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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住房的真實現狀及改革方向 

 

 

剛剛過去的 2009 年﹐中國房地產市場風雲變幻﹐大大出乎人們

的意料。上半年受全球金融風暴的影響還嚴重下滑﹐政府出臺了很多

政策救市﹐來扭轉房地產頹勢。為了救市﹐放鬆信貸﹐全年信貸總量

猛增到 9.7 萬億元﹐超過過去幾年的信貸規模。然而﹐到了下半年﹐

形勢突然逆轉﹐樓市強烈反彈﹐房價飛漲﹐地王疊現﹐北京二手房成

交量達到 20 多萬套﹐接近前三年的總和﹐房價比年初上漲了 30％以

上﹐房價漲幅超GDP五倍。一些城市房價漲幅過快﹐甚至失於理性﹐

幾近瘋狂﹐樓市租售比達到了 1 比 500~700﹐有些地方還出現恐慌性

搶購。2009 年中國消費總額一共 12 萬億元﹐其中居民買房支出就花

費了六萬億元﹐佔了一半。全國僅新房銷售額佔同期GDP的比重就將



超過 13％。1 年底政府又不得不進行調控﹐在不到半個月的時間裡

樓市調控政策密集出臺﹐以抑制投機性購房﹐遏制房價過快上漲﹐來

了個 180 度大轉彎。 

而現在市場上搶購房子的人 70％以上已經不是缺房﹐買房自住﹐

而是投資或投機炒房﹐準備買來倒賣發財﹐買來的房子大量閒置。一

邊是連夜排隊買房﹐另一邊則是不斷上昇的空置率﹐許多社區入住率

都不到 50％﹐造成極大浪費。這種狀況很不正常﹐是不可能持久的。

近一段時間之內﹐國內有不少經濟學家對中國的資產泡沫化表示擔

憂。目前房價暴漲主要是由投機性需求過熱炒上去的。京﹑滬﹑杭﹑

深﹑廣等熱點城市都是大量的投資性購房佔據市場主導﹐並正在向二

三線城市蔓延。隨著房價的瘋狂上漲﹐全民炒房﹐中國正面臨著史上

最大的資產泡沫迅速吹大的風險﹐美國知名財經雜誌《福布斯》近日

評選出全球七大金融泡沫﹐其中﹐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名列第二。中國

社科院曹建海則說房地產市場已成了一個超級賭場。專家呼籲﹕房價

與居民購買房屋能力之間的關係在惡化﹐房地產泡沫隨時可能破裂﹐

已經到了不得不解決的地步了。中國金融機構現在在房地產裡的貸款

（包括開發商貸款﹑土地貸款和個人住房按揭貸款）已經達到幾十萬

億﹐繼中央政府提出“四萬億”擴大投資方案後﹐截至 2008 年 12
月 19 日﹐全國 18 個省市公佈的未來 1~2 年的投資計劃﹐總規模超

過 30 萬億元﹐是中央“四萬億”的近八倍﹐絕大部分依靠銀行貸款。

房地產正在綁架中國金融﹐並已徹底綁架了地方政府﹐綁架了老百

姓。引發了很多社會矛盾﹐包括拆遷中出現了不少惡性事件。有些地

方政府急於尋求“土地財政收入”的增長﹐急功近利地進行城市開

發﹐片面追求經濟效益和 GDP 的增長﹐忽視社會公平﹐違法拆遷﹑

                                     
1〈今年新房銷售額或達 4.5 萬億﹐佔同期GDP逾 13％〉﹐《中國證券報》2009 年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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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拆遷事件層出不窮﹐甚至出現了令人怵目驚心的以命相搏的慘烈

事件。房價快速上漲﹐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商品住宅銷售價格已超

兩萬元﹐85％的居民已經買不起房﹐一部熱播電視劇《蝸居》把社會

對高房價的不滿表現得淋漓盡致。因此﹐社會各界都強烈呼籲﹕從當

前我國的住房實際狀況來看﹐房地產市場確實應該變革了。 
 

 

中國現在有多少住房﹖當前我國的真實住房情況如何﹖還是一

個謎。 
2009 年 9 月﹐慶祝建國 60 週年﹐國家統計局公佈﹐我國農村居

民人均住房面積已由 1978 年的 8.1 平方米﹑2000 年的 24.8 平方米提

高到了2008年的32.4平方米﹔城鎮居民人均住宅建築面積已由1978
年的 7.0平方米﹑2002年 24.5平方米提高到了 2008年的 30.0平方米。

據此﹐中國六億多城鎮人口城鎮住房建築面積總量應為 180 多億平方

米。2

但是﹐過了不久﹐住房與城鄉建設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陳淮發表

文章說﹕根據《中國統計年鑒》和《2008 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

計公報》相關數據﹐截至 2008 年底﹐中國城鎮實有住房建築面積總

量為 124 億平方米左右﹐當年城鎮常住人口 6.07 億人（戶籍人口加

居住半年以上的常住人口）﹐2008 年我國真實的城鎮人均住房建築

面積僅為 20.5 平方米﹔戶均約 60 平方米。也就是說﹐目前我國城鎮

居民的居住總水準僅僅達到2007年國務院27號文件規定的經濟適用

                                     
2 國家統計局﹕〈新中國 60 週年系列報告之四﹕城鄉居民生活從貧困向全面小康邁

進〉﹐國家統計局網站 2009 年 9 月 10 日（http://www.stats.gov.cn/was40/gjtjj_detail.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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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標準。3 比國家統計局公佈的城鎮人均住房建築面積一下子少了十

平方米﹐縮水三分之一。怎麼回事﹖ 
其實﹐早在 2006 年﹐建設部公佈了一個《2005 年城鎮房屋概況

統計公報》﹐其中說“2005 年底﹐全國城鎮房屋建築面積為 164.51
億平方米﹐其中住宅建築面積 107.69 億平方米﹐全國城鎮人均住宅

建築面積為 26.11 平方米﹐戶均住宅建築面積 83.2 平方米”。2007
年 12 月 29 日建設部公佈“我國城鎮人均住宅建築面積已從 2002 年

底的 22.8 平方米增加到了 2007 年底的約 28 平方米﹐城鎮居民住房

自有率達到 83％。”這些都曾受到媒體的質疑﹐嘲笑建設部連小學

算術都不會。因為 2005 年全國城鎮人口為 5.6212 億人﹐除以城鎮住

宅建築面積 107.69 億平方米﹐全國城鎮人均住房建築面積僅為 19.16
平方米﹔2007 年底全國城鎮住宅建築總面積為 114.35 億平方米﹐除

以 2007 年全國城鎮人口 5.95 億﹐僅為 19.2 平方米﹐都與建設部公佈

的數字相差十來平方米。 
問題出在哪兒﹖國家統計局和建設部怎麼會犯這麼低級的錯

誤﹖ 
其實國家統計局和建設部公佈的數字並沒有錯﹐但他們有難言

之隱。原因是我國的統計數字都是按照投資渠道由基層單位層層報

上來的﹐沒有正規投資渠道﹑呈報單位﹐或者隱瞞不報的就無法統

計。建設部和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字中不包括軍產﹑保密產﹑外產

（使領館﹑外企等）﹑開發商未售出的住房以及農村集體所有制土

地上的小產權房﹔同時一些單位的自建房﹑私人建房統計的也不完

全﹐更不用提大量私搭亂建的違章建築了。所以統計數字遠遠小於

實有建築面積。 
                                     
3 陳淮﹕〈“十二五”住房目標﹕戶均建築面積 80 平方米〉﹐《經濟參考報》2009 年

1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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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小產權房的數量驚人﹐北京有人估計大概佔了 20％左右﹐

深圳這樣的城市佔的比重就更高﹐有的高達 40％﹑50％。2007 年建

設部副部長鹿心社指出﹐截至 2007 年上半年﹐全國“小產權房”面

積已經達到 66 億平方米﹐相當於 2007 年地產銷售高峰時期的十年銷

售量。到現在又增加了幾億平方米﹐至少已超過 70 多億平方米﹑七

八千萬套住房。而 1997~2008 年 12 年間﹐全國開發商建設的商品住

宅竣工面積總共不過 69.5 億平方米﹔銷售面積 38.55 億平方米﹐也就

是說﹐小產權房比開發商建設和銷售的商品住宅面積還大得多。這些

房子都無法列入統計數字﹐他們建在農村集體土地上﹐但絕大多數都

賣給了城鎮居民﹐是城鎮居民在住﹐這些房子算農村住房還是城鎮住

房﹖列入統計數字是否就承認了他們的合法﹖而這一下子就差出了

70 多億平方米。相當於全國城鎮人口每人多了十幾平米。 
又例如違章建築。現在全國有多少違章建築﹐實在太難統計了﹐

起碼數以十億計。違章建築分兩種﹐一種是大量有權有錢的人利用權

勢佔塊地私建的房子﹐大都是豪宅﹑別墅﹐除非更高級的領導決心查﹐

否則沒人敢管。前些年查處拆除了在廬山發現的幾百棟私建的別墅﹐

而這些價值幾百萬﹑上千萬的別墅竟然很多沒人認領﹐找不到業主。

而能在廬山建這樣的別墅的人顯然都不是普通老百姓。其他地方就更

多了﹐很多地方官員富商別墅亂建成風。另一種則是低收入貧民買不

起房甚至也租不起房﹐就見縫插針﹐私搭亂建。城鄉結合部的農民則

建了大量簡易房子出租﹐成為城市外來人口的主要居住地。很多城市

中收廢品﹑撿廢品的以及乞討流浪的人群﹐廢品要佔很大空間﹐又不

衛生﹐形象不佳﹐很難租到房子﹐就在偏遠地區﹑綠化隔離帶中自己

搭建一些簡陋房屋居住﹐形成一些河南村﹑安徽村﹑新疆村等貧民窟﹑

破爛村。僅北京收廢品﹑撿廢品的外來人口就有十幾萬人。這些違章

建築就更無法統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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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有些單位建房分給職工的﹑私人自建房的難以統計的也很

多。 
另外﹐2.3 億進入城市常住的農民工絕大多數進城已超過半年﹐

很多都已打工十幾年 20 幾年了﹐已經列入了城鎮人口統計範圍。但

並沒有納入城鎮住房保障體系﹐不能享受廉租房和經濟適用房﹐居住

條件很差﹐但他們在農村又都有自己的房子﹐而且可能很寬敞﹐他們

的住房應該如何統計﹖ 
所以﹐建設部和國家統計局公佈的城鎮居民人均住宅建築面積已

提高到了 30 平方米的數字並沒有誇大﹐只是不太好說清楚而已。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住房建設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中國每

年大約有 20 億平方米的建築總量﹐接近全球年建築總量的一半﹐其

中每年新建城市住宅 5~6 億平方米﹐公共建築和工業建築 4~5 億平

方米（主要在城市）﹐農村住宅 7~8 億平方米。這就是說﹐目前每

年在全國城鄉要新增 12~13 億平方米的住宅建築。中國成了世界最

大的工地﹐全世界一半的建築機械都在中國的各大工地上忙碌﹐消耗

了全世界 40％的鋼材﹑一半以上的水泥﹐僅每年 1.8 億噸建築用鋼就

超過了美國和日本的鋼鐵總產量﹐甚至透支了國土資源﹑水資源﹑國

民收入的承載能力。30 年來﹐全國城鄉建了三百多億平方米住房﹐

城鄉居民住房面積也大幅提昇﹐人均住宅建築面積增長了四倍﹐達到

了人均GDP1~3 萬美元的中等發達國家的居住水準。據國土部門的統

計顯示﹐2007 年全國村鎮實有房屋建築面積就已超過 323.4 億平方

米﹐其中住宅 271.2 億平方米﹐現在則超過了 280 億平方米﹐城鎮實

有住房建築面積則超過了 180 億平方米。各地城市面貌煥然一新﹐各

個城市中幾百萬﹑上千萬元的豪宅比比皆是﹐數以萬計。很多家庭都

有了兩套以上住房。應該說我們建的房子已經足夠多了。現在﹐不算

開發商手裡未售出的空置房﹐全國城鄉已有 30％﹑一百多億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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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住房閒置﹐常年沒人居住。農村有 2.3 億農民已進城打工﹐4 很多

人掙了錢頭一件事就是回家蓋房﹐很多還是寬敞的二三層小樓。但常

年沒人住﹐一年只能回家住十幾天。據統計現在農村閒置的住房至少

在 30％以上﹐超過 80 多億平方米﹐是一個非常驚人的數字。城市中

新建社區入住率也很低﹐特別是買了多套住房的家庭﹐在郊區﹑外地

買的別墅﹑海景房等都只是度假房﹐每年只是節假日去住幾天。很多

人買的投資房更是就放在那裡等著漲價倒賣﹐根本不住。保守估計﹐

180 多億平方米城鎮住宅中至少也有三四十億平米閒置。這一百多億

平方米的閒置住房是社會財富的很大浪費。 
但是﹐另一方面﹐在全國六億多城鎮人口中﹐卻有近三億人口（即

接近一半人）的居住狀況還很差。2.3 億多在城市打工的農民工絕大

多數是居住在簡易工棚﹑城鄉結合部的城中村﹑農民房﹑城裡的地下

室﹑群租房﹑大雜院﹑甚至是自己搭建的簡陋棚戶房裡﹐人均住房面

積只有四五平米﹐居住條件更是無法與市民相比﹐設施不完備﹑居住

環境差﹑缺少安全感﹐條件惡劣﹐慘不忍睹。他們是“家裡有房住不

上﹐城裡有房買不起”“家裡的房讓老鼠住﹐自己在城裡住老鼠住的

房子”﹐時空倒錯﹐始終是“客居他鄉”﹐扎不下根﹐20 多年來居

住狀況幾乎沒有改變。城鎮居民中﹐也還有 1540 萬戶﹑約五千萬人

低收入住房困難家庭﹐其中有一千多萬戶﹑三千多萬人還住在棚戶區﹑

危房改造區中。2000~2009 年我國畢業大學生人數共計 3275 萬人﹐

其中至少有一千多萬人是漂在城市中租房打工﹐買不起房﹐只能租很

小的“蝸居”﹐當“蟻族”。在買了房的居民中﹐又有幾千萬人揹負

                                     
4 截至 2008 年底﹐中國農民工總數為 2.25 億人。這是統計局對中國 31 個省﹑857 個

縣﹑7100 個村﹑6.8 萬個農村住戶進行大規模抽樣調查的結果。2008 年 11 月 20 日﹐

國務院新聞辦發佈官方數據﹕中國農民工數量為 2.3 億。考慮到 2009 年農民工數量又

有增加﹐故取 2.3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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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四萬億元房貸﹐在當“房奴”。5 還有幾千萬人買了 70 多億平方

米﹑至少七八千萬套小產權房﹐連合法產權都沒有﹐財產難以得到保

障。 
就以我們的首都北京為例﹕北京現在實際擁有住房已經超過 4.5

億平米﹐正規樓房已達六百多萬套。2008 年末全市常住人口有 1695
萬人﹐其中﹐農村人口 255.9 萬人﹐城鎮人口 1439.1 萬人﹐城鎮人口

約 485 萬戶。2008 年城鎮人口人均住房建築面積達到 28.74 平方米﹐

預計 2009 年底將達到人均 30 平米。僅六百多萬套樓房戶均已 1.2 套。

還有 50 多萬人到京外燕郊﹑三河﹑廊坊甚至天津﹑山東日照等地買

了住房﹐因此北京人實際擁有的住房就更多了。據統計北京有 30％
以上的家庭已經擁有兩套以上住房。外地幾十萬富豪大款也紛紛在京

買了多套住房投資。然而﹐還有很多棚戶區﹑城中村﹑破舊平房區需

要改造﹔一些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條件還需要改善﹔一些在京就業的

大學生﹑中低收入白領確實無房﹐而現在的高房價他們又確實買不起﹐

結婚困難﹐只能當“蟻族”。據有關部門統計﹐2009 年在京外來人

口已上昇至八九百萬人﹐而這八九百萬來京打工的低收入人群﹐大部

分住在城鄉結合部農民房或城中村大雜院裡﹐一百萬人住在地下室

裡﹐二三百萬人住在群租房﹑工棚臨時房裡﹐居住條件相當惡劣。 
高達近三分之一﹑上百億平方米住房閒置﹐卻有將近一半城鎮人

口的居住條件惡劣。這就是我們住房的真實現狀﹗ 
而且﹐在城裡﹐常年閒置的住宅大都是這些年新建的豪宅別墅﹑

高級公寓﹑新住宅﹔去農村﹐看到那些常年沒人住的房子也大都是新

房﹑好房﹐它們都是外出打工的農民工掙了錢回家新蓋的﹐反倒是那

                                     
5 中國住房按揭貸款從 2003 年的 3329 億元﹐至 2009 年 9 月末﹐加上銀行公積金貸款

已經突破四萬億﹐貸款增加數以年均 75％的速度增長（〈過度負債﹐中國 50％白領或

在未來兩年通脹中破產〉﹐《經濟參考報》2009 年 1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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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破舊房子因為主人沒有出去打工還有人住。這就形成了一個奇怪的

現象﹕越是新蓋的新房﹑好房﹐越大量閒置﹔反倒是那些月租金二三

百元﹑簡陋窄小的城中村﹑農民房﹑地下室﹑群租房住的滿滿當當﹑

擁擠不堪。現在﹐我國在住房問題上的分配不公﹑貧富懸殊差距已經

特別讓人觸目驚心﹐成為社會隱患﹑嚴重的社會問題。 
我國現在的城市化水準還不高﹐城市化進程還要加快。2008 年

底全國城鎮人口為 6.0667 億人﹐佔總人口的比重仍僅為 45.68％﹐預

計到 2030 年城鎮人口將增加到 75％﹑突破十億﹐城鎮人口比現在還

要增加四億。如不改革﹐中國的城市化運動將成為規模鉅大的城市貧

民和貧民窟製造運動﹐社會矛盾必然加劇﹐怎麼能建設和諧社會﹖ 
我們發展房地產業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更好的解決全體人民的住

房問題﹐而不是單純為了增加 GDP﹐增加政府的政績和財政收入﹐

更不是為了增加官員的尋租機會和開發商的暴利。房子是用來住的﹐

不是用來炒的﹐不能耗費大量資金﹑土地等資源建起來的房子﹐閒置

在那裡﹐成為少數有錢人倒賣牟利的工具﹐卻讓大量低收入居民居住

狀況讓人無法接受。房地產業可以帶來短期經濟繁榮﹐但卻是以犧牲

土地﹑資源﹑生態環境﹐透支國家和人民群眾的長遠利益為代價的﹐

因此﹐繼續這種蓋房只為滿足少數有錢人投資投機炒房發財的剛性需

求﹑房價越炒越高﹐真正無房住的低收入居民只能住地下室﹑群租房﹑

貧民窟的做法是不可能持久的﹐後患無窮。把土地都賣光了﹐都蓋成

了房子﹐以後怎麼辦﹖ 
我國房地產市場已存在嚴重泡沫﹐儘管一些開發商和政府部門﹑

一些官員極力否認﹐但這已經是一個不容迴避的事實。連續七年來﹐

中國的房價大幅上昇了四倍﹐遠遠脫離民眾的購買水準。當越來越多

的人投入到炒房大軍之中時﹐房子已經不再是用以居住的場所﹐而是

被有錢人買來賣去的商品﹐就必然面臨泡沫破裂的危險。居高不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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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空置率就說明了這一事實﹐在不少地區﹐這一比例甚至達到了

50％以上。社科院的調查顯示﹐85％以上的民眾已無力買房。對房地

產業的過分依賴﹐已為我國經濟埋下隱患。 
現在﹐這種狀況已經引起了中央和社會各方面的廣泛關注和嚴重

憂慮。最近出現的迪拜房產泡沫破滅危機更給我們敲響了警鐘﹐迪拜

過去的表面繁榮就主要是依靠房地產與金融﹐資金是靠借來的﹐在全

球金融危機的打擊下﹐資金鏈出現斷裂﹐維持泡沫膨脹的遊戲就會戛

然而止。相比之下﹐迪拜借的錢並不十分龐大﹐只是一千多億美金而

已﹐而我國的不少城市借錢的規模遠遠超過迪拜﹐2009 年近十萬億

的貸款中有六萬億貸給了地方政府的融資平臺﹐這些融資平臺和迪拜

世界實際上是性質類似的公司﹐按照當前的財政收入水準﹐我國不少

城市的地方財政負債風險已大大超過迪拜﹐而且迪拜都是外資外商在

炒房﹐對本國居民則低價分給住宅﹐嚴密保護﹐泡沫破裂也是外資外

商倒楣﹐而我們則坑的都是本國資金和老百姓﹐使得我們不得不更加

警惕。因此﹐要求改變這種狀況的呼聲日趨強烈﹐中央此次對房地產

進行的新一輪調控已經非常必要。 
 

 

在當前形勢下﹐根據我國的真實住房狀況﹐我國住房建設和房地

產業將何去何從﹖這是我們需要認真研究的問題。 
那麼﹐中國的房地產市場應該如何改革呢﹖ 
當前﹐我國人民的住房條件雖然比前些年有了很大改善﹐但是苦

樂不均﹐貧富差距鉅大。因此﹐從當前我國的實際住房情況來說﹐我

們缺的不是房子﹐而是公平公正﹐是讓進入城市的農民工能夠融入城

市扎下根來﹐成為新市民﹐給農民真正的公民待遇﹔讓低收入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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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畢業的大學生也能有租得起的﹑居住條件合理的住房。我們的住房

建設和住房供應必須轉向重新建立完善的住房保障體系﹐覆蓋所有買

不起商品房的居民﹐讓人人有房住。這是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也是

世界各國都在實行的國際慣例。 
近年來﹐各界專家學者和人民群眾不斷呼籲﹐已經提出了很多建

議﹕ 
有的要求進行第二次房改﹔有的要求修改土地法﹑取消現行徵地

辦法和拆遷條例﹔有的要求遏止炒賣房屋﹐對投機炒房以及擁有多套

住房的人課以重稅﹔有的要求取消現在的開發商﹐回到 1998 年 23
號文確定的原則﹐應該由政府負責解決三分之二以上中低收入居民住

房問題。最近﹐11 月 27 日﹐中國社科院研究員易憲容提出﹕住房市

場需要二次革命﹐應該儘快制定住宅法。6

對人民的呼聲﹐中央最近已經作出反應﹕ 
2009 年 11 月 28 日﹐溫家寶總理在到上海考察工作時指出﹕要

把保障性住房建設放在房地產業發展的重要位置﹐在財政﹑金融和土

地政策上給予大力支持﹐讓城市廣大中低收入者安居樂業﹐同時﹐要

抑制投機性購房﹐促進房地產業健康發展﹔ 
12 月 5~7 日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房地產多年來第一次

不再被當做支柱產業來描述。提出要增加普通商品住房供給﹐支持居

民自主和改善性購房需求﹐放寬中小城市和城鎮戶籍限制﹔ 
2009 年 12 月 9 日﹑12 月 14 日連續召開了兩次國務院常務會議﹐

提出終止二手房營業稅的優惠政策﹐遏制房價過快上漲的勢頭﹐抑制

投資投機性購房。全面啟動城市和國有工礦棚戶區改造工作。 
隨後﹐在不到半個月的時間裡﹐樓市調控政策頻頻發力。從“國

                                     
6 易憲容﹕〈住房市場需要二次革命﹐儘快制定住宅法〉﹐《中國經濟時報》2009 年

1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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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條”到“拿地首付不低於 50％”﹐再到“營業稅優惠政策”終止﹐

中央政府密集出臺了多個樓市調控政策﹕ 
國務院已經在修改《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準備出臺新的《國

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拆遷補償條例》﹐並對一些政策進行了調整和完

善﹐提出了“國四條”。其中﹐個人住房轉讓營業稅徵免時限由兩年

恢復到五年。要用五年左右時間基本完成城市和國有工礦集中成片棚

戶區改造﹐有條件的地方爭取用三年時間基本完成。在房地產信貸政

策方面﹐提出要加大差別化信貸政策執行力度﹐切實防範各類住房按

揭貸款風險。 
12 月 18 日﹐在全國 2010 年建設工作會議上﹐住房和城鄉建設

部明確表示明年要加大普通商品房和中低價位﹑中小套型房屋的土地

供應﹐繼續大規模發展保障性住房建設﹐計劃建 180 萬套廉租房和

130 萬套經濟適用房﹐放寬經濟適用房准入條件﹐來增加普通商品房

供應量。經濟適用房面積嚴格控制在 60 平方米以內。7

在繼續支持居民自住和改善性住房消費的同時﹐更加嚴格二套房

信貸管理﹐嚴格二套房認定標準﹐抑制投資和投機性購房。 
12 月 18 日﹐財政部﹑國土資源部﹑央行﹑監察部﹑審計署等五

部委聯合下發《關於進一步加強土地出讓收支管理的通知》﹐確定將

土地出讓收支全額納入地方基金預算管理﹐將土地出讓收入全額繳入

地方國庫﹐支出通過地方基金預算從土地出讓收入中予以安排﹐實行

徹底的“收支兩條線”管理。《通知》還規定分期繳納全部土地出讓

價款期限原則上不得超過一年﹐一般土地出讓收入必須在一年內繳

納﹐特殊情況必須在兩年內繳納﹐首付不得低於 50％。 

                                     
7 2009 年 12 月 18 日上午﹐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召開 2010 年全國建設工作會議。住建部

部長姜偉新在會上發言時表示﹐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明年將繼續大規模發展保障性住房

建設﹐計劃建 180 萬套廉租房和 130 萬套經濟適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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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2 日﹐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下發《關於調整個人住房轉

讓營業稅政策的通知》﹐明確了二手房營業稅徵收細則﹐決定自 2010
年 1 月 1 日起﹐個人將購買不足五年的非普通住房對外銷售的﹐全額

徵收營業稅﹔個人將購買超過五年（含五年）的非普通住房或者不足

五年的普通住房對外銷售的﹐按照其銷售收入減去購買房屋的價款後

的差額徵收營業稅﹔個人將購買超過五年（含五年）的普通住房對外

銷售的﹐免徵營業稅。 
12 月 23 日﹐國土資源部公佈 18 宗督辦的房地產閒置土地案件﹐

中海﹑保利﹑華潤以及原李澤楷旗下的北京啟夏房地產公司等大名赫

然在列。國土部表示﹕現在仍有大規模土地批而未用﹐北京市就有超

過三分之一數量出讓超過兩年的項目沒有進入市場﹐據測算﹐

2000~2009 年全國未開發土地有 12 億平方米﹐而目前全國閒置用地

在一萬公頃以上﹐嚴重超過了正常的土地儲備量。治理土地市場將是

明年房地產調控重點。要加強土地出讓收支管理﹐要求地方政府不得

截留﹑滯留﹑分期收取土地出讓金。國土部還進一步明確了閒置土地

的處置時間表。相關方案顯示﹐2010 年 2 月底前各地要對閒置土地

依法處置﹔2010 年 4~6 月﹐四部委聯合檢查組將赴各地進行督察。 
12 月 27 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接受新華社獨家專訪時說﹕今年

房價在一些地區和城市上漲過快﹐引起了中央高度重視。第一﹐要加

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設力度﹐加快棚戶區的改造。對這兩項工作﹐在資

金﹑土地以及稅收上﹐都要給予優惠和保障。第二﹐要鼓勵居民購買

自住房和改善性住房。但與此同時﹐要採取措施抑制投機。中國的國

情決定了我們的住房必須堅持安全﹑經濟﹑適用和省地的原則﹐特別

要重視中小套型和中低價位房屋的建設。第三﹐要運用好稅收﹑差別

利率以及土地政策等經濟槓桿加以調控﹐穩定房地產的價格。第四﹐

要維護房地產市場秩序﹐打擊捂盤惜售﹑佔地不建﹑哄抬房價等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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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的行為。 
針對一線城市的高房價問題﹐中央政府的措辭已經從“抑制”轉

變為“遏制”。把捂盤惜售﹑佔地不建﹑哄抬房價定位為需要打擊的

違法違規的犯罪行為。國務院認為﹕房價非理性上漲會損害經濟全

局﹐要穩定市場預期﹐遏制部分城市房價過快上漲的勢頭。據說﹐近

期可能還會有一系列“組合拳”出臺﹐打壓樓市﹐序幕已拉開。緊接

著國務院層面﹐銀監會﹑住建部以及地方都可能還會出一些政策來落

實﹐如差別化信貸管理﹐對於投資性購房抑制﹑打擊炒房﹑稅收﹑市

場監管﹑捂盤的政策﹐對二套房﹑大戶型進行收緊﹐對異地購房進行

限制等。 
這些情況表明﹐中央是向房地產市場發出了重要信號。保障普通

社會成員的居住權利﹐將成為中央理順中國房地產業的指導思想。對

於不盡成熟的中國房地產業而言﹐這不啻是一次顛覆式的商業模式變

革。可以想見﹐中國房地產將出現重大變局﹐將出現以保障房為主﹐

商品房為輔的市場格局。這是非常及時正確的﹐對於保證房地產市場

的健康﹐降低房地產市場的泡沫風險﹐讓房地產回歸消費和民生﹐保

障絕大多數民眾的住房權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房地產政策正式從

“保增長”轉型為“調結構﹐壓房價﹐抑投機”。政策的導向和意圖

極其明顯。政策組合拳緊鑼密鼓﹐說明高層對房地產的過度投機﹐過

高的房價對經濟健康的危害和金融安全的關注已經提昇到非常重要

的地位。這也意味著從 2008 年底開始的鼓勵﹑促進房地產發展的政

策已經被調控政策取代。 
但是﹐社會輿論對這些政策卻疑慮甚多﹐認為這些年房地產已經

與地方政府的利益勾連太多﹐地方政府和開發商肯定會抵制。歷史告

訴我們﹐2005 年中央開始對房地產的調控政策﹐房價卻越調越高﹐

根子就在於地方政府根本不執行。出現了凡是調控房價的政策﹐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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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執行﹔凡是推動房價的﹐都會過度執行﹗這次“國四條”也不會

例外。所以﹐已經讓政府在房地產公共政策上失去了民眾基本的信

任。要想真改革﹐就必須從根子上徹底斬斷地方政府與房地產的利益

聯繫﹐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稅制﹐改革用 GDP﹑形象工程考核官員

的制度﹔改為用民生是否得到改善﹑人民是否滿意來考核官員﹐人民

群眾不滿意就一票否決。使地方政府財政收入徹底擺脫對房地產的依

賴才有可能。 
這些年土地出讓金歷來是地方政府的一大財源。土地出讓金在部

分地區接近地方財政收入的一半。如果再加上建築業和房地產帶來的

相關稅費收入和土地為抵押獲取的債務收入等﹐很多地方政府通過土

地運作取得的收入佔其整個財政收入的一半還多﹐表現出對土地收入

的強烈依賴。國土資源部的統計數據顯示﹐2007 年全國土地出讓金

總額達 1.3 萬億元﹔2008 年仍達到了 9600 億元。2009 年全國各地土

地出讓金達 1.5 萬億元﹐其中國內 70 個大中城市土地出讓金共計

1.0836 萬億元﹐比 2008 年增加 140％。杭州（包括余杭﹑蕭山）土

地出讓金高達 1054 億元﹐位居全國第一﹐杭州和上海成為土地出讓

金超過一千億元的兩個城市﹐總收入分別為 1054 億元和 1043 億元。

年底北京已成交土地面積達 1152 公頃﹐全年成交額也將突破 923 億

元﹐遠遠超過 2008 年的土地出讓收入 503 億元﹐創歷史新高。8 現

在﹐北京﹑上海土地出讓收入已佔其整個財政收入的 30％﹐而房地

產業以及與其相關的建築業﹑建材業﹑裝飾業﹑勘探設計等帶來的相

關稅費收入也佔其整個財政收入的 30％。因此﹐房價大規模飆昇的

原動力在於地方政府沒有原則地從房地產利益鏈上獲利﹐並且所獲得

的利益沒有得到有效監管﹐從而進一步獲得個人的利益。 
                                     
8〈去年全國土地出讓金達 1.5 萬億元〉﹐《北京日報》2010 年 1 月 9 日﹔〈今年土地

成交破 900 億元﹐限價房供地超額完成〉﹐《北京日報》2009 年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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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此次出臺的政策﹐要求地方將土地出讓收入全額繳入地方

國庫﹐支出則通過地方基金預算從土地出讓收入中予以安排﹐實行徹

底的“收支兩條線”管理。事實上這已經幾乎擊中了高房價的要害。

只有將地方政府的利益從房地產業中剝離出來加以嚴格規範﹐將地方

官員的個人利益驅逐出房地產業﹐中國的房地產市場才會健康成長。

否則﹐一切調控房地產的政策來到地方都會被陽奉陰違大打折扣﹐從

而損害政令的暢通以及管理層的威信。可以想像﹐在未來的一段時間

裡﹐這項政策一定會受到地方政府和開發商的聯合反撲。政策能否得

以嚴格執行還有待觀察。 
要想徹底改革中國的房地產業﹐我們建議﹕ 
第一﹐必須認真總結 30 年來我國房地產業的成敗得失﹐反思存

在的問題和失誤。30 年來﹐我國住房由國家最沉重的負擔變成了政

府最大的財源﹔由職工享受的最大福利變成了最大的負擔﹐從一個極

端走到了另一個極端﹐利益機制發生了鉅大扭曲﹐應該認真反思。保

證“人人享有適當的住房”﹐解決全體居民特別是中低收入家庭的住

房問題是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中央政府現在已經開始意識到住房完

全市場化的模式是無法實現的﹐要改變前些年把住房全部推向商品房

市場的做法﹐建立符合我國國情的完善的住房保障制度。中低收入家

庭的住房問題必須靠公共住房來解決﹐通過建立健全住房保障機制﹐

為困難家庭的基本住房需求“托底”。因此應該全面改革我國的住房

建設﹑供應體系﹐必須政府的歸政府﹐市場的歸市場﹐建立兩個房地

產市場。 
第一個是政府負責的社會保障用房建設體系﹐吸取新加坡建設

“組屋”的經驗﹐覆蓋 70％以上中低收入家庭﹐回到 1998 年我國停

止福利分房時﹐《國務院關於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

建設的通知》（23 號文）對人民群眾的承諾。鑒於我國有 50 年的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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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分房歷史﹐城鎮戶籍人口大部分都已經分過房改住房﹐剩下真正沒

房住的只是少數﹐因此覆蓋面超過 70％政府也已經能夠承擔。至於

新進入城市的農民工﹑新參加工作的年輕人﹐月收入只有一兩千元﹐

不要說買房﹐就是租一套普通住宅都很困難。因此他們一進入城市﹐

一參加工作就要求能買得起房﹐一結婚就要求住上一百多平米的新房

是不現實的﹐政府建房應該改賣為租﹐為他們建設大量他們能夠承受

的公租房（經濟租用房）﹐嚴格控制面積和標準﹐每套不超過五六十

平米﹐做到面積不大功能全﹐有錢人也不會要。同時也有利於人員流

動。據報導﹐明年（2010 年）北京住房建設用地 50％以上將用於建

設政策性用房﹐並且將建設一批月租金在 500~1000 元左右比市場租

金便宜 20％以上的公共租賃房﹐建設標準和廉租房是一樣的﹐同為

全裝修房﹐同為保障性租賃房﹐二者的房源未來將合二為一﹐就是一

個好的變化。9 另外﹐充分利用現有住房資源﹐例如前些年建設的大

量五六十平米一套的小戶型住房﹐原有住戶很多已經改買新房﹐政府

可以大量收購改為面對低收入群體﹑外地農民工的廉租房﹑經濟租用

房等來改善他們的居住條件﹐縮小住房差距﹐化解社會矛盾﹐也是一

條好的途徑。 
另一個則是由開發商建設的房價放開的商品房市場﹐不超過總面

積的 30％﹐房價甚至越高越好﹐收取的地價和稅收可以用來補貼社

                                     
9“截至 11 月﹐本市已有 11 個公租房項目開工建設﹐建設收購公租房 51.5 萬平方米﹐

可提供房源 7400 多套﹐北京全年建設收購 50 萬平方米公共租賃住房的任務提前完成。

公租房建設任務的完成﹐標誌著本市住房保障體系正從原來的‘以售為主’開始向

‘租售並舉’變軌。公租房和廉租房的管理將逐步實行併軌﹐租金由暗補變明補﹐實

行統一管理。北京政策性住房供應結構和保障住房體系正悄然發生著重大的變革”

（〈北京公租房將與廉租房併軌﹐同為保障性租賃房〉﹐《北京日報》2009 年 12 月

22 日﹔〈北京公租房試水第一年探尋﹐保障房體系新變革〉﹐《北京日報》2009 年 1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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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保障用房建設。因為老百姓並不關心那些豪宅別墅是幾百萬還是幾

千萬元一套﹐開發商不是公開聲稱他們沒有義務給窮人蓋房﹐就只給

富人蓋房嗎﹐就讓開發商專門去給那些有錢人蓋房吧。當然開發商要

全面整頓﹐優勝劣汰﹐全國六萬多家開發公司是不是太多了﹖ 
第二﹐房價問題折射出的是中國的住房制度問題﹑土地供應制度

問題和金融制度問題。在土地制度問題中﹐最主要的是解決地方政府

的土地財政問題。要改革稅制﹐改革土地制度。很多專家已經建議﹐

土地屬於國有﹐要徹底斬斷地方政府與房地產的利益聯繫﹐改變土地

財政的現狀﹐就必須將土地收入改費為稅﹐收歸中央國稅﹐全國統籌

使用﹐不再是哪個地方政府賣地越多就越有錢﹐從而使地方政府的賣

地衝動得到遏制﹐必須轉向調整產業結構﹐擺脫對房地產業的財政依

賴。同時調整營業稅﹑增值稅等其他稅收國稅地稅的分成比例﹐增加

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如果不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權﹑財力劃

分更加對稱﹐地方政府的財政過多依靠土地出讓收入的話﹐高房價問

題﹑住房貧富差距問題是很難解決的。 
第三﹐要改變農民工“客居他鄉”“候鳥式就業”的居住定式﹐

給農民真正的公民待遇。不僅是放寬城鎮戶口﹐而且要讓進城的農民

工能有穩定的就業﹐與城鎮居民享受同樣的社會保障﹐敢於放棄農村

的責任田﹑房子和宅基地﹐同時允許他們在農村的責任田﹑房子和宅

基地進入市場﹐取得合理的補償﹐獲得能夠在城裡安身立命的必要資

本。使他們真正能夠融入城市﹐成為新市民﹐才是我國城鎮化的正確

途徑。建議﹕凡招收農民工的單位必須給他們提供居住條件適當的職

工宿舍﹐特別是工作地點流動性大的建築業﹑市政建設業﹔工作時間

早出晚歸的餐飲業﹑商業服務業等等更應該提供。同時招收農民工原

則上必須簽訂一年以上合同。對已經在城市定居﹐不準備回鄉的農民

的房屋﹑土地可以進行贖買﹐以使他們能夠得到一筆在城市的安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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贖買的辦法一是本村農民購買﹐二是本村集體購買重新分配。但在一

些輸出勞動力多的地區﹐很多空心村十室九空﹐本村農民和村集體很

難購買﹐所以三是可以允許城鎮居民購買。但更好的辦法是當地政府

以市價購買﹐直接轉為國有土地﹐然後調整整合集中﹐作為政府土地

儲備﹐發展現代農業或其他發展用地﹐減少以後政府徵用土地的難處﹐

同時使進城農民能夠得到合理的補償。 
第四﹐房地產開發模式必須改變﹐中國這種由開發商主導﹑壟斷

城鎮住房市場的房地產開發模式在全世界是獨一無二的。它使開發商

與人民群眾處於尖銳對立的狀態﹐聲名狼藉﹐民怨極大﹐對社會不利﹐

對開發商自己﹑對房地產業的發展更不利。未來﹐中國的開發商也要

與國際接軌﹐改變現在的開發模式。 
現在﹐全世界都沒有中國這樣的開發商。其他大多數國家的房地

產開發商不過是投資商僱傭的服務中介行業﹐或者就是建築商﹐替投

資商和擁有土地的業主打工﹐利潤一般只有 3％左右﹐絕不是暴利行

業﹐所以不像中國的開發商這樣聲名狼藉。中國社科院曹建海先生發

表文章說﹕我國這種開發商主導建房﹐空手套白狼﹐什麼實事都不幹﹐

卻攫取比建築商﹑建材商﹑勘探﹑設計﹑監理企業各個幹實事的行業

利潤加起來都多的暴利﹐舉世罕見。開發商是多餘的一環﹐可有可無﹐

而他們利用對住房供應的壟斷﹐故意刺激商品房價格的飛漲﹐使房地

產的鉅大利益向地方政府和開發商傾斜﹐開發商年暴利達四千億﹐有

的年度利潤甚至佔房價 50％。建議中國政府應當取締現在的開發商﹐

減少中間環節。現在廣大農村農民住房比城鎮居民住房多得多﹐解決

得也比城市好﹐也沒有用什麼開發商。開發商完全可以取消。 
曹建海先生的建議有些偏激﹐但是房地產業屬於第三產業服務

業﹐改變現在的開發模式﹐讓中國的開發商也與國際接軌﹐回歸服務

業的本質﹐則是非常必要的。今後﹐開發商應該轉為只為 30％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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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高價商品房的企業﹐不能再染指普通老百姓的保障用房。政府的

歸政府﹐市場的歸市場﹐這也是任志強等開發商一再呼籲的。 
總之﹐通過這次新一輪調控﹐徹底改變當前一方面大量房屋閒置﹐

另一方面大量居民住不起房的現狀已經是必由之路。通過這次金融風

暴﹑經濟危機和新一輪宏觀調控的洗禮。我國房地產業和住房制度需

要全面改革﹐服務於民生﹐才能夠更好的解決人民群眾住房問題﹐改

善形象﹐為社會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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