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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供给侧改革来推进“ 房子不是用来炒的” 住房制度建设 ∗
陈

杰

(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ꎬ上海 ２００４３３)
摘

要: 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的“ 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 ꎬ与“ 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

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ꎬ以及“ 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ꎬ是一个完整的整体ꎮ “ 房住不炒” 提供了思路ꎬ住房

制度的建设要求指出了发力方向ꎬ“ 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是最终目标ꎮ 实现人人住有所居ꎬ需要加强需求侧调节ꎬ
但重点是深化住房供给侧改革、加快完善住房供应体系ꎮ 该文系统性讨论了如何通过深化住房供应体系的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来推动中共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 房子不是用来炒的” 住房制度建设ꎬ以期为相关决策提供参考ꎮ
关键词: 住房供应体系ꎻ房住不炒ꎻ供给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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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住有所居ꎬ是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基础

市场乱象丛生ꎬ造成社会很大不安定因素和蕴藉了

性组成部分ꎬ而这需要良好的住房制度设计ꎮ 党的

很大的金融风险ꎬ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房子炒作成

十九大报告提出“ 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

风ꎬ住房脱离了本来的居住属性ꎬ被沦为投资和投机

炒的定位ꎬ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

的工具ꎮ 社会上曾经有很多观点认为ꎬ住房天然具

并举的住房制度ꎬ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ꎬ这段表述

有居住属性和投资属性的双重属性ꎬ在市场经济下ꎬ

虽然不长ꎬ但对如何加快城镇住房制度完善以实现

商品住房很难避免成为投资炒作的对象ꎬ政府做好

全体人民住有所居有诸多新提法ꎬ亮点多多ꎬ不仅展

低收入人群的托底性住房保障就好了ꎬ商品住房的

现了党中央对新时代错综复杂城镇住房矛盾根源认

价格应该完全交由市场来决定ꎬ完全自由化和政府

识的新高度ꎬ更体现了党中央对新时代住房制度建

不要去做任何干预ꎮ 这些观点曾经严重影响了政府

设的新思路ꎬ将成为未来长时期内中国住房制度建

的住房政策制定思路ꎬ一段时间内政府在住房市场

设的根本性指导思想ꎬ值得认真学习和体会ꎮ

上放松了对投机炒作的应有管控ꎬ导致房价经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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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飙升ꎮ 即使后来加强调控ꎬ在调控思路上往往

如何完整理解十九大报告对住房制度建

设的要求

也没有抓住本质要害ꎬ限购限贷等这些手段都不能
从根本性去除住房的投机性ꎮ 只有“ 房住不炒” 这

首先ꎬ十九大报告提出的“ 坚持房子是用来住

个提法出现ꎬ才是真正抓住解决城镇住房问题的要

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 ꎬ这将成为未来中国住房制

害ꎬ即关键就是要让至少一部分住房剥离投资功能ꎬ

作会议第一次提出“ 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

其次ꎬ十九大报告提出“ 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

度建设的核心指导思想ꎮ 在 ２０１６ 年底中央经济工

使其失去炒的可能性ꎮ

来炒的定位” 之后ꎬ在党代表大会报告中再次郑重

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ꎬ表明深化供给

提出这个提法ꎬ这充分说明ꎬ“ 房住不炒” 将成为相

侧改革将成为未来中国住房制度建设的重点突破方

当长期内党和政府解决中国城镇住房问题、建立房

向ꎮ 相比十八大报告中所提出的“ 建立市场配置和

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长效机制的核心指导思想ꎮ
一段时间以来ꎬ中国城镇住房价格持续飙升ꎬ房地产

政府保障相结合的住房制度” ꎬ本次报告中用的是
“ 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
房制度” 的全新提法ꎮ 笔者认为ꎬ这个富有新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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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有内涵的提法表明ꎬ党中央在深思熟虑之后ꎬ开始
逐步认为住房制度不仅要有市场配置作为主体组成
部分ꎬ也不仅要补上政府保障的短板ꎬ还要在市场配
置和政府保障之外扶持培养新供给主体、探索增加
“第三条道路” 的可能性ꎮ 那么这个新供给主体ꎬ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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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是独立于政府和市场之外、具有非盈利特征的社
会组织机构ꎮ 即使针对住房保障ꎬ十九大报告也提
出了“ 多渠道保障” 的崭新提法ꎬ表明在推进住房保
障建设过程中ꎬ不仅是各级政府有主体责任要通过
财政和公共资源来提供托底性质的住房保障ꎬ也要
充分动员和科学有效合理利用社会资源民间力量来

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ꎬ以及“ 让全体
人民住有所居” ꎬ是一个完整的整体ꎬ不可割裂来看
待和理解学习ꎮ “ 房住不炒” 提供了思路ꎬ住房制度
的建设要求指出了发力方向ꎬ“ 让全体人民住有所
居” 是最终目标ꎮ “ 房住不炒” ꎬ加强住房需求调控ꎬ

包括坚持限购限贷、降杠杆、遏制商品住房过快流通

提供各种形式各种性质的住房保障与住房扶助ꎮ 再

来平抑炒作之风、让房子变得难炒外ꎬ更主要是治标

看“ 租售并举” ꎬ这是这几年来政府在住房市场方面

也治本ꎬ从深化住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入手ꎬ让一部

最为大力推进和提倡的口号ꎬ其直接目标是要改善

分房子变得不可炒、无炒作价值ꎮ 比如ꎬ增加住房供

住房市场在租售结构上的失衡ꎬ其本质思路也是从

应品种ꎬ分流住房需求和投资性需求ꎬ针对刚需者提

调节住房供应结构入手ꎬ通过化解供给侧结构性矛

供只能住不能炒的房子ꎮ 这并非不可能ꎮ 比如最近

盾ꎬ实现住房市场的有序健康发展ꎮ 综合这些视角

北京推出的共有产权房ꎬ就是可以长期住ꎬ但限制转

来看ꎬ十九大报告为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城镇住房

让ꎬ只能内部流通ꎬ大幅度降低了牟利空间ꎬ真正是

制度改革攻关所指出的主要方向就是ꎬ要深化住房

面向自住型刚需者ꎬ是实现“ 房住不炒” 的一个有益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ꎬ来促进人人住有所居和实现住

探索ꎬ已经在社会舆论中产生良好的反响( 王红茹ꎬ

房市场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ꎮ

２０１７) ꎮ 在探索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后ꎬ必将对推动

第三ꎬ 十 九 大 报 告 提 出 “ 让 全 体 人 民 住 有 所

中国城镇住房供应体系结构性改革产生很大的示范

居” ꎬ体现了这届党中央立志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

性启示意义ꎮ 另一方面ꎬ在引导共有产权房这类新

大局观与历史担当ꎬ以及意图克服长期存在的发展

型品种的住房向“ 房住不炒” 发展的同时ꎬ也要探索

不平衡不充分的强烈意识ꎮ 与十八大报告在第七章

落实“ 多主体供给” ꎮ 当前可能政府还是共有产权

“ 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 中

房的供给主体ꎬ但将来可以尝试引入社会组织和机

的“ 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

构成为供给主体ꎬ政府逐步退出直接供给ꎬ更多主要

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ꎬ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

作为政策提供者、规范制定者和市场管制者的角色

活” 出现一次“ 住有所居” 相比ꎬ本次报告中两次出

出现在共有产权房等新型住房品种的供应体系中ꎮ

现“ 住有所居” ꎬ第一次是第三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

还要牢记ꎬ无论“ 房住不炒” ꎬ还是“ 多主体供给、多

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中的“ 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

民住有所居” 服务ꎬ要以这个目标为根本出发点ꎮ

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 的第八点“ 坚持在发展

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
上不断取得新进展” 出现ꎬ第二次是第八章“ 提高保
障和改善民生水平ꎬ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的第三

渠道保障、租购并举” ꎬ归根到底ꎬ都是为“ 让全体人

２

如何从理论上理解“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

是用来炒的”

点“ 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出现” 中的“ 坚持房子是

在中央对新时代城镇住房矛盾的根源进行准确

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ꎬ加快建立多主体供

定位和指 出 化 解 矛 盾 的 根 本 方 向 之 后ꎬ 如 何 落 实

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ꎬ让全体人民

“ 让房子不是用来炒的” 住房制度建设就成为当前

住有所居” 出现ꎮ 两次出现“ 住有所居” 具有深意ꎬ

住房领域工作中具有高度紧迫性的重要内容ꎮ 然

表明适宜居住是人民美好生活的根基和民生建设的

而ꎬ要在政策实践中科学有效地落实“ 房子是用来

基石ꎬ十分关键ꎮ 第二次出现特意强调“ 让全体人

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ꎬ又需要对这个命题有全面完

民住有所居” ꎬ则表明人人住有所居是全面小康社

会的必然要求ꎬ也是克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保证全
体人民共同富裕和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
的具体体现ꎮ

整和准确的认识ꎮ

笔者对如何理解“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
炒的” 有以下理论认识:
首先ꎬ“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并不

第四ꎬ十九大报告提出的“ 坚持房子是用来住

是反对住房具有投资功能ꎮ 这句话强调的是ꎬ住房

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 ꎬ与“ 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

的投资功能必须建立在服从和有利于发挥住房的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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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功能为前提ꎮ 笔者认为ꎬ中央并没有否定住房的

火制造恐慌心理ꎬ有明显主观恶意以一己之力去影

投资属性ꎮ 只要是市场经济ꎬ住房就天然同时具有

响市场供需格局进而影响短期内交易价格的ꎬ就更

居住和投资双重属性ꎬ这点是无法抹灭的ꎮ 如果完

加明显是投机炒作行为了ꎮ 后面这两个都是政策要

全抹灭住房的投资属性ꎬ市场经济条件下ꎬ会导致住

坚决遏制打击和乃至禁止的ꎮ

房供给短缺ꎬ增加实现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的困难ꎬ

第三ꎬ住房投机炒作存在天然土壤ꎬ完全根除炒

也不利于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ꎬ难以实现十八届五

房很困难ꎬ需要艰苦努力和周密的制度设计ꎮ 中央

中全会及十三五规划所提出的到 ２０２０ 年全国居民

在经济工作会议和十九大开幕式报告上两度强调

承诺ꎮ 然而ꎬ住房的投资功能并不是无限制的ꎬ是必

个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ꎬ不能指望解决这个问题

人均收入较 ２０１０ 年翻一番和实现全面小康的庄严

“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ꎬ已经说明了这

须以有利于住房居住功能发挥为前提ꎬ那些不是建

一蹴而就ꎮ 住房具有使用寿命长、使用范围广、价值

立在居住功能基础之上或妨碍住房居住功能发挥的

稳定、地址固定、唯一性和稀缺性等物质特点ꎬ在金

投资功能ꎬ是要禁止和反对ꎬ这部分就是投机炒作ꎮ

融上具有杆杠放大性ꎬ天然具有投资品属性( 况伟

“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ꎬ表明了中央对

大ꎬ２０１０) ꎮ 住房市场又具有许多天然的市场局限

其次ꎬ住房投资与住房投机炒作最本质的区别

质性、供需双方之间有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等ꎬ导致住

在于当事人是否有市场操纵炒作行为ꎮ 要落实好

房市场上的投机炒作存在天然土壤ꎮ 加上在中国ꎬ

“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ꎬ就要认识好住

由于城市土地是政府单边垄断ꎬ土地供给的计划性

房投资与住房投机炒作的最本质区别到底是什么?

很强ꎬ大大滞后于住房市场的瞬息万变ꎬ更容易给住

这个理解直接关系在政策实践中如何把握好两者的

房投机炒作带来空间ꎮ 还考虑到不少地方政府对土

界限ꎬ从而实现在对住房投机炒作的精确打击的同

地财政的高度依赖性ꎬ更加让住房投机炒作有机可

时又保护好住房市场的生命力ꎮ 从使用价值决定交

乘( 吕炜、刘晨晖ꎬ２０１２) ꎮ 完全消除住房投机炒作

住房投机炒作坚决反对的坚定态度ꎮ

易价值、交易价值围绕使用价值浮动的价值规律出
发ꎬ笔者的理解是ꎬ投资行为是遵循和服从价值规
律ꎬ去认识去发现商品本身内在的潜伏的使用价值ꎬ
投资本身是市场经济下价格发现机制的重要组成部
分ꎮ 而投机炒作是背离和不尊重价值规律ꎬ并不在

性ꎬ如住房供给弹性小和周期长、住房具有很强的异

并不现实ꎬ 这 在 各 主 要 市 场 经 济 都 是 如 此 ( 邵 挺ꎬ

２０１５) ꎬ但至少要在部分住房上实现“ 房住不炒” ꎮ

第四ꎬ要落实好“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

的” ꎬ不仅要能在市场管理中精确打击ꎬ更要建立机
制在事前有效防范住房市场上的价格操纵炒作行

乎这个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是多少ꎬ而只在乎该物

为ꎮ 是否存在主观的意图操纵炒作商品交易价格的

品在短期内的交易价值ꎮ 投机炒作有一个显著特征

行为ꎬ是区分投资和炒作的一个重要分水岭ꎮ 住房

是ꎬ具有主观恶意的操纵炒作商品交易价值的行动ꎬ

市场本身应该是高度竞争性的ꎬ消费者之间是价格

让商品的交易价值远远背离其内在使用价值ꎬ从而

的接受者ꎬ但投机炒作者却意图成为价格的操纵者ꎬ

从中牟取暴利ꎮ 就像普通的买股票是一种投资ꎬ但

从此来牟利ꎮ 价格操纵行为影响消费者的判断ꎬ造

是用做庄方式串谋、利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局限肆

成价格信号混乱ꎬ对市场价格机制具有很大的破坏

意做多或做空股票价格那就是一种投机炒作ꎮ 在住

力ꎬ在市场经济国家都是要被严厉打击ꎮ 住房市场

房问题上也是一样的ꎮ 如果只是买住房ꎬ然后用来

的价格操纵行为对金融安全的冲击效应很大ꎬ也极

出租让住房资源得到合理利用、居住功能正常发挥ꎬ

易诱发社会不稳定ꎬ需要坚决打击遏制和有效事前

业主静静等待住房因为使用价值上升而带来的交易

防范ꎮ 然而ꎬ住房市场上的价格操纵行为ꎬ不仅来自

价值上涨ꎬ从而获取合理回报ꎬ这是正常投资ꎮ 但买

个体炒房者和炒房团ꎬ也来自开发商、房地产中介、

了住房自己不住也不出租ꎬ刻意制造市场短缺ꎬ让市

房地产信贷融资者等利益相关者ꎬ甚至一些地方政

场接受到错误信号认为这个市场一直还是供不应

府ꎬ产业链的每一处环节都有可能ꎮ 打击遏制住房

求ꎬ有主观上人为去改变住房交易价格的内在动机

市场上的价格操纵行为ꎬ仅仅强化需求侧的市场管

并且付诸于行动了ꎬ那么这就是投机炒作了ꎮ 那些

理是远远不够的ꎮ 要有效事前防范住房投机炒作ꎬ

大量买房又大量囤房大量空置ꎬ还在市场上煽风点

关键在供给侧ꎮ 需要从深化住房领域供给侧结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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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入手ꎬ消除住房投机炒作的空间ꎬ才能渐进建成

多少套房ꎮ 一旦一个人或单位拥有住房或曾经贷款

既能抑制房地产泡沫、又能防止出现大起大落的长

买房超过了一定的合理拥有的数目ꎬ并且当前名下

远制度安排ꎮ

住房多数处于空置状态ꎬ那么就要建立档案重点关

３

注ꎬ必要时候采取有效对策ꎮ

如何在实践上落实“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

是用来炒的”

第二ꎬ加强市场管理ꎬ促进市场信息公开透明ꎬ
坚决打击价格操纵行为ꎮ 住房市场天然存在严重信

根据笔者对 ２０１６ 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２０１６

息不对称ꎬ部分开发商之间的价格窜谋ꎬ包括联手中

年末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和十九大报告中关于住

介的价格操纵行为ꎬ往往由于难以认定而屡禁不止、

房问题的系列重要指示的学习理解ꎬ笔者认为落实

手段层出不穷ꎬ他们刻意推动消费者恐慌性和非理

好“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要从需求侧和

性购房ꎬ获得暴利ꎬ但却由此引发市场大起大落ꎬ危

供给侧双管齐下、供给侧是关键ꎮ 由此提出以下具

害社会稳定和金融体系安全ꎮ 政府一方面要加强房

体实施建议:

地产市场监管的法律规章制度建设ꎬ包括强化行业

首先ꎬ加强需求侧管理ꎬ精确打击住房投机炒作

自律、加大违法惩戒力度和奖励消费者举报ꎬ另一方

行为ꎮ 除了要加强引导对住房的合理消费观和投资

面也多利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ꎬ包括大数据和人工

观ꎬ还需强化市场需求侧管理ꎮ 具体的建议包括ꎬ首

智能最新进展的技术ꎬ提高市场督查能力ꎬ努力推进

先禁止个人短期内多套购房ꎮ “ 房子是用来住的” ꎬ

统一市场信息平台建设ꎮ 此外也要学会善于利用大

个人在短期内购买多套房ꎬ包括异地短期内购买多

数据信息的公布、权威部门和专家人士发声等手段

套房ꎬ显然不是为了住的ꎬ违背了“ 房住不炒” 的基

来引导和稳定市场情绪ꎮ 住房市场上的需求引导是

本原则ꎮ 热点城市的限购令短期内仍需要坚持ꎬ其

一门大学问ꎬ但政府应该学会这门学问ꎮ

他城市也要有购房数量的一定限制ꎮ 炒房者明显涉

第三ꎬ从推进住房供应体系的结构性改革着手ꎬ

嫌哄抬房价、扰乱市场秩序ꎬ需要严厉打击ꎮ 对于那

标本兼治地建立起房地产长效机制ꎮ 建立“ 房子不

些通过假离婚假结婚等办法规避限购的ꎬ也是属于

是用来炒的” 长效机制既要“ 盘活存量” ꎬ也要“ 用好

扰乱市场秩序的ꎬ应及时出台纠正对策ꎮ 即使以公
司名义大批量购房ꎬ也要严格限定只能用于解决内

增量” ꎮ 住房供给侧的增量改革和存量改革ꎬ两手
都要抓ꎬ两手都要硬ꎮ

部职工住房问题并且是出租形式ꎬ对于购房理由弄

在增量方面ꎬ可以在土地出让环节就要求房地

虚作假的ꎬ一旦发现也可以责令购房合同无效ꎻ其

产开发企业自持部分或全部商品住房以用于对外出

次ꎬ限制短期频繁交易ꎮ 投机炒作的重要特征是短

租ꎬ一定期间或终身不得销售ꎮ 目前国内一些城市

周期、高频率ꎬ打击投机炒作的要害是降低其流通速

如北京和上海ꎬ已经在尝试土地出让时候要求开发

度ꎬ通过增加流转难度减缓其流动性ꎮ 在制度上ꎬ房

商自持部分甚至百分百的住房ꎮ 这个模式要及时总

价上涨压力大的城市ꎬ对新建商品房和新过户二手

结优缺点ꎬ确定合适方式和比重ꎬ尽快形成一种新型

房ꎬ都要设立一定年限的禁售期ꎬ类似股市的 Ｔ ＋ Ｎꎮ

的住房供应体系ꎮ 尽管对这个新模式有很多争议ꎬ

实践证明ꎬ这个措施对挤出楼市投机炒作泡沫会有

但笔者认为这是有益的探索尝试ꎮ 有担心这样会减

明显作用ꎮ 禁售期内业主确实因为家庭原因有需要

少市场上可售新建商品住房的实际供应ꎬ加大热点

转让的ꎬ建立住房银行ꎬ由政府或第三方临时垫资收

城市一手房市场的供需不平衡ꎮ 但需要看到ꎬ房价

储ꎬ禁售期满后再解冻上市流转ꎮ 在管理上ꎬ通过大

高涨和市场迷漫投机气氛时候ꎬ市场上新建商品住

数据ꎬ建立充分的市场督查和预警机制ꎬ如果发现一

房一旦售出往往有不少被囤积空置纯粹作为投资品

些个人近期大量短线操作住房买卖、快进快出、交易

而空置ꎬ很难说真正有多少新建住房实际投入到居

十分频繁的ꎬ则要快速反应提高其再次购房的贷款

住供应中ꎮ 新的模式下ꎬ开发商有很大的资金回笼

门槛和过户审查门槛ꎬ情况严重者ꎬ要给予警告乃至

压力ꎬ不敢囤积空置住房ꎬ实际投入到市场上的住房

阶段性禁止入市资格ꎻ第三ꎬ加快全国联网ꎬ摸清住

供给反而可能更多ꎮ 新的模式有价值之处在于尽可

房存量分布情况ꎮ 查实每个人名下拥有的住房ꎬ或

能去除了其投资属性ꎬ回归了住房的居住功能ꎮ 这

者至少通过银行联网系统了解一个人曾经贷款买过

个做法的关键在于限制住房的转让ꎬ类似于一种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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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房或永租房的形式ꎬ投资功能大大弱化ꎬ更别说投

举ꎮ 支持推进公租房货币化ꎬ完善租赁补贴制度ꎬ结

机ꎬ只能用来居住ꎬ从而釜底抽薪ꎬ基本杜绝了“ 炒

合市场租金水平和保障对象实际情况ꎬ合理确定租

房” 的可能ꎮ 新的土地出让模式还有利于降温土地

赁补贴标准ꎮ 动员社会力量ꎬ鼓励地方政府采取购

市场ꎬ从而间接冷却住房市场ꎮ 在过去的一轮房价

买服务或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ＰＰＰ ) 模式ꎬ加强公

暴涨时期ꎬ一些热点城市的土地供应不足ꎬ房地产企

共住房专业化、社会化与企业化管理ꎬ提高公租房运

业却资金宽裕ꎬ导致地王频出ꎬ是住房市场投机炒作

营保障能力ꎮ 逐步放宽住房保障准入标准ꎬ主动面

泛滥的导火索ꎮ 而通过“ 限房价” 、“ 竞地价” 、“ 竞自

向新就业大学生、青年医生、青年教师以及其他青年

持率” 和“ 竞配建” 等措施ꎬ使得房地产开发企业在

专业技术人员等“ 夹心层” 群体ꎬ加大力度提供有限

拿地时就要格外慎重考虑ꎬ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其投

产权的共有产权房或类似的自住型产权住房ꎬ可终

机的目的ꎬ从而让土地市场降温ꎮ 企业在这样约束

身居住ꎬ但严格限制转让ꎬ分流投资需求和居住需

下拿的地ꎬ会更加细致考虑其回笼资金的难度ꎬ减少

求ꎬ真正做到“ 房住不炒” ꎬ这样才能精准帮助真正

毛坯房、增加装修房ꎬ加大对项目运营环节的重视ꎬ

的居住刚需ꎮ 严格限制公共住房的转租或转让的期

尽力满足不同层次自住的住房需求ꎬ为市场提供长

限和条件ꎬ最大限度地杜绝保障对象牟利的可能ꎬ节

期、稳定的自住房源ꎮ 另一方面ꎬ实行购租并举ꎬ培

约监管的社会成本ꎬ保证公共住房的居住保障属性ꎮ

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ꎬ本身也是深化住房制度改

用好商品住房和保障住房“ 两个抓手” ꎬ逐步形成供

革的重要内容ꎬ更是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目标的

应主体多元、经营服务规范、租赁关系稳定的住房租

重要途径ꎮ 销售与持有共进ꎬ开发与运营并举ꎬ能够

赁市场体系ꎬ加快住房租赁法规制度建设ꎬ扶持机构

使得市场供应主体充分发育、加快转型ꎬ有利于促进

化、规模化租赁企业发展ꎬ开创市场规则明晰、政府

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ꎮ 就新模式下开发商资金

监管有力、权益保障充分的住房市场新局面ꎮ

压力而言ꎬ笔者认为不必过于担心ꎬ要相信市场的生
命力ꎮ 长租房或永租房市场的稳定出现ꎬ正是千呼
万唤始出来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 ＲＥＩＴＳ) 大显身

总结
事实上ꎬ政府制定住房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并非

手的时候了ꎮ 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 ＲＥＩＴＳ) 的大发

房价本身ꎬ而是最大化地满足人民合理的住房需求ꎬ

展ꎬ不仅是分解房地产市场对金融体系压力的必要

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ꎬ房价调控只是实现这个目

机制ꎬ也是扩大居民投资渠道、增加普通老百姓分享

标的中介过程ꎮ 然而ꎬ中国城市住房问题的根本症

城市增值的机会ꎮ

结ꎬ恰恰就是住房供应体系出了问题( 陈杰ꎬ２０１６) ꎮ

从北京市的试点情况来看ꎬ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首批 ４

住房供应品种单一ꎬ供应结构不合理ꎬ无法适应人民

宗“ 限房价、竞地价” 的地块成交结果均为开发商自

群众丰富的差异化住房需求ꎬ所有住房需求ꎬ不管自

持 １００％的商品住房ꎬ楼面地价最高不超过 ３. ６ 万

住性需求还是投资性需求ꎬ都集中在商品产权房市

门对自持商品住房的专门管理ꎬ自持模式给租房市

市住房问题ꎬ 特别是扫除投机性 “ 炒房” 现象的 根

元 / 平方米ꎮ 随着试点地块的成交以及后期政府部

场上ꎬ很容易引发炒作投机ꎮ 因此ꎬ要想真正解决城

场提供了更多有效、高质量的供给ꎬ带来了居住条件

源ꎬ仅靠“ 限购” 和“ 限贷” 等需求侧调节是不够的ꎬ

的改善ꎮ 另外ꎬ大量房源的增加ꎬ有望平抑住房租

更关键的是要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ꎮ

金ꎬ租房者的选择更加丰富多样ꎬ“ 购租并举” 的住

说到底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满足

房市场已初现雏形ꎮ 还有ꎬ试点成交地价的结果将

多样性住房需求ꎬ主攻方向是提高住房供给的多层

土地价格稳定在合理区间内ꎬ对区域房价的未来预

次多元化ꎮ 只有从供给侧出发ꎬ有效调动市场机制

期和走势有一定的引导作用ꎬ有助于抑制房地产泡

和政府保障两只手ꎬ增加租赁房供给尤其长租房ꎬ加

沫ꎬ使得市场预期回归平稳和理性ꎮ

大有限产权的共有产权房或类似的自住型产权住房

加大住房保障的托底作用ꎬ让人不着急抢房ꎬ炒

的供应力度ꎬ分流投资需求和居住需求ꎬ精确帮助自

房就会成为无根之萍ꎮ 政府自身应该积极参与住房

住刚需ꎬ严格沿着“ 房住不炒” 这条主线ꎬ才能贯彻

供应体系的结构性改革中来ꎬ转变公共住房保障方

落实好中共十九大报告对住房政策的指示精神ꎬ加

式ꎬ创新“ 托底” 机制ꎬ加快实物保障与租赁补贴并

快实现人人住有所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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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ꎬ中国住房市场区域分化加快ꎬ各地要有不
同的政策ꎬ不能照搬ꎮ 大城市房价高的压力ꎬ与区域
发展不平衡有很大关系ꎮ 一个城市内部的房价也往
往有很大差异ꎬ与公共服务配置尤其优质教育资源

[２]

况伟大. 预期、投机与中国城市房价波动[ Ｊ] . 经济研

[３]

吕炜ꎬ刘晨晖. 财政支出、土地 财 政 与 房 地 产 投 机 泡

的空间分布不均衡直接有关ꎮ 解决房价问题和从根
本上消除炒房ꎬ为此需要靠努力推进公共服务的区
域与空间均等化ꎬ这也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
好生活的需求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这个新时代的主
要矛盾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 Ｊ] .中国发展ꎬ２０１６(５) .
究ꎬ２０１０(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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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红茹.专访顾云昌:北京共有产权房是 １９９８ 年房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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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ｔ ｆｏｒ 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ꎬ " ｗｅ ｗｉｌｌ ｍｏｖｅ ｆａｓｔｅｒ ｔｏ ｐｕｔ ｉｎ ｐｌａｃｅ ａ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ａｔ ｅｎｓｕｒｅｓ ｓｕｐｐｌ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ꎬ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ꎬ ａｎｄ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ｓ ｂｏｔｈ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ａｎｄ ｒｅ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ａｌｌ ｏｆ ｏｕｒ ｐｅｏｐｌｅ" .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ａ ｗｈｏｌｅ ｂｏｄｙ. "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ｉｓ ｎｏｔ ｆｏｒ
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ｆｅｒｓ ａ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ꎻ ａ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ｒｏｗｓ ｌｉｇｈｔ ｏ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ｗｅ ｃｏｕｌｄ ｍａｋｅꎻ "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ａｌｌ ｏｆ ｏｕｒ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ｓ ｏｕｒ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 ｇｏａｌ.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ｉｓ ｇｏａｌꎬ ｉｔ ｉｓ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ｔｏ ａｄｊｕｓｔ ｔｈｅ ｄｅｍａｎｄ
ｓｉｄｅꎬ ｗｈｉｌｅ ｉｔ ｉｓ ｍｏ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ｏ ｄｅｅｐｅｎ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ｓｉｄ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ｓｕｐｐｌ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ｇｉｖｅｓ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ｈｏｗ ｔｏ ｄｅｅｐｅｎ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ｓｉｄ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ａ ｂｅｔｔｅｒ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ｉｎｔｅ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ｏｆｆｅｒ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ｎｃｙ ｔｏ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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