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程类型（必填）

新建物 附加组件 更改

拆除 其他：

建筑类别（必填）

住宅：1 & 2 家庭住宅  住宅：其他 商业：商业/工业 
住宅：其他     商业：公寓/独户公寓 商业：其他 

工程地点信息和位置

工作地址：

市/州/邮编:      

套间/栋/公寓号:      项目名称:      

税收地图/地块号 R#     

提供土地使用或相关许可证号（如适用）

     

工程说明 （必需）

业主 或 租户（必填）

姓名： 电话：

地址:      

市/州/邮编:      

电邮：

业主安装：在物业上安装。

 业主签名:                                                                                                   日期:

  承包商

企业名称：      电话： 

地址:      

市/州/邮编:      

电邮：

CCB 执照号码

负责人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正楷姓名:                                                                                      日期:

申请人 或 联系 人 (必填)

企业名称：      

联系人姓名：      

地址:      

市/州/邮编:      

电话：

电邮：      

负责人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正楷姓名:                                                                                      日期:

所需数据：一户和两户住宅

说明所有设备、材料、人工、间接费用和本申请表中所列工
程的利润价值（四舍五入到最接近的美元）。

估值 (必填):

卧室数：

浴室数：

总楼层数：

新的住宅区域： 平方英尺

车库/车棚区： 平方英尺

有盖门廊区域： 平方英尺

阳台区域： 平方英尺

其他结构区域： 平方英尺

要求日期：商业用途

说明所有设备、材料、人工、间接费用和本申请表中所列工
程的利润价值（四舍五入到最接近的美元）。

估值 (必填): 

现有建筑面积： 平方英尺

新建筑面积： 平方英尺

房屋层数：

施工类型：

入住群体

现有：

新：

注意
与本建筑许可证相关的工作可能需要遵守有关石棉和/或含铅
油漆的清除、处理和/或处置的规定。 有关石棉的问题，请
致电 1-888-997-7888 联系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DEQ)。 有关含铅涂料的问题，请致电 971-673-
0440 联系Oregon Health Authority (OHA)。

所有承包商和分包商都必须 获得 Oregon Construction 
Contractors Board 的许可 根据 ORS 701 ，并可能需要在进
行工程的司法管辖区获得许可。

如果在被接受为完整申请后的 180 天内未取得许可证，则此许可证
申请将过期。

仅限办公室使用

免责声明： 通过签署此申请，许可证申请人承认并
同意他们已从物业所有者处获得拟议 工程的所有必
要许可证。 如果您发现申请人与业主或对该物业有
合法权益的任何其他方之间就拟议工程存在争议，
请参阅该司法管辖区的规则。

必填字段突出显示 

建筑许可证
City of Portland, Oregon - Bureau of Development Services
1900 SW 4th Avenue, Portland, Oregon 97201• 503-823-7300 • TTY 503-823-6868 • www.portlandoregon.gov/b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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