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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直以来，社会对住房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判断差异很大，爆涨、

暴跌均有各种说法。那么到底应该怎么看待中国住房房地产市场呢？

当前中国住房发展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什么？该如何建立住房房地

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未来住房发展的长久目标又是怎

么样的呢？对这些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战略与发展研究院高级研

究员、城市更新研究中心主任秦虹在人大国发院举办的国家高端智库

“名家讲坛”讲座上一一谈了自己的分析和看法。 

秦虹从物理量和价值量两个角度，对中国住房发展做出了基本判

断，并指出住房发展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防止房价继续过快上涨而引

发的风险。在此基础上，住房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建

设应该包括：坚持“房住不炒”的长期定位、构建“租购并举”的供

应体系、实施“因城施策”的调控思路、确立“城市负总责”的工作

机制和实现“市场平稳”的发展目标等五方面内容。最后提出了从“住

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住房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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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房地产市场怎么看？ 

近几年有很多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评论，特别是关于中国房地产

市场会不会出现类似美国、日本曾经出现过的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的

危机？判断中国房地产市场风险要看待几个相关指标。 

第一，从金融指标来看，目前风险是局部的、非系统性的。根据

国家统计局数据，截止至 2019 年 9 月，房地产开放贷款余额和个人

购房贷款余额占商业银行贷款余额的比重之和为 26.87%，反映出中国

房地产行业对银行的金融体系影响比较大。从纵向发展来看，在 2013

年之前，房地产贷款余额占到商业银行贷款余额一直在 20%以下，

2018 年超过 26%，近五年房地产贷款余额占到商业银行贷款余额的比

重增长较快；从横向比较来看，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相比，

中国房地产贷款余额占到商业银行贷款余额的比例仍相对较低，特别

是远低于美国 2008 年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时 55%的比重。所以从金

融指标来看，房地产对银行的风险是局部的、非系统性的。 

第二，从住房闲置指标来看，风险是局部的、可控的。虽然三四

线城市有一些无人居住的闲置住房，但这也不会有太大的风险。一是

因为这些住房是近一二十年陆续形成的，多数房价已上涨很多，二是

因为这些住房贷款的比例较低，持有人的资金压力并不大。 

第三，从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负债率看，风险也是个别的、不是整

体的。根据上市公司年报数据，2018 年上市房地产企业的平均负债率

为 63.74%，部分企业负债率较高。但由于中国住房销售是预售制，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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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企业投资达到 25%就可以将房子售出，预售款在企业端记为负债。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 年商品房期房销售额占商品房销售额的比

例为 85%，如果扣除新房的预售款后房地产企业负债率是没有那么高

的，因此企业的风险是个别的、可控的。 

二、对我国当前住房发展的基本判断 

既然房地产市场的风险是局部的、可控的，是不是房地产市场一

片大好呢？又该怎么来判断当前中国的住房发展呢？  

 
图 1 国家统计局对住房调查结果 

秦虹认为，从物理量上来看，成就巨大，仍有空间；从价值量来

看，房价偏高、不可持续。从物理量上来看中国住房发展的成就巨大

的标志是：一是城镇居民住房整体水平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改革开放

之后，中国实施住房制度改革，近 20 年住房发展速度尤其迅速。1998

年中国城镇人均住房面积为 18.7 平方米，到 2018 年城镇人均住房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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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达到 39 平方米，这是在同期城镇人口增长了 4 亿人的情况下实现

的。我们与发达国家在我们今天的发展水平上（即城镇化率 60%、人

均 GDP 为 1 万美元左右）相比，住房水平是基本相当的。可见中国

的住房发展没有拖城镇化的后腿，没有拖经济发展的后腿。从国际比

较来看，与比较发达国家目前城镇人均住房面积（超过 40 平方米）

相比，中国住房发展还有一定的空间。二是我国住房的绝对短缺问题

已基本解决。2000 年城镇人均是 0.77 间，2015 年时人均达到 1.07 间，

基本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均 1 间房的要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

计数据，2015 年城镇居民住在 3 间以上的家庭达到了 56%，城镇住房

自有率达到了 79.2%，但是存在结构性差异。例如，两省两市（广东

省和浙江省，上海市和北京市）的租住率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 40%，

而其他省相对较低，另外人均间数、户均套数等等地区也存在差异。

但是总的来说，住房的绝对短缺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三是住房需求的

结构性问题在改善之中。图 1 是国家统计局对住房调查结果，我们可

以看到人均 30 平方米以上的家庭户占比始终在提高，而人均在 20 平

方米以下的家庭占比始终在降低，降低最明显的是人均 8 平方米以下

的家庭。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住房保障工作力度增大，特别

是棚改工作推进和公租房提供等措施取得极大成效，这反映出住房现

状的结构性问题是存在的，但是正在改善之中。四是住房品质不断提

升。这主要体现在住宅成新率、居住功能、住房成套率和居住环境等

方面的改善。全国城镇有 50.7%的家庭居住在 2000 年以后竣工的住房

里，住宅成新率较高；随着住宅产业化进程的加快，新建住房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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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和科技含量逐步提高，居住功能明显提升；2000 年城镇住宅成套

率为 67%，2015 年提升到 86%，住房成套率明显提高；娱乐、教育、

购物等住宅区配套设施日益完善，居住环境也大幅改善。 

既然中国住房发展成就巨大，为什么说还有增长的空间？原因有

两个：一是中国城镇化进程还有 10 年，新市民的住房需求仍将持续。

截至 2018 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 59.58%，预计中国城镇化率还会提高

到 70%。中国人口基数大，城镇化水平每提高 1 个百分点就是城镇人

口增加 1300 多万人，所以未来新增住房需求还会持续。二是目前改

善型需求在中国远远没有满足。随着“全面二孩”政策效果的逐步显

现、老龄化、家庭小型化、收入增长，住房消费呈升级态势，人们对

扩大住房面积和提高住房品质的改善性需求将呈增长态势。 

但从价值量上来看，中国的房价偏高，不可持续。以房价这个价

值量指标来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很多地方都是不合理的。一是中国

房价收入比偏高。根据易居研究院整理的地方统计局数据，到今年 6

月，绝大多数省会城市的房价收入比都在 10 以上，其中一线城市都

在 20 以上，甚至超过 30。世界银行 1998 年进行了房价收入比的调

查，结果发现全世界 96 个国家房价收入比中位数是 6.5（其中，发达

国家是 5.6，发展中国家略高）。与之相比，中国的房价收入比是偏高

的、不合理的。二是租售比不合理即租金回报率偏低。租售比是指每

平方米使用面积月租金与每平方米建筑面积房价之间的比值，可以衡

量房地产市场的稳定性和健康性。公认比较合理的租售比在 1：200 到

1：300 之间，折算后它的租金投资回报率大概 5%-6%是合适的。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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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北京为例，租金回报率可能只有 1%，所以从租售比来看房价也是

偏高的。三是住户新增贷款增长过快。根据国家统计局各部门新增贷

款占比数据，家庭部门占到整个新增贷款比例从 2015 年的 20%以下

迅速上升到 2016 年的 30%，居民新增贷款占比大幅度提升，这其中

的一个重要原因不是贷款人数增加，而是房价上涨过快导致房贷需求

量增加。 

三、当前住房发展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通过以上分析得出中国住房发展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要防止

房价继续过快上涨所引发的风险。 

第一，只要房价继续过快上涨，投资、投机特别是投机性需求就

会上升，进而引发经济危机。只要房价继续上涨，就无法抑制投机性

需求，当前对购房已有种种限制，但只要房价继续快速上涨，无论如

何通过何种方式也难以限制住，而靠投机支撑的房地产市场一定会引

发经济危机。 

第二，如果房价继续过快上涨，居民支付能力会下降，一定会引

发对政府的信任危机。以目前香港问题为例，引发香港问题的原因可

能很多，但大家总结的其中一个原因是香港年轻人没有希望，因为他

们根本没有支付高房价的能力。 

第三，如果房价继续过快上涨，居民家庭负债率会继续上升，一

定会引发金融危机。换句话说，如果房价继续上涨，大涨就会有大跌，

一定会引发金融危机，防止房价继续大涨是实际是防止房价大幅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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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 

第四，如果房价继续上涨，中国的贫富差距一定会引发社会危机。

在中国，住房是家庭最主要的财富，由于房价变动所导致的居民家庭

财富的两极分化远远大于收入分配，房价上涨导致有房者和无房者，

以及有多房者和有少房者的财富差距不断加剧。 

第五，房价继续过快上涨，会大幅度提高企业创新、科研、商务

的成本，使城市失去竞争力，城市危机也就出现。此外，房价继续过

快上涨也会进一步加剧住房领域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 

总而言之，房价继续大幅度上涨所带来的风险不是局部、点状的

了，而是巨大、全面性的。所以，尽管短期看房价有涨跌波动，但从

长远发展来看，我国住房发展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还是要防止房价继续

过快上涨所引发的风险。要管理好房价，用时间换空间。 

四、如何建立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 

既然房价继续过快上升所带来的问题是巨大、全面性的，那么该

如何建立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到目前为止，国家没

有出台关于长效机制的具体文件，基于学习中央要求和各项文件精神，

建立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应该包括以下五方面： 

第一，坚持“房住不炒”的长期定位。其一，“房住不炒”不是

口号，而是中国住房制度的顶层设计要求，对住房发展的各项政策影

响巨大。住房发展的顶层设计对住房状况的形成影响巨大，各国均是

如此。以新加坡为例，当年新加坡确立了“居者有其屋”的住房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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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提供低价的政府租屋、建立公积金制度和为家庭困难者发放购房

补贴等途径使得新加坡成为了住房保障率和自住率最高的国家，也是

住房问题解决最好的国家。所以“房住不炒”绝不是句口号，而是顶

层的目标或者制度要求，为了实现它需要设立一系列政策并予以落实。

其二，“房住不炒”不仅仅是对买房人的要求，它是对整个住房房地

产全产业链的要求。土地供给者要落实“房住不炒”，如果购买的土

地都是高价地，建的都是普通人住不起的房子，只适合投资，怎么叫

“房住不炒”？还有税收政策、金融政策、市场管理政策都得落实“房

住不炒”。 

第二，构建“租购并举”的供应体系。全世界所有国家正规住房

供应都是由保障性租赁房、保障性产权房、市场租赁房和市场产权房

等四类房组成，形成了由政府保障、市场配置共同组成住房的供应体

系，其中政府保障包括建房子和货币补贴两种方式。而无论是政府保

障还是市场配置均有租赁房和产权房，都是租购并举。四类房的供给

政策及供给比例应明确，以稳定居民的预期。我国的住房发展一个很

大的问题是多年来供应体系不清晰、不稳定。从 1998 年停止福利分

房以来，我们提供了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公租房、双限房、共有产

权房、棚改房、商品住房等，不同时期有不同类型的住房，这个供应

体系是不稳定、不清晰的。四类房子比例和品种始终在变化，如经济

适用住房原来供应比例很大，但现在也停止了。此外，中国的市场租

赁住房基本是自发形成的，是由一家一户提供为主的，像德国、美国

的住房租赁房却有大量的机构租赁。所以需要构建明确清晰“租购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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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的供应体系。 

第三，实施“因城施策”的调控思路。“因城施策”就是根据不

同城市的特点和需求，建立长效机制来实现“住有所居”的目标。长

效机制应不只是某一个政策，而是由方方面面共同组成的对房地产市

场影响的管理机制，是一个政策包。从宏观层面来讲，保障房地产市

场健康发展的重要支撑需要做好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尽可能做好公共

服务的均等化，减少“用脚投票”现象造成的大量人口流入地需求上

升房价上涨。二是控制好货币总闸门，且让居民有更好的投资渠道。

三是发展好实体经济，要让地方政府靠税收而不是靠土地财政过日子，

稳住地价。 从行业层面来看，住房房地产领域需要八个方面的政策。

一是确定好各个城市的供应体系四类房的比例，稳定各个城市居民预

期；二是在评估基础上做好住房发展滚动规划，落实好建立供应体系；

三是要实现人地挂钩的土地供应机制；四是实施扶抑结合的金融政策；

五是采取差别化的税收政策；六是完善法治健全、执法严格的保障和

市场管理；七是定期普查与动态信息相结合的数据掌控系统；八是建

立健全应对市场异常波动的相机决策机制。 

第四，确立“城市负总责”的工作机制。一城一策怎么落实？是

城市负总责，从要求地方负责转变到明确要求城市负责，城市政府是

本地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最终责任人，确保市场不能大起大落。 

第五，实现“市场平稳”的发展目标。市场平稳是三稳，稳地价、

稳房价、稳预期。第一，稳地价是前提。地价与房价相互影响，但是

在土地垄断供给的情况下，地价对房价的影响远远大于房价对于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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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稳房价要先稳地价；第二，稳房价是结果。稳房价是房地产

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结果性指标，是房地产调控的结果性指标，也是

对于有购房需求的普通购房者需要的结果；第三，稳预期是根本。政

府进行房地产市场调控的根本目标是让居民的预期保持平稳，只有当

所有人都认为房价不会继续大涨，没有必要投机炒房，才能弱化住房

的经济属性，回归它的居住属性。 

五、未来：住房发展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 

未来中国的住房发展一定是住房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

“住有宜居”包含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建筑空间舒适绿色。住房不但

要空间结构合理、功能完整、住着舒服，而且是生态绿色的，包括饮

用水和接触的墙体、材料等都是生态的、环保的、绿色的、健康的。

二是配套服务完善优质。住房要满足生活的大部分需求，住宅区要努

力打造包括购物、娱乐和教育等配套设施齐全的生活圈，提高人民生

活福祉。三是居住环境优美和谐。居住环境是干净、整洁、优美的，

有良好的休息、锻炼、娱乐场所能愉悦居民身心，邻里关系友好和谐，

物业管理称心暖心。 

今后我们要继续追求宜居生活的长久目标，这样才能真正成为现

代化的富强国家，这样才能使全体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本文根据秦虹主任于 2019 年 10 月 30 日在人大国发院演讲速记稿

整理。经演讲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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