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租戶資源指南

指南 3：搬遷及尋找新址
•
•
•
•

搬遷選項、時間及步驟
尋找新址：如何確保新址合適
更改用途及其他規管要求
新址翻新及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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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搬遷及尋找新址
搬遷：最佳做法及第一步
您知道有重建計劃而您需要搬遷
您的大樓出現一塊佈告板，通知租戶該大樓將進行重建。您在媒
體中看到相關消息，或者您的房東發出終止租契通知。您有什麼
選擇？如何組織搬遷？
這個指南將在整個過程中一步一步地引導您。
在支援下實行計劃－需要緊記的事項
獲悉需要搬遷可能令您不知所措，特別是當您多年來都在同一
地點運營時。但您無需恐慌。您可以找到各種不同支援，幫助您
逐步渡過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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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資源及詞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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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參閱指南指南 6：支援、資源及詞彙表）。在知道您的租
契將被終止或大樓需要重建時，便應該及早開始計劃。

搬遷第一步
檢查清單

第 1 步：檢查您的租契
您是否按租契所規定的方式收到了通知？

第 2 步：與房東商討
盡快和房東討論並確認他們的計劃。

當中是否有提及通知期？

您何時需要遷出？

是否有重建或拆除條款？

是否有短期暫租的選項？

您／您的房東有什麼責任？

第 3 步：事先計劃和安排
考慮遷出的時間和開支

搬遷選項

更新您的商業計劃書

您是否會搬遷至永久性的新址？

查看和考慮您的合約義務

您是否暫時遷出？

有關物資供應及履行合約的計劃
員工安排

!

第 4 步：尋找新址及遷出

是否會搬回新大樓？
您是否需要儲物？

尋找合適的租賃空間

您是否需要向他們發出通知？

您是否需要許可證或申請更改用途？

他們會跟隨您遷到新址嗎？

談判租客改進事項

我們強烈建議您就任何有關租約和搬遷的問題尋求專業意見. 有關如何獲得支援的其他資訊，
請參閱指南 6：支援、資源及詞彙表。
請注意： 本指南旨在為營運者提供協助和服務，不應當作為法律或其他專業意見。
市政府職員建議您在有需要時尋求合適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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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 3
搬遷及尋找新址

搬迁第一步检查清单
第 2 步：與房東商討

第 1 步：檢查您的租契
•

您是否按租契所規定的方式收到了通知？

•

•

當中是否有提及通知期？是否有重建或拆
除條款？（詳情請同時參閱指南 2: 商業租
契協商及指南 6：支援、資源及詞彙表）。

盡快和房東討論有關大樓和租戶的計劃，
要清楚溝通最適合您的安排。您的房東可
能歡迎多種選項，請參閱以下詳情。

•

盡量確認遷出的時間及日期，以及您遷出
時該場所需達到的狀態。房東也可能大概
知道項目時間以及您最可能需要遷出的時
間（請參閱指南 4: 重建時間表及程序）。

•

其中一個選項可能是轉為按月租契。請確
定這種做法適合您，因為這類租契需要您
在提前一個月收到通知後遷出，但您也許
能留在目前的地方較長時間。

•

盡量向房東查詢更多詳情。定期查詢最新
消息。重要溝通應以書面或電郵方式進行，
以便在出現需要裁決的爭議時有所依據。

•

如果您收到終止租契通知或預期會收到
該通知，您需要明白租契的詳情。

•

您有什麼責任？房東在終止租契時有什麼
責任及義務

第 3 步：事先計劃和安排
•

考慮遷出的時間和開支。

•

根據重建時間安排更新您的商業計劃書。
商業計劃書詳細說明了您的目標、策略、
目標市場、財務預測等，因此需要反映您
最新的情況。

•

•

查看和考慮您的合約義務。職員怎麼安
排？他們會跟隨您遷到新址嗎？您是否需
要向他們發出通知？

•
•

考慮您的搬遷選項。您會暫時還是永久
性地遷出？參閱以下詳情 。

•

開始找尋符合您需要的空間。 您是否需
要許可證或申請更改用途？參閱以下詳
情。

•

如果您暫時找不到新地點，也可能需要
確定的儲物地點。

是否有其他義務，例如租用的設備、服務
合約和訂單？

!

第 4 步：尋找新址及遷出

我們強烈建議您就任何有關租約和搬遷的問題尋求專業意見. 有關如何獲得支援的其他資訊，
請參閱指南 6：支援、資源及詞彙表。
請注意： 本指南旨在為營運者提供協助和服務，不應當作為法律或其他專業意見。
市政府職員建議您在有需要時尋求合適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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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 3
搬遷及尋找新址

搬遷的選項
及早開始找尋新址非常重要，理想情況下在您知道營業場所需要重建時便應立即開始。

1. 永久搬遷至新地點
搬遷即表示您需要找尋符合以下條件的新地點：
• 租金您可負擔
• 土地用途分區允許您從事您的經營活動

我們強烈建議您和商
業地產經紀或租戶代
表合作，以找尋最理想
的新地點。

• 所在的社區（可能是新的）/地點和大樓內的租戶背景與您的
業務或企業形像相符，適合您的顧客或客戶群，符合您的營
運需要，以及其他市場或地點方面的考慮。
2. 暫時搬遷
如果您在租契結束後尚未找到合適的地點，又或者需要等待新大樓完工，便可能需要考慮搬遷
至臨時地點。如果您想透過優先租賃權或預租契返回新大樓內的相同地點，便需要及早與房東
或發展商溝通。
如果需要花錢改造臨時地點以達到能營業的程度（通常也稱為「租戶改善工程」)，搬遷便可能
很昂貴。但您可與房東商議，要求對方支付全部或部分租戶改善工程費用。
您可考慮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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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時整合數個地點（如果您在多個地點營運），以便在搬遷計劃進行期間生意和機構可
繼續運營。

•

暫時轉為在網上經營。網上經營可維持顧客群，並在準備永久性的解決方案期間提供市
場推廣機會。這個選項未必適合所有業務或機構，而且可能需要新的投資，例如就網上食
品相關的銷售租用廚房空間或租用倉庫。您可找到幫助企業轉為線上經營或改善線上經
營的資助。参閱指南 6：支援、資源及詞彙表。

•

暫時轉為流動經營。更多有關街頭攤位及許可證的資訊。

•

如果暫時搬遷並在日後搬回永久地點的成本太高，暫時停業可能是最具成本效益的選
擇。但在暫時停業期間，可能會流失顧客／客戶和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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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 3
搬遷及尋找新址

更多有關優先租賃權和預租契的資訊
新大樓發展商通常會在建築完工前最多 2 至 3 年“預先租賃”商業空間，以確保新發展項目財務。如果您
有興趣租用新大樓的空間，您或房地產代理應嘗試在所有空間租出前與發展商商議租契。如果您知道大樓
將會重建，意味著您需在一兩年後遷出，與另一個地點簽訂預租契就可以讓您的規劃更保險，到時候有地
方可搬也讓您更安心。如果您計劃返回舊址，應確保您的商業計劃書允許您在未來幾年在臨時地點運營、
轉為網上經營或遷至某次級營業點。
如果您的租契並未包含「優先租賃權」條款，我們強烈建議您在知道新大樓出租時盡快和房東或發展商聯
繫，瞭解是否有機會返回新樓宇的相同地點。作為目前租戶，您可以證明自己是可靠的租戶，同時適合新樓
宇和租戶組合。房東／發展商都想有穩定的收入，因此證明自己是可靠租戶的商家或非牟利機構一般都被
視為更理想的租戶，有較大機會考慮預租給您。

尋找新址：確保新址合適
如何尋找新地點
網上有羅列招租的商業場所的信息源的網站。在您找到一些招出租的營業場所後，將需要縮窄搜尋範圍以篩選
最合適地點。
房東激勵措施
房東一般在出租營業場所時提供獎勵。這些獎勵都可商議，
而且因業務類別、市場情況和潛在租戶的經驗而異，可包括現
金、特定時間內（例如 2 至 6 個月）免租或租金寬減，以及免
費或資助翻新（租戶改善工程）。您應權衡比較提供的獎勵和
租賃支出。如果長期租金太貴，出期的獎勵未必最合算。

您應考慮使用商業房地產代理或租戶
代表的服務來尋找出租地點。

誰會支付搬遷和支援費用？
地產經紀費可能由承租的租戶支付，又或者由新地點的房東支
付。這種安排可以商議，而且因情況而異。在租用新物業時由
租戶自行尋找代表總是較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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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請參閱指 南 6：支援、資源及詞
彙表 ，那裡提供了商業出租和尋求專
業協助的相關連結，以及温哥華市政
府有關小型企業創業的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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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 3
搬遷及尋找新址

新址的更改用途和其他規管要求
如搬遷至新址，您需要滿足新址的規管要求。找到適合您營運的新址可以避免市府長時間的審核，
以及昂貴的「升級」或租戶改善工程開支。
市政府土地用途分區附例規管物業可進行的活動類型或
「用途」。
這影響到該地點運營的業務及機構種類。商業空間通常會根
據可供出租前該空間經營的業務種類而獲批准進行特定類型
的經營。如果您的經營活動（「用途」）和之前已批准的商業空
間用途相同或類似，便可能較為適合。如果用途不同，就稱為「
更改用途」，導致審核時間更長、更多許可證要求，甚至可能要
求建築物升級。

如果之前的用途和您
的經營活動不相似，
在決定簽訂租契前您
可以先考慮其他地點，
因為申請「更改用途」
許可證可能需要一段
時間。

您應嘗試尋找無需大規模翻新、額外建設或租戶改善工程
的地點
進行翻新或額外建設往往需要建築許可證，可能需對商業空
間或整幢建築物進行更多升級。尋找無需大量額外工程的地點可以節省大量許可證審核的時
間。如果您決定進行翻新，應向市政府的發展及建築服務中心查詢，以瞭解預計的翻新工程是
否會導致額外的商業空間或建築物升級工程。
如果大樓是新落成或近期進行過升級，翻新便可能不會帶來額外工作量。在租用營業空間前，應向
業主查詢大樓是否符合溫哥華建築附例。您可在下方找到更多有關翻新的詳情。
確認新址是否合適的步驟：
檢查土地用途分區－您生意或機構的經營活動是否屬於物業土地用途分區已核准的用途？
是否屬於有條件允許的用途（即需要許可）？ 您可以利用 VanMap來進行檢查（查找物業資
料的貼士）。
檢查該空間之前經營什麼－和您的經營活動是否相同？如果您使用商業地產經紀的服務，他
們可以查看之前租戶的類型。（確保之前的活動符合該空間的核准用途！）如果您不肯定之
前租戶的「用途」，可以檢查分區及發展附例中對「用途」的定義，或者在網上或致電 604873-761 向市政府發展、建築及牌照部職員查詢。請注意在部分情況下，之前的租戶可能在未有
土地用途分區或其他核准下非法佔用該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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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 3
搬遷及尋找新址

翻新租用空間及獲得許可證
如果您需要在搬入前進行升級或翻新工作，便可能需要市政府許可證，除非工程非常簡單，例如上油
漆或通渠。
開始翻新工作前的貼士：
•

在檢查租契、與房東商議、獲得專業意見或聯絡小型企業商業翻新中心（CRC）前，切勿開
工。您的租契可能包含未經房東批准不可進行的工程類型的條款。

•

如果您不確定自己是否需要許可證，或在提交申請前需要額外指引，請聯絡發展及建築服
務中心（Development and Building Services Centre )。

•

在商議租契時，應考慮包含要求房東支付裝修工程費用的條款。您的房東可能願意支付全
部或部分工程費用。房東也可能豁免等候許可證期間的租金，直至新地點的裝修工程完成。
房東進行裝修和其他人一樣需要相同的許可證。

需要許可證的翻新工程種類
•

任何新的建造工程（新大樓及／或會增加新面積的現有建
築物翻新工程）

•

改變商用烹飪設備

•

包含移動內牆及／或現有下水管道、電氣或氣體管路的翻
新項目

•

結構性維修（對部分建築物關鍵結構的改變或完善）

•

即使沒有打算進行建築物改動，更改租用空間的用途/佔用
方式（例如由桌球室變為餐廳），也可能需要建築許可證

•

如與其他商家共用空間，或業務包含多種用途，可能需要市
政府批准。

請務必在簽署租契前
與市政府查詢並確認
是否能在該地點進行
您的經營活動／用途。
您也可以查看土地用
途分區及發展附例的
「用途」定義。

一般無需許可證的翻新工程
•

進行非結構性保養

•

上油漆、通渠

•

更換損壞的保險絲、插座或電源開關

如果想查看不同種類的許可證和對應各項工程所需的許可證，請同時參閱我們的資源指南 5: 辦
理市政府許可證及牌照。

翻新資訊和支援
溫哥華市政府設有小型企業商業翻新中心（CRC），以協助溫哥華的小企業業主計劃翻新工程、
準備搬遷或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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