ણዦ͛ቇ
Δִරࡁѣࢨ̳Φ
Ğࢶപğॹκࡁտ̳Φ
No. 2016~9

2016 ѐ 4 ͡ 28 ͟

*********************************************************

新加坡的年轻人为何买房没有压力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 杨沐
编者按：随着房价持续上涨，中国 20~30 岁左右的大学毕业生，在一
线城市买套房已经变得越来越不现实。著名经济学家、华南理工大学公
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杨沐教授在新加坡工作多年，感到很不理解。在
接受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独家专访时，杨沐表示新加
坡的年轻人不存在工作多年后买不起房的问题，值得中国好好学习。他
介绍说，新加坡的住房制度能保证普通百姓，只要有工作就有公积金，
有公积金就能买得起房子。即便新加坡的清洁工和收银员拿的是最低收
入，每个月收入一千新加坡元，他们都能买得起房。
IPP：沈阳前段时间出台了“零首付”，鼓励大学生买房，虽然很
快不到一两天就叫停了，但是引起的热议很大。请问您怎么看？

杨沐：我感觉应该是房价最近涨得太快，这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大
问题。尤其是大学毕业生们。很多工作满五年的大学生至今没有买得上
房子，这样的人其实不是少数。现在的中央领导明确提出，首先要考虑
老百姓所需要，老百姓的要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刚刚在今年两会上讲，
“民有所想所求，就要为他们服务”。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
“民之所望为施政所向”。中国政府很明确，要为人民做实事，办老百
姓需要的事。老百姓首先需要的就是衣食住行。更高层次的需求，就是
安全的需求和对个人尊重的需求，这方面政府也要逐步满足这些需求。
“衣食住行”里有一块“住”，是非常重要的一块。李克强在政府工作
报告中特别强调，要完善“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要更好保障人民群
众“住有所居”。也就是说，中央已经明确提出，老百姓要能够买得起、
租得起房子，能够“住有所居”，这同新加坡长期主张的“居者有其屋”
政策实际上是一样的。
年轻人都是社会服务的重要骨干，都是现在中央说的“创新的骨
干”，创新就主要靠这些年轻人。而现在这些年轻人没有房子，又看不
出他们有解决房子的方法，这肯定要影响他们的工作。所以他们就期望
需要解决这个问题。我看过有些调查报告说，中国现在有超过 50％的
80 后，月收入是 3000~6000 元之间；月收入达到一万元的，不超过 20％。
九成 80 后的存款不足十万元，在现有体制下买不起房，这已成为一个
很大的社会问题。这个问题在我们研究院也是能够看到。我们研究院一
些刚毕业几年的博士，他们的收入也是不错的，每年的工资能拿到 20
万左右。加上年终奖金和发表文章的收入，能达到 20 万以上的收入，
但还是买不起房。这就会对他们的工作造成很大的影响。
我在新加坡智库工作过多年，年轻人在那里工作一两年以后买房子
就不是一个多大的问题。当然他们负担公积金贷款的时间也比较长，但
解决住房是没有多大问题的。所以我们国内这个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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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的时候了。一个社会要稳定的发展，就需要满足整个社会的需求，特
别是作为这个社会骨干和未来希望的年轻人需求。
所以，尽管沈阳的零首付方案马上被叫停了，但我认为它的思路很
好。它的方式具体可以商量，可以吸取其他国家先进的经验。思路方向
是对的，就是让这些年轻人，特别是从大学毕业出来的年轻人不要再有
买房的困难。此外，从农村到城市来的新农民工，他们也是在大城市工
作，现在大部分也是从事服务行业，也是“白领”，而不是以前的那种
从事低端制造业的工人。也要帮他们考虑怎样解决住房问题。
IPP：新加坡在这方面有没有为年轻人提供购房便利的政策经验？
另外刚刚你也提到了新加坡智库的例子，你的年轻同事们工作一两年就
能买得起房，这在中国简直是不可想像。关于这个方面，您是否可以提
供一些新加坡的经验？

杨沐：第一，新加坡确实能够做到让年轻人容易购房。新加坡是
84％的民众住在组屋里，组屋是政府兴建的房子，82％是自己买下来的，
2％是租的；而购买私人兴建的房子的民众只占 16％。
表~1：新加坡建屋发展局“居者有其屋”计划
年份

修建的组屋数量

售出的组屋数量

居住在公共组屋的人数比例（％）

1980

18421

23234

73

1985

46370

34856

84

1990

13739

13692

87

1995

26185

27776

86

2000

27678

26329

86

2005

5673

10101

83

2008

3154

8537

82

第二，新加坡的制度能保证新加坡人，只要有工作就有公积金，有
公积金就能买得起房子。新加坡的组屋分为好多种类型，有二房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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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式，四房式和五房式的类型，另外还有老人公寓，属于单身年轻人的
住房等，基本上是六种类型。这六种房型分两类，一类是一手房，就是
民众第一次买房时可以向政府申请补贴；第二个是在市场上可以买卖的
二手房。如果你嫌房子小，可以在住房市场中卖出去，然后另外加钱买
个更大的房子。这两种市场的存在使得年轻人很容易在开始工作时先买
个房子住起来，然后等到工资上涨后，可以再买更好的房子。这就形成
了一套机制。
第三，新加坡购买组屋的贷款主要是使用公积金贷款，而不是银行
贷款。这就意味着民众每月拿到手的工资收入实际是不受购房的影响，
所以民众就比较容易买房子。
第四，政府给不同的房子以不同的购房补贴。特别是收入比较低的，
给的补贴就比较高；收入比较高的，给的补贴就低一些。这里我有一个
2009 年新加坡的购买组屋实际记录的整体分析。
表~2：2009 年新组屋价格和购房者付款情况
组屋分类

二房式

三房式

四房式

五房式

组屋面积（平米）

45
9.6 万元

65
15 万元

90
26.5 万元

110
33 万元

每月平均收入 2

1350 元

2000 元

4100 元

5200 元

额外购屋津贴

3

40000 元

35000 元

10000 元

不适用

每月分期付款

4

225 元

461 元

955 元

1189 元

平均售价

1

1

2009 年新组屋平均售价，价格为新加坡元。

2

2009 年直接向建屋局申请购买新组屋者的每月家庭收入。

3

额外购屋津贴（截止 2009 年）首先用来抵消 10％首期分期付款（若合格）。

4

按平均售价的 90％及 2.6％利率计算。假设申请者年龄在 35 岁或以下及家中只有两个成

人。贷款期限长达 30 年。

这里边有购买从两房式到五房式的人群，组屋的售价，每月的收入，
购房津贴的记录，以及分期付款的记录。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买二房
式的，政府补贴是四万元（新加坡元，下同，一新元约等于五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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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房式组屋的政府补贴 3.5 万元，四房式的政府补贴平均为一万元，五
房式的政府不提供补贴。
每个月用公积金分期付款的数额，二房式的公积金还款是 220 元，
三房式的是 461 元，四房式的是 955 元，五房式的是 1189 元；这个是
挺有意思的，因为购买二房式的人，是新加坡工资收入最低的一群人，
而他们的最低工资收入是每月一千元左右。而按照公积金制度，自己给
20％，政府或雇主给 20％，也就是有 400 元的公积金。而购买二房式
组屋的话，你需要每个月支付公积金 220 块。也就是说一个人工资收入
一千元，他就可以买得起房子。如果是夫妇两人一起工作，两个人一起
就是二千元，他们就可以轻松购买二房式和三房式的组屋。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毕业生，现在月收入起薪是三千块钱左右，新加
坡的理工学院（polytechnic），就是比中国的中专要强一点，比大专要
弱一点的学校，毕业生拿的是一般的文凭证书，在人才市场上很容易找
到工作，月工资的起点收入是二千元，如果组成家庭，夫妇两人一共是四
千元，他们的 40％的公积金补贴就是 1600 元，连五房式的房子都可以
买得起。换言之，在新加坡，只要你有工作就能买得起房子。
IPP：如果购买新加坡的组屋，需要的最低首付是怎样？

杨沐：首付一般来说是 10％，比如说二房式 2009 年的平均售价是
9.6 万元（新加坡元，下同），我们当十万元算，10％就是一万元。而
政府的补贴平均就是四万元，也就是说，他根本就不需要首付，因为政
府就已经帮他们支付掉了。如果是 20 万的住房，10％就是二万元。新
加坡的年轻人，三千元的月工资收入去打拼，工作一两年后拿个一两万
块钱也不是个问题。所以新加坡年轻人买房，首付不是个问题。
一般来说，新加坡买房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从银行贷款。如果公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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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付款不够还可以从银行贷款。公积金贷款对一般的新加坡人不成问
题；但是新加坡的“新移民”，因为工作时间不多，自己的公积金不多。
比如我在 1992 年到新加坡，1993 年就买房子了。因为我的年龄较高，
所以我的公积金就只能申请到 12 年的贷款。当时我从公积金贷了 12
万，再加上首付二万，总共 14 万，还缺六万元付款。这六万元我就从
银行借。每个月我要还给银行本金加利息共计 1200 元左右。当时我如
果在市场上租一套同样的四房式房子，每个月也需要付租金 1200 元。
也就是说，我买房后就不用把 1200 元付给房主，只要转而付给银行，
同样付这些钱，12 年后这个房子就是我自己的了。
所以说，这不仅对新加坡本国人来说很容易，而且对新加坡的新移
民相对来说也很容易。当然最近几年新加坡为了控制组屋房价涨得太
快，开始采取新措施，要求新移民在工作三年以后才能在二手市场购买
组屋。这同以前刚到新加坡就可以买房就不太一样。

2010 年一对新加坡年轻夫妇买房举例
盛港四房式一手房房价：21.6 万元新币；
10％首付（按柜金）：2.16 万元，其中 50％可使用本人的公积
金存款：1.08 万元，实际需要首付：1.08 万元现金；
其他可全部使用公积金贷款，年利息率：2.6％；
贷款年限：65－买者年龄（最多不超过 35 年）；
如以 35 年计算，每月公积金还款 600~700 新币，夫妇俩人每
人承担 300~400 新币的公积金还款，每月不需要从实际的工资收
入中支出。1
1

备注：这对年轻夫妻都是硕士毕业生，月人均收入 3500 元，合计 7000 元，每个月公积

金存款合计 28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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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要注意的新加坡的购房补贴政策，除了补助穷人，还重点补
助家庭、小孩和需要照顾老人的家庭。因而它有鼓励婚姻和鼓励家庭生
活的效果。在新加坡如果要申请政府组屋，优先照顾已婚人士。没结婚
的单身人士也可以申请，但是要 35 岁以上，而且只能申请 65 平米的小
型住房。如果结了婚就可以申请三房式，四房式等住房。凡是有小孩的
家庭，也会在申请组屋时优先被批准。此外，如果你买的房子和你的父
母住得较近，政府还特别给你提供一万新元补贴，也就是人民币五万元
左右。所以说通过政府补助，它起到了鼓励家庭照顾父母，鼓励生育小
孩，鼓励结婚等效果。这是另一个方面。
通过这几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新加坡的年轻人不存在工作多年后
买不起房的现象。即便新加坡的清洁工拿的是最低收入，每个月收入一
千元，超市里的收银员也是低收入群体，这些个人在新加坡都能买得起
房子。这是新加坡一个很好的特点，值得大家关注。
另外我还看到网上有一篇文章在介绍新加坡组屋制度时，它有个
不准确的地方说新加坡人用收入的 20％还房贷。这个概念是不对的。
因为我们说新加坡人还房贷，它的房贷是公积金的房贷，公积金里的
房贷是使用公积金存款，个人存入月工资的 20％，雇主存入 20％，是
这个概念。还房贷对新加坡人的实际收入没有影响，这不能简单说成
是工资收入的 20％还贷。也就是说在新加坡，只要是有工作的，还房
贷不影响你的实际月收入。新加坡这样的体制下，“房奴”压力不是
很大，房价也涨得比较慢。新加坡政府政策的目的是，随着房价的上
涨，买房子的人，等到退休以后除了带着公积金退休以外，你的房子
本身有一个增值，来保证退休以后的生活，这个政策体系是比较完善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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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组屋价格的历史变化
阶段
20 世纪 70 年代
20 世纪 80 年代
大幅上涨
（1981 年(a)）

组屋类型

面积
m （平均）

一手
新币（平均）

60
75
95

$15000
$20000
$30000

65
90
115
140
70

$50000
$80000
$110000
$140000
$120000

2

三房式
四房式
五房式
三房式
四房式
五房式

执行共管公寓
三房式
20 世纪 90 年代
四房式
85
大幅上涨
五房式
125
（1993~1997）
执行共管公寓
145
三房式
65
四房式
90
21 世纪初(b)
五房式
110
执行共管公寓
130
三房式
65
四房式
80
2007 年大幅上涨(c)
五房式
110
执行共管公寓
130
三房式
65
四房式
90
2010 年
五房式
110
执行共管公寓
130
（a）自 1981 年起政府扩大新住宅的平均面积。

二手
新币（平均）
—
—
—
—
—
—

$170000
$230000
$280000
$110000
$180000
$240000
$300000
$140000
$230000
$290000
$350000
$291000
$376300
$448700
$535900

—
$200000
$270000
$350000
$420000
$150000
$230000
$290000
$350000
$200000
$300000
$370000
$450000
$420300

（b）从 2000 年起新住宅的平均面积下降，但是除了三房式单元外皆增加了优质的精装修。
（c）2008 年的价格上涨同时还受到沙料和水泥的供应价格上涨。

IPP：这些经验如果用到中国内地，会遇到哪些困难？

杨沐：表面上看，中国和新加坡有很多不同。新加坡现在一共是
530 万人口，中国 14 亿人口。新加坡 700 平方公里，中国 960 万平方
公里。新加坡本地市场很小，比较好控制，跟中国很不一样，但是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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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我们应该学的是新加坡的房地产市场的原则和思路。
第一，新加坡从 20 世纪 60 年代李光耀提出“居者有其屋”，现在
中国政府也开始说“住有所居”，这个思路我们是已经接受了。在新加
坡体制下，新加坡的青年人、社会骨干都很容易买房子，这个原则我们
可以学。中国买房最困难的阶层还是二三十岁的这批人，工资有压力，
住房有压力，这两个压力他们自己是没办法解决的。我们说要发挥创新
精神，但这两座大山压得他们没办法创新起来。年轻人没有负担，就可
以放手去创新。这是第一个应该学的东西。
第二，新加坡的房价也是随着市场不断变化，但新加坡政府关注房
子，关注得比中国更有经验。新加坡政府每年新建组屋数量是不一样的，
数量是跟着市场走的，在经济比较好的时候就建很多房子，经济不好的
时候房地产市场上就有库存了，政府新建组屋的数量就下降。最多的时
候，每年新建两万六千多套组屋，最少的时候是三千多套。新加坡政府
通过新建房数量改变供给量，再通过其他政策，像贷款政策等来调控房
价。
新加坡政府调控房价特别注意跟人均收入联系在一起。2014 年新
加坡组屋的价格已经开始下跌，政府新建组屋的数量也是一直在下降，
2014 年比 2013 年已经减少 25％，大约一万六千套。但是在 2014 年政
府还不放宽对房价的挤压措施，为什么呢？按新加坡政府的计算，从
2009 年到 2014 年，新加坡私人房子的价格已经上涨 50％，但是新加坡
的人均收入只上涨 30％，政府看到个人收入增幅没赶上私人房产涨幅，
所以它还要继续压房价。通过这个办法我们看，新加坡的房价尽管也在
涨，但是它涨得较慢，使得老百姓的埋怨少了。这就是说房价上涨低于
老百姓的收入上涨，房价涨得不能比老百姓收入涨得还快，否则社会就
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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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政府认为市场已趋稳但房价还要下调
建屋局在连续三年增加组屋供应后，
2014 年下跌。
预计推出 2.24
万套，比 2013 年减少 10％。2015 年继续减少 25％到 1.6 万套。
政府目前还没有放宽房地产降温措施。
原因：自 2009 年至 2014 年，新加坡私宅价格上升 50％，新加
坡人均收入只上升 30％。政府认为房价还有下调空间。
第三，老百姓需要有买卖组屋的机会，让他有渠道通过个人努力来
改善住房条件。新加坡法律体系严密得让你不可能有两套三套组屋。中
国有些特权阶层购买好多套房子，在新加坡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违法
的。在新加坡，如果老百姓收入提高后，就回到市场上把这个已有的房
子卖掉，同时买进一套更好的。这就意味着老百姓有机会、有空间通过
自己努力来改善住房条件。
中国有六百多个大中城市，二千多个县级城市，中国各个城市的房
价情况、购置情况是不一样的。最近这段时间，一线大城市房价还在涨，
东部大城市的房价还在涨，但是三四线城市、中西部城市的房价不涨，
所以中国的不同城市是不是可以采取不同房地产政策？基本的原则像
上面所说是一样的。但不同城市可采取不同政策，像沈阳这种城市，它
的库存房就比较多，看能不能采取比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更激进一
些的措施，让年轻人更容易买到房子。实际上它的措施完全不必要跟北
上广深一样。这也是建立一个市场，给每个人有不同的选择：一线城市
的公共服务好，个人的工资高，发展空间大，但是一线城市房价贵；二
三线城市公共服务不够好，发展空间不够大，工资低，但是二三线城市
的房价低。
同一类城市里面也可以通过房价、政策的不同，提供不同的吸引人
才的竞争力，比如说广州在北上广三个城市里面，房价现在最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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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气最好，广州就可以对人才有更大的吸引力，这就是城市之间的
竞争力。以前在一线城市中，比 GDP、比谁吸引外资更多、比哪儿的
工资高，未来吸引人才的竞争中，可能就要靠房价、靠空气、靠公共
服务。
我们应该允许沈阳能不能试试先买房后付钱、零首付？或者我们能
不能通过一个特殊的银行、建立一个特殊的银行账户，给年轻人买房交
首付提供特殊的帮助？能不能通过各种不同的办法，使这些年轻人能够
买到房子，我觉得这是一个方向。我们可以允许沈阳这样的城市先试行，
试得不好再停掉，试得好就大家都学。
当然，一个政策出台前必须要考虑政策会有怎样的影响。中央“去
库存”非常明确，“去”就是去掉已经造好但没有人住的房子的库存，
发挥它的使用价值，否则这个资产没有用处。去库存就是让这个 GDP
给老百姓发挥作用，这是一个好事情。但是去库存如果只是把房地产
商手中的房子卖掉，变成投机者手中的库存，这就不仅没有变成使用
价值，而且会刺激房价进一步上升，刺激房价泡沫，引起更大的库存。
现在中国的房价特别是一线城市的房价，在世界上已属于高水平的。
房价上升一定会使低收入者、年轻人对这个社会不满。有钱人可以购
房做投资，没有钱的人只有工资收入，有钱人更有钱，穷人更穷，这
个是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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