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鶴崗經驗的普適性

鶴崗市是筆者久違的地方了。

1968 年 12 月我到山西原平縣插隊種地，利用冬閒，曾

於 1969 年和 1970 年春節前後兩次到東北建設兵團農場看望同

學（他們當時在農場當農工），其間兩次到鶴崗市。那時的鶴

崗好像只有一條街，建在斜坡上，一、二十分鐘也就逛完了。

32 年過去，彈指一揮間。當年十七、八歲的毛頭小夥已

變成「半截入土」的老漢了。2001 年 5 月 31 日，筆者三訪鶴

崗，所謂昔我來兮，大雪紛飛，今我來兮，楊柳依依；今日的

鶴崗，早已不是「吳下的舊阿蒙」了。此情此景，感慨繫之。

5 月 31 日至 6 月 2 日，課題組成員通過和市有關部門座談、

實地考察，獲益良多。本文算是一篇學習心得吧！文中凡未註

明數據和引文出處者，皆出自於本篇後附的主要參考文獻。

一、經驗概述

基本情況

鶴崗市屬黑龍江省，位於我國東北邊陲。她是一座因煤而



35454

再造中國，走向未來

立的資源型城市的典型。全市轄兩縣、六區，總面積約 1.5 萬

平方公里，總人口 111 萬人，其中城市人口 70 萬人。2000 年

全市 GDP 為 63.3 億元，其中第一產業 16.8 億元，所佔比例為

26%，第二產業 23.2 億元，所佔比例為 37%，第三產業 23.3 億

元，所佔比例為 37%，人均 GDP 5685 元（相當於同期全國平

均水平的 80%），比「八五」期末增加 2068 元；財政收入達

到 5.5 億元，比「八五」期末增加 2.2 億元；社會消費品零售

總額達到 21.7 億元，「九五」期間年均增長 9%。
鶴崗是一座因煤而興、因煤而立的城市。在「八五」期

間，隨著全國煤炭供給從緊張走向緩和，限產壓庫、煤價下

滑，使得以原煤採掘為主導產業的鶴崗經濟增長跌入了低谷。

其原煤產量從原來的 1300 萬噸左右下降至一千萬噸左右。

當時鶴崗經濟面臨著三大難題：一是經濟增長速度慢：

在整個「八五」期間，全市 GDP 年均增長速度僅為 3.7%，比

全省低 4.2 個百分點，比全國低 8.3 個百分點。二是就業壓力

大：1995 年，全市停產半停產企業 235 戶，佔全市企業總數的

56%；下崗職工 3.5 萬人，佔職工總數的 20%。三是城市功能

差：生產和生活環境不斷惡化，道路、公共設施等城市基礎設

施建設欠賬多，進一步影響和制約著經濟的發展。

在這種情況下，鶴崗市啟動了以城市住宅建設為中心的

「518」工程，即每年建50萬平米經濟適用住宅，修五條城市

幹道；建十萬平米康居工程，完成一項城市基礎設施重點項

目；建設八萬平米以上的公益福利商業服務設施。從 1996 年

初開始，經過五年的努力，城市面貌煥然一新，城市化進程明

顯加快。五年來，全市總投資 68.5 億元，用於城市建設的投

資達 54.8 億元，其中城市住宅建設投資 19.6 億元，大型公益

福利設施投資 4.85 億元，大型市場商業服務設施投資 6.17 億

元，城市基礎設施投資 24.2 億元。這樣大的投入，地方財政僅

拿出六千萬元，佔總投資的 1.09%。
五年來，全市共建設住宅三百萬平米，有三萬戶居民喜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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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居，人均居住面積年均增長 0.62 平米，由 1995 年的 5.5 平

米增至 2000 年的 8.6 平米。五年建房的總量是鶴崗建市 55 年

福利建房總和的六倍。幾年時間裡，鶴崗先後修建 46 條主次

幹道（修建道路面積 72 萬平米），新建十個城市廣場花園

（12 萬平米）；全市的供水、供熱能力翻了一番。基本解決

了人民吃水難、供熱難、行路難、入廁難等問題。目前在建的

一座可以覆蓋兩百萬平米的熱電聯產裝置即將竣工，可以創造

一片全部電氣化的住宅小區。

五年的大規劃和大建設使得鶴崗的城市面貌發生了天翻地

覆的變化，用一句形象的話來說：即鶴崗市每年建一百棟大

樓。筆者所到之地，處處可見工地，一派熱火朝天的景象。對

於一個只有 70 萬城市人口的城市，若非親眼目睹，實在令人

難以想像。

形成新的經濟流程

鶴崗城市住宅建設及與之配套的商業服務設施和公益福

利設施（包括商用房等）的建設，大大推動了建築、建材和

裝修等行業的發展，增加了大量的就業崗位。例如，1995 年

鶴崗市共有 18 家建材企業，其中 17 家虧損；而自 1996 年

以來，不僅原來的 18 家建材企業家家盈利，還新發展了 

30 多家建材企業。現在，不僅原有的 1.5 萬名建築行業職工

有了活幹，而且還使三萬多名下崗職工（絕大部分是煤礦工

人）實現了再就業；同時還新增了一萬多城鎮第三產業就業

人員。

換了新房就得裝修。例如，1996 年全市裝飾材料銷售比

上年增長 40%；其中居民消費佔 57.1%，比上年增長 49%。同

時，住房的更新還帶動家具、家庭用品、耐用消費品等的全

面更新，按鶴崗人的話來說：換了新房後，除了老婆不換，

其他全換。以 1996 年為例，鶴崗居民住房消費的投入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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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最高點，當年人均住房支出為 377.8 元，比上年提高

了 2.1 倍，住宅支出在全部消費支出中的比重達到 13%。
在這樣的循環推動之下，全市 20 多個相關行業共同發

展。1996~1999 年，鶴崗經濟年均增長速度高達 11.4%，是其

「八五」期間的三倍多，這個速度不僅高於全省、也高於全國

（8.3%），從而完全扭轉了「八五」期間經濟增長的頹勢。由

此，我們不難看到鶴崗市已經形成了一個新的經濟流程。

以往鶴崗經濟流程的循環主要是靠原煤採掘來支撐的。

這個舊的流程有兩個主要特點：其一，原煤產量的絕大部

分為外銷。以 1300 萬噸產量計，本地消費不過 150 萬噸左

右（每人消費一噸標煤，每噸標煤折 1.4 噸原煤，全市共計

110 萬人），所佔比例不超過 12%，當外需從 1150 萬噸降至

850 萬噸時，降幅近 30%；這對因煤而立的鶴崗經濟的影響，

不問可知。

其二，原煤採掘行業對本地經濟的產業關聯度不高。鶴

崗市不過一萬多平方公里，人口只有 110 萬人；像礦山機械製

造、冶金等行業的需求只能靠外部供給來滿足，無法在本地形

成一個相互關聯的產業群體。一旦煤炭採掘這個支柱行業萎

縮，產業結構單一的弊端便立即顯現出來。

相比之下，以城市住宅和商業服務用房為核心的新經濟

流程，其前向聯繫的產業有建築、建材等，後向聯繫的產業

有裝飾裝修、城市基礎設施（如供水、供熱、供電等）等，

旁側聯繫的產業有城市服務業、商業等；而這些產業的產

品多數為本地市場（如水泥、石灰、磚石的經濟運輸半徑通

常都不大）。也就是說新經濟流程的特點正好與舊流程的特

點相反：其一，內銷為主；其二對本地產業的關聯度高。正

是由於這些眾多相互關聯的、具有本地市場性質的行業之興

起，使鶴崗經濟增加了 5~6 萬個就業崗位（佔市區就業人員

的 20% 左右）。而這些有效就業的增長使該市經濟的收入總

流量增加（注意：總需求是收入的函數），於是新的流程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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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形成和循環流轉起來。這就是鶴崗經濟在「九五」期間

得以高速發展的奧妙所在。

1995 年，鶴崗市居民儲蓄為 39 億元，2000 年增至 56 億

元；同期財政收入由三億多元增至五億多元，建築業產值對工

業總產值之比由 5% 昇至 20% 左右。這些指標可作為鶴崗經濟

新流程形成和確立的標誌。

二、幾點啟示

有效供給、就業與需求

在「八五」期間（1991~1995 年），鶴崗市每年建四萬

平米左右的住房還積壓和閒置；這種現象按照目前流行的說

法可被解釋為有效需求不足。由於那時（1995 年）鶴崗的人

均 GDP只及全國平均水平的 74%；因此，按照上述流行說

法，鶴崗住房有效需求不足的程度應當更甚於全國。事情果真

如此嗎？非也，且看下面的分析。

在 1996~2000 年，鶴崗每年建 50~60 萬平米的住宅，銷售

率達到 100%；五年間年均住房供給總量相當於 1995 年的 15

倍，「疲軟」的有效需求一下子擴大了 15 倍，這是怎麼一回

事呢？

在 1995 年，鶴崗城市住房每平米的價格約為 1500 元左

右；1996 年鶴崗政府一方面停止了福利分房，一方面對住宅

價格的形成機制進行了調整，採取了零地價、建築成本加百分

之幾的利潤、一口包死的做法，使新住宅價格每平米降到了

六百元左右。當年出售原有住房三百多萬平米，回收資金三億

多元，全部投入再建新房約 40 萬平米，1996 年又新建住房 60

多萬平米，銷售率達到 120%（即有一部分居民交了預購款，

尚未拿到房）。下面我們用供求曲線的圖示來對上述過程的機

理作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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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圖 30-1 中，D�95~96�是 1995~1996 年的年度住宅需

求曲線，由於需求是收入的函數，而人均 GDP 在一年內變化

不過百分之幾，故需求曲線向右移動的效應可以忽略，也就是

說，需求曲線在 1995~1996 年實際上沒有什麼變化。S（95）

與 D�95~96�相交於價高量小之點�1500 元，Q1�。在圖

中，P 是住房價格，Q  是住房供應量（以平米計）。

到了 1996 年，需求曲線沒有什麼變化，仍為 D�95~96�，

但供給曲線發生了鉅大的改變，它不僅向右平移，而且向右

下方旋轉，這種改變是由上述的住房供給價格形成機制的調

整所致（注意：住房供給曲線是根據其成本曲線得出的，而

後者在鶴崗是零地價及建築成本加上百分之幾的利潤）。這

樣，住房供給曲線便由 S�95�變為 S�96~97�。它與 D

�95~96�相交於價低量大之點�六百元，Q2�。Q2 相當

於 Q1 的 10~20 倍。按鶴崗人的話說，當時買房就和搶房似

的，便宜呀！

由上述分析可知，在 1995~1997 年，需求（曲線）變化不

大，如果硬要說它「疲軟」的話，那麼它在 1996、1997 年的

「疲軟」程度至多比 1995 年緩解了 10% 左右，這根本解釋不

圖 30-1：住房供求圖示



35959

30. 鶴崗經驗的普適性

了住房需求（購買）量所發生的 1000~2000% 的鉅變。因此，

解釋這種鉅變的主導因素只能是供給，我們稱之為有效供給；

這才是鶴崗住宅供求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謂有效供給是指相

應於一定收入水平的、質量及價格適中的供給。也就是說，

在 1996 年前，鶴崗城市住宅市場的主要問題不是有效需求不

足，而是有效供給不足。在這幾年間，住宅市場中起主要作用

的是供給的價格效應，老百姓的話一針見血：便宜呀！

不過事情到此仍沒有結束。在 2000 年前後，鶴崗住宅的

需求曲線從 D�95~96�平移到 D�2000�。這是因為住宅有

效供給的大量增加，通過較高的區內產業關聯度，使區內眾多

產業相互推動，共同發展，由此增加了大量的就業崗位，使全

市收入總流量明顯增加（較之 1995 年增長了 60%）；這樣，

便在收入效應的作用下，使需求曲線向右移動，即在同樣的價

格水平上，總需求增強了。

至此，我們便從經濟機理上，理清了鶴崗城市住宅及其相

關產業的有效供給、就業與需求的相互關係。根據我們目前粗

略的觀察，從鶴崗經驗中得出的結論，可以外推到全國大部分

城市中去。

下面是一個實例，它形象表示了上述機理。鶴崗某煤礦工

人（筆者隨訪的一個案例）下崗後，只領取了兩百元左右的

最低生活費（煤炭外需減少 → 煤礦工人失業、收入萎縮、需

求減少）；由於鶴崗大規模啟動住宅建設（住宅有效供給增

加），他搞了個裝修隊（住宅相關產業發展 → 就業增加），

為搬進新房的搞裝修（滿足新的需求），兩三年後，用積累的

新增收入五萬元，自己也買了一套建築面積 80 平米、二室一

廳的住房（收入增加，需求增強）。

住宅的拉動力有多強

上面我們著重從機理和定性的角度分析了新經濟流程的特

點。在本小節中我們將從定量的角度對其做進一步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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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有關的資料，鶴崗經濟在「九五」期間年均增長速度

為 10% 稍多，比「八五」期間的 3.7% 高出了 6.3 個百分點，

如果「八五」期間住宅建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可以忽略不計

（大約只有 0.3 個百分點），則我們可做如下估計：

以其 1995 年的 GDP 為一百個單位，年均增長以 10% 計，

至 2000 年其 GDP 為 161 個單位。根據前述資料，1996 年

居民住宅支出在全部消費支出中的比重達到 13%，比上年

提高 2.1 倍，即 1995 年該比重約為 4% 左右。如設 1995 年

住宅建設投資佔總投資的比例也為 4%，則 1995 年一百

個 GDP 單位中，與住宅消費和投資相應的增加值為四個單

位。在 1996~2000 年，可設上述住宅消費的比重平均為 13%，
總消費佔 GDP 的 60%，則住宅消費佔 GDP 的比重為 7.8%；
再由前述可知「九五」期間，全市總投資為 68.5 億元，其中

城市住宅建設投資 19.6 億元，佔總投資的比重為 29%，如總

投資佔GDP 的比重為 40%，則住宅建設投資佔 GDP 的比重

為 11.6%，即住宅的消費和投資佔 GDP 的比重為 19.4% 左右。

即在 2000年 161 個 GDP 單位中，相應於住宅消費和投資的增

加值為 31 個單位。2000 年的 GDP 比 1995 年增加了 61 個單

位，同期住宅增加值由四個單位增至 31 個單位，增加了 27 個

單位，這佔總增加額 61 個單位的 44%。�

這說明：在「九五」期間，年均十個百分點的經濟增長

率中，有 4.4 個百分點來源於住宅產業增長所做的貢獻；在其

加速增長的 6.3 個百分點中，有 70% 來源於住宅產業的加速增

長所做的貢獻（忽略「八五」期間住宅產業增長對 GDP 增長

的貢獻）。或者說，如果沒有住宅產業的加速增長，那麼鶴

崗經濟在「九五」期間的年均增長率只能達到 5~6% 之間。

由此可見，城市住宅的增長對經濟總增長的貢獻有可能達到

�   我們這種估計方法的隱含假設是：從 1995  年的四個單位增

至 2000 年的 31 個單位，是按照某個穩定的年率，以指數方式增長。然

而，鶴崗住宅實際的增長曲線在每個點上的值（除一頭一尾相等外）均

大於指數曲線相應點上的值；因此，我們的估計方法具有穩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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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種程度。

不過，對於全國而言，上述數量描述只能是一種極限狀

態。這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鶴崗城市住宅的短缺強度高於全

國平均水平，二是鶴崗原有的產業結構不合理的程度也高於全

國平均水平。考慮到這兩方面的因素後，可對全國的情況做如

下估計。

假設在今後十年內我國 GDP 按 7% 的年率增長，則十年

後大體可翻一番，即由一百個單位增到兩百個單位，增加一百

個單位。如目前住宅產業的消費和投資支出之和佔 GDP 的

比例為 15%，即為 15 個單位。十年後住宅消費和投資支出

佔總消費和總投資的比重分別為 20% 和 25%（設消費和投資

在 GDP 中所佔比例為 65% 和 35%），兩者之和在 GDP 中的比

重為 21.8%，即 43.6 個單位，比十年前增加了 28.6 個單位，這

佔 GDP 增長額一百個單位的 29%。也就是說，在十年間七個

百分點的年增長率中，來自於住房產業增長所做的貢獻可達兩

個百分點。用類似的方法可對住宅產業消費和投資仍佔原來比

例時的情況做出估計，即經濟總增長率降到 6%，住房產業的

貢獻降為一個百分點。�

當然，住宅產業加速增長的拉動效應如想實現，應以增加

有效供給為前提。

過渡時期的地租分配

鶴崗市政府在大規模啟動城市住宅建設的初期（即

1996~1998 年）全部減免了當時應有的 24 項收費，並對住房

�   在前一種加速增長中，非住宅產業由 85 個單位增至 153.4 個單位；

在後一種增長中，非住宅產業由 85 個單位增至 153 個單位保持不變，

但住宅產業只由原來的 15 個單位增到 27 個單位，淨增額只有 12 個單

位，於是它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份額便由加速增長時的 28.6% 降至現在

的 15% 了，這樣經濟總增長率也就由 7% 變成 6% 了。
在發達國家，居民的住房消費支出通常佔總消費支出的 20% 左

右；住房投資支出通常佔總投資支出的 25% 左右，如美國。



36262

再造中國，走向未來

用地實行了零地價，這涉及到一個住房商品化過程中的地租溢

價及其分配問題。如何處理這個問題，關係到住宅供給的有效

程度。

眾所周知，我國城市住宅原先實行的是數量配給、福利分

房的體制，住宅消費的收入不在工資收入之中。自 1978 年之

後，各種消費品不斷地商品化了；住宅商品化在近十年也不斷

加快，然而與住房配給相對應的收入貨幣化進程卻明顯滯後於

住房商品化進程。這是房價高、收入低（所謂的 3 比 1 至 6 比

1 的法則）這一矛盾的基本根源。不解決好這一問題，住房的

有效供給就很難較快地增長，住宅對整個國民經濟增長的潛在

強拉動力也就無法實現。

1995 年鶴崗城市居民人均生活費收入約為兩千元左右，

三口之家總計年收入約為六千元左右，以 6 比 1 計，房價約為

3.6 萬元。按人均十平米居住面積算，總計為 30 平米，折合建

築面積 60 平米（30÷0.49）。按當時每平米 1400 元價格計，

房價為 8.4 萬元，相當於戶均年收入的 14 倍；如以房改後的每

平米六百元的價格計，房價為 3.6 萬元，是 3 比 1 至 6 比 1 法

則的上限。顯然，前者明顯超出了當時城市居民的收入承受

力。這正是「八五」期間每年建四萬平米住房還閒置和積壓

的原因。

鶴崗市政府在房改初期的零地價政策，實際上是把住宅商

品化過程中的地租顯化溢價的一部分分配給了廣大城市居民，

以此彌補了房價和當時工資收入之間的鉅大缺口，這就為過渡

時期的住宅有效供給的高速增長掃除了一個根本性的障礙，並

由此帶動了全市經濟的快速增長。

初看起來，這似乎是地租的流失，其實不然。一來，級差

地租應為公有，其實質是應為全體公民所有，而非為少數國人

所有。就此而言，由於鶴崗房改惠及千家萬戶，故地租並未流

入少數個人之手。

二來，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就業崗位大量增加，居民收

入普遍增長，城市生產和生活環境不斷改善；城市整體價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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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之增值，級差地租還會產生新輪次的更大增值。這些都可以

通過適當的稅費科目回到政府之手，以再用之於全體居民（鶴

崗市政府在 1999 年之後恢復了 11 項收費）。但若沒有第一階

段的零地價政策，而後的地租溢價全都是畫餅而已。將予取

之，必先予之，此之謂也。

三來，鶴崗原是一個窮市，無法實行某些地方對房價與收

入之間的缺口採用貨幣補貼的辦法；因此，零地價政策也可以

說是實出無奈。

總之，零地價政策，使鶴崗市在低收入階段，大規模啟動

了城市住宅建設，為經濟發展的轉型贏得了一個大先機，使公

平和效率相得益彰，可謂一著棋動，全盤皆活。

三、小 結

現在我們把本文的主要結論概括如下：在加快城市化進程

的大背景下，城市住宅及其相關產業發展所形成的經濟新流

程，將是我國今後經濟增長的主要動源之一，它的增長對國民

經濟總增長的貢獻份額約在 20~30% 之間；在城市住宅及其相

關產業的市場供求矛盾中，有效供給不足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在過渡時期裡，對城市級差地租溢價部分進行合理而公平的分

配和使用，是增加住宅有效供給的有力手段。

2002 年 1 月 26 日



36464

再造中國，走向未來

主要參考文獻：

[1]  鶴崗市統計局編：《鶴崗經濟統計年鑒（1996~2000

年）》。

[2] 《鶴崗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草

案）》。

[3] 鶴崗市委、鶴崗市政府：《加大住宅建設力度，拉動經

濟快速增長》。

[4] 〈黑龍江省調研訪談紀要之四〉，《參天水利資源工程研

考會：工作通報》No.2001~22。

[5] 〈黑龍江考察觀感〉，《參天水利資源工程研考會：工作

通報》No.2001~28。

[6] 〈住宅帶動看鶴崗〉，《經濟日報》2000 年 7 月 13 日以

後五篇連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