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从议会得到批准经营性服务场所

有些场所可能需要议会批准才能经营性服务场

所。其他可能不需要批准——例如陪送机构或无

需 DA 即可经营的家庭职业/私人性工作者场所。

请咨询当地议会以及他们的土地和环境计划。

2.如何为性服务场所获得议会批准

获得发展同意或批准有几个步骤。发展评估过程
包括：

• 提交 DA

• DA 的公开通告

• 公示期收到的提交材料的审核

• 根据规划控制的发展评估

• 规划师评估和决定

• 议会可审核并修订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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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展申请（DA）

大部分议会需要提出 DA，以获得同意作为性服务
场所经营。对于 DA，您需要：

• 一张发展申请表

• 企业类型的说明

• 企业规模、营业时间、停车安排、标志等
  细节

• 申请许可的公司或个人姓名

• 物业所有者在 DA 上签名表示同意

• 按比例的建筑平面图

• 企业对当地区域影响的说明。

4.议会通告申请

提出 DA 后，议会在当地媒体对其进行通告，并寻
求公众意见。议会的评估应针对申请和公众提交
材料中提出的相关规划问题。有关妓院的道德问
题与规划评估无关。但它们亦曾影响议员的最终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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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向议会提交发展申请（DA）以建立新
的性服务场所或为现有场所获得批准之前，
请从具有相关资质、经验丰富的规划师或律
师那里获得建议。



5.发展评估

大部分 DA 由议会规划人员决定。在有些议
会，所有性服务场所 DA——或招致大量投诉的 
DA——可能由议员在议会开会时决定。

DA 的决定可包括：

• 批准——授予发展同意

• 延期——要求进一步的咨询/信息

• 拒绝——不授予发展同意。

6.发展评估

议会批准提供给该建筑或土地，并非场所的经营
者。有些经营者完成了申请工作并花费了金钱以
获得议会的发展批准，却发现建筑所有者不续订
他们的租约，或打算出售该处用作授权妓院的建
筑或土地。企业经营者不能将批准迁址以便在其
他场所建立企业——该批准只适用于该建筑。

非机密：您向议会提出的申请不属于机
密——申请会被通告以便公众能够响应。但
申请不一定由您提出，可由其他方代表您提
出。

7.发展评估

发展批准通常是永久性的——除非批准包含一个
时限，批准将在该时限后到期。发展批准也可
以：

• 在没有正确启动的情况下到期

• 在议会授予另一个批准时被取代

• 归还给议会。

8.如果没有授予批准，则现有企业将被关

闭

未经同意经营的场所可能面临议会的法律关闭措
施。您可以请求议会重新审核该决定，和/或向土
地和环境法庭上诉关闭您企业的决定。

9.无议会批准经营

如果性行业企业需要但是却未获得当地议会的批
准，则议会可要求该企业：

• 在 5-28 个工作日内终止未经授权的使
用或 

• 为该性服务企业提出 DA，并在 DA 得到
批准前停止经营该性服务企业。

如果不关闭该场所，经营者和建筑所有者会面临

免责声明

此文档的目的是提供信息，不可替代独立专业的法律建议。此文档中包含的任何内容，都不用于取代您自己的法律专家的建议。ACON 和 
SWOP 对于使用或依赖此文章中的信息造成的任何疾病、损害或损失不承担任何责任。

使用此文章的人应仔细评估其准确性、适时性、完整性及对其目的的相关性，并应当寻求有关他们特定环境的任何恰当的专业建议。对
信息的准确性、适时性或完整性，ACON 和 SWOP 无法保证和承担法律义务或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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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您的法律权利和责任的详细信息，请索
取一份SWOP的性行业法律工具包（当前只有
英语版本）。 您可从 swop.org.au 下载副
本或致电 (02) 9206 2166 联系 SWOP 员工
索取。

刑事起诉。作为企业的经营者，您需要在潜在罚
款开支、诉讼费或关闭命令与寻求并获得批准的
成本、利益和/或风险之间进行平衡。

如果您是从业的性工作者，但是不拥有议会关闭
的性服务场所，则无需承担任何罚款或被起诉的
责任。

10.在批准条款之外经营

如果企业已经获得议会批准但在批准条款之外经
营——例如经营时间超过批准时间——议会可能
让所有者改正问题，否则将会采取进一步行动。

如果企业已经获得议会对一种用途的批准——例
如仅限按摩服务——但未经同意而经营另一种用
途——例如作为性服务场所——则议会可通过诉
讼终止未经授权的使用。

议会措施可包括检查、口头和书面要求更改企业
做法、罚款、关闭指令、诉讼以及在极端情况下
撤销批准。如果企业所有者不同意议会的措施，
可请求内部审核和/或将事宜提交到土地和环境法
庭。

11.无议会批准经营

比如同一地区的两家妓院都会收到议会的信，指
出他们是“未经议会批准经营的妓院”，并且应
该“停止经营或者向议会提出 DA 以获得批准”
。作为提供商业性服务的企业，根据议会规划政
策，他们现在被分类为“妓院”，因此需要议会
批准才能经营。这两家妓院可以作出如下选择:

(1)

现有未经授权妓院的经营者在采取以下行动之
后，决定提出作为“妓院”经营的发展申请：

• 查看议会的政策

• 阅读 SWOP 的资源

• 咨询议会规划者并且

• 咨询城镇规划师。

尽管当地有些团体反对，申请也获得批准，因为
它符合议会政策。该项批准对营业时间和工作房
间数提出限制，并要求经营者更改设计和改进员
工设施、安全、健康信息以及设备、照明、安全
出口和尖锐物品垃圾管理系统。作为一家“授权
妓院”，该物业和商业租约的价值得到提升。

(2)

现有未经授权妓院的经营者提出发展申请以获得
批准——但是作为一家按摩院。申请得到批准，
因为它符合议会政策。该项批准限制将该场所用
作妓院，意味着不再能提供性服务。继续提供性

服务会让企业面临受到议会诉讼的风险。

记住：性服务可能包括全方位性服务、口
交、手淫、身体滑动和裸体按摩。

建议：签订租约前请寻求房地产律师的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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