application），取得“规划许
成：

理基础。并且，其明确了地方政府在住宅管控中承担的公共

（2）建筑控制申请（Building
可”（Planning Permission）；

管理职责，也赋予其争取上层政策支持的权利。这一时期的

Control Application）， 取 得“ 建 筑 规 范 批 准 ”（Building

探索也基本确立了英国当前住宅建筑管控体系的主体内容。

Regulation Approval）。若开发者没有获取规划许可证就私自

2000 年，英国规划部门发布《规划政策指引 3：住宅》 ，
[31]

进行或完成开发，或没有执行规划许可和建筑规范批准中规

当中涉及可持续社区、城市设计、景观设计、住宅设计以及

定的限制条件，都属于违法开发，政府和地方规划部门会强

规划过程的各个领域，极其细致地制定了住宅设计的规范，

制执行控制和惩处措施 [34]。

强调住宅区应当有便捷的公共交通，提倡用地的多元混合，
注重住宅区的绿化，提高住宅质量，合理控制建筑密度以充

2.2 申请规划许可

分利用土地，在住宅区设立停车位等。紧接着 2006 年发行

“规划许可”申请是地方政府在建设初期向开发活动提

了《规划政策声明 3 ：住宅》 ，提出要确保每个人都有可

出“设计控制附加条件”的窗口。需要申请“规划许可”的

负担的、体面舒适的住宅 ；营造可持续、包容性的社区 ；对

情况包括 ：新建住宅、不符合《一般许可开发导则》的大改

建筑设计也提出了要关注地域文脉，注重与周边街区景观的

造，或者改变住宅的用途 ；特殊地区（如国家公园或保护区

[32]

协调，利用新技术进行建筑改造

[4]166-167

。

2 单体住宅规划管控程序
2.1 申请前工作
单体住宅规划管控程序的第一步是判断建设活动是否

内）内住宅的拆除、扩建和整修 ；对历史文物保护建筑的任
何改动（包括内部改动）。
“规划许可”申请程序包括：首先，申请者或代理人（即
授权的建筑师、律师、建筑商）需要向地方规划部门提交如
实填写的申请表格、标明土地界线的方案图纸及其他信息，

。申请
构成开发行为，明确需要申请哪些行政许可（图 1）

并支付相应费用 ；规划部门收到申请后须公示，且必须在决

者本人如无法自我判断，可以从地方规划管理部门申请获

，
策前 21 天向拟开发者发出“必要通知”（Necessary Notice）

，对其建设活动性质进行认定。法律规
得“合法性证明”

说明须遵守的建筑规范，再对该开发作出环境影响评估，并

定，普通住宅的扩建和整修，如符合《一般许可开发导则》

。
且在 8 周内作出最后决议（复杂的申请可以延长至 13 周）

（General Development Order）内的“许可开发”
（Permitted

决议必须清楚、准确地陈述理由，并用书面通知的形式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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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申请者，通知签发之日即为“批准日期”。若申请者对决

是英国住宅建造和改造的底线标准。诸如增加住宅的高度或

议有异议，有权在批准日期起 6 个月内向环境部环境事务大

扩展面积、改变改建后建筑使用功能、在墙体内安装隔热材

臣提起申诉。如果申诉被提交，环境事务大臣将专门指定监

料、进行地下基础建筑工程等活动，在获得“规划许可”的

察员，分别听取各方的陈述。监察员一旦派出，则拥有最终

基础上还需要申请“建筑规范批准”。建筑规范由英国国家

决定权，并由其自行判断是否需要进行地方公众质询。对于

议会制定，涵盖消防、安全、保温、排水以及出入口等诸多

申请者的申诉，环境事务大臣可对地方政府的决议进行任何

方面。当前施行的条文是《2010 年建筑条例》[35]。对利用“建

改动，但必须清楚地说明理由。环境事务大臣的决定是行政

筑规范”进行建设控制有三种形式。

部门作出的最终裁决。申请者如仍有异议，则需诉诸法庭——

（1）正式申请（Full Plans Application）。建设活动开始

可在 6 周内在最高法庭对事务大臣的裁决提出上诉。但最高

（BCB:
前需要填写正式表格，并向当地“建筑控制机构”

法庭不对裁决是否合理作出审判，只审查相关程序是否合法。

Building Control Body）递交完整的建设计划，并缴纳相关费

申请期间，地方政府规划部门需向民众发出公告公示，

用。建设计划由设计师提供，包含详细的施工细节以及建设

任何个人或组织都可以在公告规定的期限内向规划部门提出

时间表。BCB 必须在收到申请后 5 周内作出决定。如申请符

反对意见，并被允许出席规划部门组织的委员会会议。委员

合“建筑规范”，则发放“建筑规范许可”，并给出其施工过

会会议最终决定申请是否能获得通过。

程中必须遵守的法规条款。许可有效期为 3 年，逾期不开工
则失效。建筑控制申请如被拒绝，BCB 需要提供清晰的书面

2.3 申请建筑规范批准

理由和修改意见，申请者可以根据意见修改计划或提供更多

绝大多数建设活动都需要遵循“建筑规范”，建筑规范

的信息。
建设活动
合法性证明

属于开发

不属于开发

讨论协商

地方规划部门

规划申请

不需要

需要
正式申请

一般开发许可导则

建筑控制申请

不需要

正规化

不批准

否决

无条件
许可

有条件
许可

建设公告

申诉
接收通知

完成建设

强制执行
起诉

罚款

公众质询

判决

监察员
修改原判

违反规范

驳回

受理

推翻原判

检查

符合规范

颁发完成证书

提交简要计划
支付申请费用

维持原判

进行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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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审

规划决策

（注意：只有正式申请才有机会申诉）

（未批准建设的拟合法过程）

正式申请

修改计划

图 1 英国单体住宅规划管控流程图

协商

需要

批准

90

咨询

许可

填写申请表格
提交完整计划
支付申请费用

资料来源 ：作者绘制

公示

环境事务大臣

（此文不详细介绍）

建筑控制豁免权

在住宅框架内的建设，规模不超过联排住宅建
筑量的 10％、独立式住宅的 15％，同时总的
建筑量不超过 115 m3
如涂刷油漆，建造高度在 2 m 以下的围墙、
篱笆等小规模的施工
与建设有关的临时性建筑及其使用
私有车道的整修
⋯⋯（根据地方适时调整）

质疑
更改或
拆除

最高法院
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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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建筑规范”，BCB 有义务告知工程在各个建设阶

采光，只要变更部分不超出现有屋顶平面 0.15 m，且不高于

段需要遵循的程序。当工程到达一定阶段时，需要暂停建设

现有屋顶的最高部分，一般都不需要申请规划许可。屋顶侧

并向 BCB 通告进展。工程完成之后，BCB 将派人检查其是

面一般不允许开窗，若有开窗则须高出楼层平面 1.7 m，且

否符合“建筑规范”：如符合，则颁发“完成证书”；反之，

使用磨砂玻璃。除上述情形外的建设活动都需要单独申请规

会下发“强制执行通知”（Enforcement Notice）。对于违规工

划许可。（2）影响屋顶保温性能的活动，如更换或修整屋顶

程，若建设者是工人或承包商，则地方政府在工程完成后的

的面积达到 25% 及以上 ；影响屋顶结构的活动，如移除或

两年内可以向法院起诉或要求缴纳罚款 ；若建设者是业主，

改变屋顶部件 ；使用了新的屋顶覆盖材料，使得屋顶重量超

则可要求其更改或拆除违反规定的部分。如若拒不执行，政

过原有的 15%，或新的屋顶与现有的屋顶在防火性能上存在

府可以采取强制手段，并干预未来房屋的出售。对于 BCB

明显差异。这些情况在需要申请规划许可之外，还需申请建

的违规认定，申请者可能的应对措施有 ：1）聘请相关机构

筑规范批准。

出具书面报告，以说服 BCB 撤销或修改违规决定 ；2）在发
出通知后的 28 天内提出申诉，并证明该建筑工程符合规定。

3.1.2 外墙

（2）建设通告（Building Notice）。小规模住宅建设活动

英国住宅外墙面多用当地出产的砖，并鼓励形成统一立

为了节约时间也可以不选择正式申请。这时候需要至少提早

面颜色。对外墙进行维修保养或小改进，如使用的维修材料

两天向 BCB 提交“建设通告”，其包括对建设工程的简要介

与原材料相同或接近，保持外观相似，则不需要申请规划许

，以告知建设活动即将开始。建设者会收
绍（可包括草图）

可。25% 以上面积的外墙重新粉刷或更换材料，或把保温材

到一份“接收通知”（Notice of Acceptance），但工程不需要

料插入空心墙时，不管是否需要申请规划许可，通常都需要

等待 BCB 的批准就可以开工。建设开始后，各个阶段仍需

申请建筑规范批准 [38]，并考虑墙体保温性能的提高，且要求

接受检查，若检查员认为该工程违反“建筑规范”，则会要

被应用的材料是环保无害的。

求更改或拆除违规部分。如若不执行，政府可以采取强制手
段。与正式申请不同的是，“建设通告”方式存在风险，需
要建设者确信建设项目满足规范，否则需自己承担更改或拆
除的损失。如有异议，也无权提起申诉。

3.1.3 门窗
英国人认为门窗是街道风貌的重要要素，因此规划管控
中特别重视门窗设计。对门窗进行维修、维护和小改动（如

（3）正规化申请（Regularisation）。正规化申请是针对

重新油漆窗框和门框），只要保持外观相似，都不需要申请

1985 年 11 月 11 日之后，未经“建筑规范”批准就进行的建

规划许可。但是，安装新的凸窗会被认为是扩建，需要申请

设活动，该程序的目的是规范未经批准的工程，使其获得正

规划许可。更换破碎的玻璃、腐坏的窗格或部分主框架等维

规化证书。当然，有些情况下也需要进行必要的拆除或整改

修活动既不需要申请规划许可，也不需要建筑规范批准。但

工程，以确保其符合规范。

是，更换整个门、窗，或重新开设门洞或窗口，在申请规划
许可的基础上还需要申请建筑规范批准，并且要符合热损失

3 单体住宅设计管控策略
根据 2016 年英国住房情况调查

规定。另外，从安全性考虑，入户门若有一半以上采用玻璃
[36]

，截至 2014 年，英国

材料也需要申请建筑规范批准。

共有 2 340 万套住宅，80% 为单体住宅，其中独立式与半独
立式住宅占 51%，联排住宅占 29%。英国对半独立式住宅和

3.1.4 门廊

联排住宅的管控方式与独立住宅基本相同，仅仅是对住宅间

门廊指的是住宅入口处向外突出的部分。以下情形下门

公用部分提出了一些附加规定。例如，根据 1996 年的《公

廊的建设不需要申请规划许可 ：门廊面积不超过 3 m2、门

共墙体条例》 ，半独立和联排住宅如需要对公共墙体进行

廊高度不超过 3 m、门廊距离公共道路边界超过 2 m。此外，

维修加固、升降等活动，需要事先与共同使用者协商，否则

在占地面积不足 30 m2 的住宅内建设门廊一般不需要建筑规

对方有权阻止建设活动。以下，本文仅以独立式住宅为例，

范批准，但需要注意的是玻璃材质要防止跌落和碰撞，固定

介绍英国住宅建筑设计管控的主要内容。

的电气装置要满足建筑安全规范。

3.1 住宅管控内容

3.1.5 前院和后院

[37]

3.1.1 屋顶
屋顶管控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如果在屋顶增加天窗

住宅的前院和后院既保证了临街住宅的私密性，又营造
了良好的居住氛围。前院铺地如果使用可渗透表面（如砾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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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不需要申请规划许可 ；如使用不渗水铺地，
或多孔沥青）
2

且面积超过 5 m ，就需要申请规划许可。若毗邻人行道或道

许可 ；如果住宅是登记在册的文物保护建筑，政府对于其建
设活动的管控更加严格。

路部分的篱笆、围墙和大门的建设高度超过 1 m，或在其他

首先，文物保护住宅建筑的拆除、扩建和修整等建设

部分建设高度超过 2 m，则需要申请规划许可。多家共用的

活动由地方规划部门（LPA: Local Planning Authority）和中

篱笆、围墙的变动需要共同协商。在院内种植物通常不需要

央政府部门（DCLG: Department for Communities and Local

规划许可，但所有者有责任定期修剪树篱，包括它的顶部和

Government）共同管理。未经地方规划部门的特别许可，任

分枝，确保不对他人造成干扰 ；如种植在公共地带的植物或

何人或机构不得拆除、扩建或修整该类建筑，而地方规划部

有可能阻挡驾驶员视线，则需要申请规划许可。

门的决策通常需要咨询中央政府部门的意见。在英格兰和威
尔士，地方规划部门还应向社会公开通报任何涉及保护建筑

3.1.6 附属用房

的建设活动。

附属用房（如阳光房、车库或棚屋等）是住宅建设的延

如若业主需要对该类住宅进行建设活动，则需要递交保

伸。以下四种情况的扩建活动需要申请规划许可 ：其占地超

护建筑许可申请（Listed Building Consent）。在英格兰和威尔

过房子周围土地面积的 50% ；单层高度超过 2.5 m ；带坡屋

士，需要从地方规划部门获得申请表格。地方规划部门在批

顶总高度超过 4 m ；侧面延伸宽度大于原房屋宽度的一半。

准业主对该类住宅建筑进行改造申请前，必须先将申请递交

扩建附属用房需要遵守建筑规范，玻璃材质要防止跌落和碰

至国民议会；如果地方规划部门决定拒绝批准，则无需送审。

撞，固定的电气装置要满足建筑安全规范。不超过 15 m2 且

不同的是，在苏格兰，申请表格需从苏格兰文物局获得，文

不用于居住的附属用房（包括车库、棚屋等），一般不需要

物局在咨询当地规划部门、业主和独立的第三方（通常是文

2

申请建筑规范批准；建筑面积在 15~30 m 之间，不用于居住，

物保护协会）的意见后，由苏格兰文物局代表政府作出决策，

距离各边界至少 1 m，且由不可燃的材料建成的附属房，也

颁发改造许可。

不需要申请建筑规范批准。但若附属用房功能转换成居住，
2

某些情况下，政府有权对业主下达强制修整住宅的命令，

则需要申请建筑规范批准。新建一个面积小于 30 m 的独立

如果业主拒绝执行政府要求，或者未经当地规划部门授权擅

车库，通常不需要建筑规范批准 ；新建与住宅相邻的车库通

自对保护建筑进行改动，或未使用政府强制要求的特定材料

常需要建筑规范批准 ；但若相邻的车库至少有两侧开放，且

或技术，都将面临刑事诉讼。

建筑面积小于 30 m2，通常也不需要建筑规范批准。

3.2 信息公示和申请管理系统
3.1.7 特殊管控
英国特殊管控的对象指的是位于国家公园、自然风景区

以上仅仅谈到了住宅管控内容中有限的几个方面。住
宅建设活动种类多样，且时常出现新的变化（例如近期家用

或世界遗产保护区内的建筑，尤其是登记在册的历史保护建

新能源设施的出现），这就要求规划管理信息必须不断更新，

筑（Listed Building）。例如位于保护区、国家公园或自然风

并且对公众进行及时的教育宣传。英国规划管理部门利用互

景区内的住宅不同于普通住宅的管控，在更换外墙材料前或

（Planning
联网平台，开发了一个“信息公示和申请管理系统”

2

扩建超过 10 m 的附属用房等小的建设活动就需要申请规划

图 2 英国住宅设计管控模型
资料来源 ：https://www.planningportal.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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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住宅建设活动的规划管理要求和申报审批手续（图 2）；

可开发”认定和“建设通告”方法，就可以有效减少事务

另一方面，平台也是申请者提交、查询和获得各种审批的窗

总量。（3）可以适当委托或授权第三方参与管理，利用个

口，用电子化政务降低了行政成本。

体或社会组织资源进行管理，例如，英国使用私营 BCB 进
行建筑规范审核。本文希望通过对英国住宅管控策略的介

3.3 决策主体和监督参与制度
“规划申请”的最终决策主体是“规划委员会”
（Planning
。委员会成员由选举产生的地方议会议员组成，
Committee）

绍，给我国城镇和乡村建设规划管理制度研究提供参考资
料，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因地制宜制定规划管控策略，提
高我国建设规划管理水平。

以规划管理部门预先提供的报告为基础，召开开放的委员会
议。会上征询公众和专家意见，最后给出批准或驳回规划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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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齐茂

威廉 · 怀特论“奖励式分区规划”

刚刚为上海译文出版社翻译完成的怀特的《城市 ：重新
发现市中心》（1988），加上我翻译的怀特的另一本书，
《小
城市空间的社会生活》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
，集中讨论
了美国地方政府在规划和管理城市空间问题上的经验教训。
在翻译过程中我就在想，我们不能忽略了发达国家地方政府
在使用规划手段管理城市空间时所留下的经验教训，只有了
解了这些经验教训，才能对我们的比较优势做出更加全面的
理论阐述。
在《城市 ：重新发现市中心》的第十六章中，怀特详细
回顾了“奖励式分区规划”的兴起和衰落，特别介绍了纽约
采用奖励建筑面积、提高容积率、减少建筑密度换取各种各
样开放空间所付出的不可逆转的惨痛代价。实际上，怀特既
讨论了分区规划本身的问题，还讨论了分区规划的管理问题。
关于提高容积率的问题，怀特认为，
“奖励式分区规划

在城市发展问题上，发达国家的城市政府依靠市场力量
多一些，只要不引起社会动荡，让开发商和银行去折腾，一

的更大成本是损失掉的阳光和光照。这是一种很少计算进去
的损失……容积率 15 这个数字并不神秘，可是，对阳光而言，

家倒闭了，再来一家。我们依靠规划手段多一些，希望我们

容积率 15 似乎是一个临界值。建起 40 ～ 50 层的大楼，大

的城市避免重蹈发达国家城市发展的覆辙。更多地使用规划

楼超出了容积率 15 而达到 18 或超出 18，它投下的阴影会

手段来控制城市发展的确是中国城市发展之路相对于发达国

变得很大，可以肯定，一旦我们放弃旧的建筑高度和退红要

家的比较优势。但是，发达国家城市依靠市场力量多一些并

求，阴暗便会产生。正如我在有关阳光和光线的一章中会谈

不是说它们完全没有规划控制。一般来讲，发达国家的城市

到的那样，公众丧失的不仅仅是直接阳光，他们还丧失了二

规划控制相当严格，有时甚至可以说是刻板 ；发达国家的地

次光线。
”

方政府很会利用规划来调动私人资本，用公共资源做交易，
解决它们面临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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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分区规划奖励而建设的公用设施补偿了阳光和光
线吗？这种环境元素的丧失很难定量和计算其价值，但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