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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租赁住房体制十分成熟，其租赁市场呈现租住比

例高、租房供给主体多元、租房市场结构相对稳定等特征。

2018 年，德国租房比例为 48.5%，几乎与住房自有率持平，

且这一比例与 10 年前相比仅变动了 1.7 个百分点 [1]。2018

年柏林的住房自有率只有 17.4%[2]，而我国城镇家庭住房

自有率高达 96%，户均拥有住房 1.5 套 [3]。我国的房地产

市场已然处于结构性失衡状态。2017 年，柏林租赁市场

中受政府补贴的住房占住房市场的 31.2%，共计 596 775

套。其中，19.2% 的受补贴住房由私人或私营企业提供，

31.4% 由住房合作社（housing cooperatives）提供，市政

住房公司提供的占 49.4%[4]。多元的供应主体及其形成的

有序竞争市场不仅保障了柏林租房市场的可支付性，还

为租客提供了体面的居住环境。我国大城市集聚了大量

的流动人口和租房可负担能力较差的“夹心层”群体，

缺乏完善权益保障的租房市场使其不但难以获得租金友

好的租住房源，而且在房屋质量、配套服务等方面的可

获得性也不佳。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加快建立

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德国

健全完善的租赁住房体系对我国大城市加快形成“租购

并举”新格局有何启示？

住房问题是战后德国亟须解决的问题。德国总结了

19 世纪中后期兴起的为进城流动人口提供租赁住房的经

验模式，住房合作社为工人阶级解决住房问题发挥了实

效。自 20 世纪中叶至今，德国发展了一种不同于以新自

由主义为基础的租房模式；它没有选择将效率导向的市

场化租赁市场与公平导向的保障性租赁市场分开的“二

元化”（dualist system）[5] 租赁制度，而是充分发挥政府

对租赁市场的调节作用，发展了既非资本主义又非社会

主义的“第三条道路”，被称为“社会市场经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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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与大部分国家发展的“二元化”租赁住房体制不同，德国在社会市

场模式下发展了“单一制”租赁住房供应体系。德国对这一体系的坚持，

表现在其住房市场拥有的低自持率、高租赁比例、低房价收入比，维持了

住房市场的健康发展。本文认为“单一制”租赁住房体系成功的关键在于

对非营利市场与营利市场的整合，这极大地确保了租赁市场的多样化与竞

争性，为成本型租赁住宅的供给提供了市场吸引力，也为租房的供给端应

对各类需求变化预留了弹性。本文就“单一制”租赁住房体系中的“两层

租金管理制度”、住房合作社、“租同权”三项内容做实施评价。在此基础上，

对柏林的租房发展现状展开具体描摹，以期作为“单一制”租赁住房体系

的运作案例典范，并提出了对我国完善大城市租赁住房体系的建议。

Abstract: Different from the ‘duality system’ in most countries, Germany has 
developed a ‘unitary system’ of the rental-housing market under its socio-market 
model. With its low owner-occupied rate, high rental rate and low price-income 
ratio, the housing market in Germany is an excellent reflection of a healthy 
developed housing market that choose and stick to the unitary system.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key to the success of the unitary rental-housing system is the 
integration of the non-profit and profit-making market, which greatly ensures the 
diversity and competitiveness of the rental market, making the cost-renting houses 
attractive to the suppliers in the market, while providing flexibility for the supply 
of rental housing to cope with various changes in demand. This paper evaluat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wo-tier rent management system’, the housing 
cooperatives, and the ‘protection of tenants’ rights’ in the unitary house-re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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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 as a case model under the unitary system, thereby providing suggestions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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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体制下，逐步建立的“单一制”（unitary system）租赁住

房体系是对不同保有权①形式（租房与买房）以及不同供应

方式（市场供应与政府供应）等采取“二元”划分的整合。

那么，在社会市场模式下，“单一制”租赁住房体系是如何

形成的？实施的主要内容及成效又如何？

1  德国社会市场模式与“单一制”租赁住房体系

1930 年代，德国发展了社会市场理论。不同于极端的自

由主义和计划经济，该理论认为政府的责任不在于鼓励利润

驱动的市场和建立紧急状态下的社会安全网，以保护市场的

受害者，而是应该积极地参与市场的建设和持续的维持工作，

从而取得经济效益与社会福利需求之间的理性平衡 [6]。社会

市场模式导向下，租赁住房市场鼓励利润驱动和非营利导向

两种性质的房屋租赁企业进行竞争，这有助于建立一个多样

化的、充满竞争的住房租赁市场。相对“二元化”结构中因

为竞争隔离形成的营利型租赁市场（profit renting）②而言，

在“单一制”租赁住房体系中，多元主体的竞争形成了成本

型租赁市场（cost renting）③，其结果是既保证了租赁的房

源，又维持了不同租赁主体房源价格的稳定，以及选择不同

类型房屋的租住群体的租金可支付性，进而形成长期较为稳

定的租赁市场。该租赁住房供应体系中供应主体不同，但供

应目标相同——为弱势人群提供适度福利，即私人和公共租

赁住房呈现整合性。

在“单一制”租赁住房体系中，市场供应带有了社会公

平属性，公共租赁融合了效率导向的竞争机制。该市场的运

作不是聚焦于“谁拥有房产”，也不是住房本身是由市场还

是政府供应，而是聚焦于让不同收入、不同住房需求的群体

以可支付的方式居住在较为满意的住房中。在该市场中，不

同供应主体的租赁住房接受相同的补贴制度和租金管控政

策，住在其中的承租人也享有相同的权益。私人和团体业主

也可以提供受补贴的社会住房，私人业主提供了一个社会租

赁住房的延伸领域 [5]。德国“单一制”租房体系体现出政府

以整体眼光看待问题，面对不同时期社会经济状况以及住房

状况下的供需矛盾，采取在经济效益和社会福利需求之间取

得理性平衡的方式，以避免形成营利型租赁市场与成本型租

赁市场间的租金差价危机（图 1）。

2  德国“单一制”租赁住房体系的发展演变

随着战后住房危机的解除，德国政府减少了对公共住房

建设的直接干预，保障房由实物保障转变为货币保障，住房

供给更多由市场决定。这一时期，德国出现了家庭规模缩小、

单身家庭增加，以及 1990 年德国统一前后大量东德人口向

西德迁入等变化，加剧了德国住房供不应求的矛盾。就这一

时期的国际形势而言，英美等国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

减少政府对住房市场的干预，将大量公有住房私有化。在此

内外部形势下，德国联邦政府没有将提高住房自有率作为目

标，没有采取以提高住房自有率的手段来促进经济发展，而

是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参与住房供应。与战后初期政府直接给

予资金支持并积极参与市场建设不同，这一阶段，政府减少

了对社会住房建设的直接投资，而是通过税收减免等手段鼓

励各类机构投资建设租赁住房，住房供应完全由市场决定。

但与完全市场化的竞争不同，为了保护成本型租赁市场的发

① “保有权”（tenure）是指家庭房屋财产的持有方式，它体现了住房持有者的权利和义务，而不是住房是以什么方式提供的。

② 营利型租赁住房是指租金在很大程度上不受控制或者完全不受控制，且业主的目的是最大化其住房资产价值的一类租赁住房。

③ 成本型租赁住房是指租金仅与其实际运营成本持平的租赁住房。

图 1  “二元化”租赁住房供应体系（左）与“单一制”租赁住房供应体系（右）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7]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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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德国采取了独特的租金管理制度，鼓励住房合作社的运

营，同时通过对租客权益的保障以及房屋质量的严格监管来

推行保有权中立，以维持租房市场稳定，践行住房福利化的

目标。在政策带动下，租赁住宅建设投资空前高涨，1994 年

仅在原西德地区建成的住宅就超过 48 万套 [8]。

进入 21 世纪，尽管德国经济运行相对平稳，但由于低

利率、人口结构变动以及外来避险投资，其总体房价仍出现

了较大涨幅。面对住房需求以及房价的上涨，德国仍坚持在

“单一制”住房制度下发挥政府对房地产市场调控的作用，

出台了一系列租赁市场上租金控制的政策。2015 年，德国修

正住房租赁法案，通过了《租金刹车法》，允许地方政府将

房租增加额限制从 3 年增加额 15% 调低至 4 年增加额 15%，

并规定在住房紧张的市场中，房屋租赁合同到期后重新出租

时，住房租金上调幅度不得超过当地“合理房租”的 10%[9]。

2019 年 6 月，柏林城市发展参议员卡特琳·隆普切（Katrin 

Lompscher）计划提出一项议案，对 2013 年之前建造的公寓

设置租金上限，未来五年所有房屋的租金将被“冻结”，房

东不得随意加租 [10]。该项议案于 2020 年 2 月正式实行，议

案计划在未来 5 年将柏林 150 万套公寓的资金冻结，并以每

平方米 9.8 欧元作为上限，以控制市民租房成本 [11]。但这一

议案刚一提出就引起争论：支持者颂扬其保护了众多租客的

利益，使社会迈向更公平的一步 ；而反对者则称这一做法会

阻碍房东对住房进行维护，违反市场供需规律。但总体来看，

德国在建立“单一制”租赁住房体系之初便采取政府积极干

预以及政府与市场整合的方式，所以对反对者而言，其聚焦

的不应是租金冻结问题，而应是这一措施是否会导致房东不

维护住房的问题。因此，其关键是在保证租金稳定的同时，

平衡租房质量供给并调动供给主体的积极性。

3  德国“单一制”租赁住房体系的实施评价

3.1  “两层租金管理制度”的实施评价

3.1.1  “两层租金管理制度”的主要内容

“单一制”租赁住房体系的关键是维持一定比例的成本

型住房，而不论其供给者是政府还是市场。以约束与调控成

本型住房为出发点，建构了两层租金管理制度 ：第一层的租

金约束针对是否享受政府资助而设定；第二层的租金秩序规

则针对所有其他类型租赁住房而设定。

第一层租金管理制度的具体实施路径：政府通过资助私

人自有住宅，获得一定年限内私人自有住宅所有权与使用权

的分离，政府也在使用权上获得对这些自有住宅实行租金管

制的权利。1950 年德国第一部《住房建设法》中规定，新建

住房的房东均可在自房屋投入使用起的 20~30 年间，获得占

建筑费用 50% 的无息贷款。作为交换，在贷款期限内，房

租必须保持在仅回收成本的水平。在此期间，房东拥有住房

的所有权，而政府拥有住房的使用权。政府对此类住房实行

严格的租金控制，其租金仅为市场水平的 50%~60%。贷款

合同期满后，政府将住房的使用权归还给房东，住房回归市

场，以市场租金出租。通过该政策，市场上在 20~30 年内建

造的大多数租赁住房的租金可维持在较低水平。近年来，某

些地区的新颁政策规定将新建住房的补贴减少至 10 年。然

而，市场上仍有建设时间较早的房屋在接受25年的住房补贴。

不同时期新建房屋类型和数量不同，其在整个租赁市场上呈

现混合多元的供给状态，对于维持租赁市场整体价格的稳定

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第二层租金管理制度适用于所有其他类型的租赁住房，

既包括非成本型租赁住房组织持有的租赁住房，也包括没有

接受政府补贴而建设的出租房。在这一层级中，德国的租赁

法规以“租金明镜”（Mietspiegel）①为依据，对住房的旧约

租金和新约租金及加租和减租的方式、程序和要求进行具体

规定。其主要作用在于保障租户的租住信心，同时确保房东

非投机性的合理收入，并避免暴利。通过“租金明镜”，承

租者可以很清晰地反查自己支付的住房租金是否在当地的合

理租金范围内（图 2）。如果房东在现有合同期间试图提高租

金，必须遵循“租金明镜”和租赁法规的规定，经过一系列

的审核。

近年来，德国受补贴的租赁住房存量下降，其中一个原

因是受政府补贴房屋在一定时期后返回市场，而 1980 年之

后政府新建的受补贴住房数量相对较少，因此增加受补贴住

房供应数量，持续租赁市场的租金稳定也成为德国维持当前

租赁市场可负担的重要议题 [13]。

3.1.2  “两层租金管理制度”增加了租房市场应对供需变化的

弹性

两层的租金管理制度对于稳定租赁市场的成效体现在

三方面。其一，受约束与不受约束的住房在整个租房市场中

的动态混合可对市场租金发挥调控作用。在受补贴的管制期

间，租房市场上存在大量以营利为目的但只收取成本租金的

住房。随着住房的老化，住房不再接受政府补贴，也不再受

① “租金明镜”是指显示一个地方同类住房平均、最低、最高租金的租金参照表，由专门机构参照该地区前四年的“冷租”水平制定，每两年调

整并向全社会发布一次，对已有租房合同租金水平与其调整方式以及新住房合同的租金水平，均有非常细致的规定。其修订通常参考住房的地

理位置、房屋面积、修建年代等基础信息，以及房屋内装材料、上下水情况、采暖结构等信息，试图准确地反映当地房租水平，与市场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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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上图为 2019 年柏林市住宅分布图，下图为针对不同状况住房的每平方米租金建议。下图中显示的是不同类型住宅的冷租租金（单位：欧元 /

日·平方米），其中表格下方数字为对应类型冷租租金的价格区间，当该类型租金价格数值超过 10 个时，对其进行顺序排列，取这一组数值

中间的 3/4 部分作为租金价格区间的上下范围，表格上方数字为下方数字的中位数。

图 2  2019 年柏林“租金明镜”的部分表格图示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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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60 m2

小型 D
6.75 

5.26~9.94

6.40 

5.42~8.19

6.00 

5.38~8.00

5.88 

5.05~7.01

7.46 

6.20~8.65

6.01 

5.72~6.55

8.36 

7.71~10.20

11.61 

9.70~15.11

中型 E
7.43 

5.41~10.25

6.74 

5.63~7.76

6.11 

5.39~7.64

5.98 

5.43~6.94

7.73 

6.36~8.77

5.95 

5.40~6.70

8.18 

7.43~9.17

9.85 

7.28~12.50

大型 F
8.04 

5.99~10.97

6.90 

6.01~9.14

6.52 

5.65~7.85

7.13 

5.29~10.00

8.42 

7.38~9.22

6.01 

5.83~6.96

9.75 

8.14~11.12

9.88 

7.75~11.98

60~90 m2

小型 G
6.33 

4.83~10.00

5.87 

5.06~7.27

5.58 

4.83~6.81

5.45 

4.89~6.08

7.27 

6.08~9.00

5.27 

4.99~5.73

7.72 

6.23~8.59

12.89 

8.49~14.83

中型 H
6.77 

4.84~10.00

6.24 

5.09~7.32

6.00 

5.28~7.08

5.71 

5.08~6.40

8.00 

5.70~9.11

5.27 

4.60~5.76

7.90 

6.73~9.03

10.09 

8.91~12.20

大型 I
7.49 

5.62~10.92

7.10 

5.91~9.15

6.54 

5.50~8.37

6.65 

5.20~8.31

8.32 

6.61~9.84

5.57 

4.60~6.29

9.09 

7.45~11.02

10.22 

8.84~12.75

大于 90 m2

小型 J
6.23 

4.79~9.14

6.13 

5.14~7.16

5.47 

4.89~6.05

7.19 

5.83~8.28

5.23 

4.78~5.48

7.96 

6.64~9.32

11.95 

8.52~13.77

中型 K
6.77 

4.88~9.80

6.01 

5.10~8.51

6.77 

5.62~11.41

5.40 

5.06~6.14

7.64 

5.97~8.66

5.25 

4.61~5.56

8.19 

7.21~9.54

10.08 

8.80~12.73

大型 L
7.33 

5.48~10.48

6.69 

5.69~8.93

8.23 

6.69~9.30

8.30 

7.54~8.89

9.00 

7.06~11.94

5.32 

5.08~5.93

9.80 

8.17~11.70

11.50 

9.34~13.69

大多是小规模的简单居住区

大多是中等规模的居住区

大多是大规模的居住区

没有居住功能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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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成本租金的管制，转而进入较为宽松的第二个层次的租

金体系。因此，市场上受租金管控的租赁住房时刻都在发生

变化，达到一种动态复杂性，进而发挥对租赁市场价格的调

控作用。其二，受约束的住房对投资者仍有吸引力，可确保

租赁住房市场成本型住房的供给不中断。受两层租金管理制

度约束的住房在建设时可接受政府补贴和低息贷款，且租金

回报率长期稳定在 4%~5%，这高于德国金融市场长期国债

收益率。其三，受第一层租金管制的租赁住房其使用权的权

利主体在管制期内为政府，管制到期后再次回归为私人业主。

对于私人业主而言，在管制到期之后重新获得使用权，可激

励其在管制期内保持一定的住房品质与质量，促使城市内低

成本住房以相对较高品质分散布局于城市中，这种空间组织

模式能弱化由于低成本住房集中化形成的居住隔离与贫民窟

化。同时，这也为政府应对其他居住问题预留了资金和精力。

3.2  住房合作社的实施评价
住房合作社是德国租赁住房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接受

政府支持并受法律与章程保护，成为市民以低成本获得稳定

生活的重要选择。据统计，德国每年合作建房在所有新建租

赁住宅中占比超过 30%，是德国租赁住宅建设的主要组织形

式之一 [14]。

德国的住房合作社出现于 1862 年的汉堡，起初是工人

住房的自助形式，后来逐步发展成为社员提供租赁住房的互

助组织 [15]。作为工人自助型合作组织，当时的住房合作社连

接的是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 ；在政府支持将其作为社会

化项目推进时，住房合作社连接的是政府、社会、个人。因

住房合作社承担了为中低收入群体提供住房的职能，其主

动发挥的社会住房效用受到政府提供的一系列政策优惠支

持，也因此逐渐从最初的自组织转变为带有政府干预的社会

组织。政府为其提供了一系列的政策优惠支持，包括以下方

面。（1）土地优惠支持：政府会以较低价格将土地转让给住

房合作社，以用于成本型租赁住宅建设。（2）贷款支持：政

府为住房合作社提供长期低息或无息贷款，贷款期限一般

在 30~40 年，最长可达 60~65 年。（3）税收支持 ：政府对合

作社降低所得税、财产税和交易税等的税率 ；由于后期住房

合作社所建房屋也开始对外出售，逐渐拥有开发商属性，政

府规定若合作社向社员出租的房屋比例低于所建房屋的 90%

时，可再享有税收优惠。（4）额外补贴：如果合作社所建住

房仅用于社员租赁使用，政府会适当补贴部分租金。

目前，德国拥有2 000多个住房合作社，拥有住宅220万套。

2018 年，德国有 9% 的租赁住房供给来自住房合作社（图 3），

该比例在某些城市甚至可以达到 20%。不过，从 1986 年开

始，随着德国住房问题得以解决，德国政府开始减少对住房

合作社的支持。例如：政府将住房合作社贷款的期限缩短到

了 10~15 年，而且开始收取利息 [16]。1990 年，德国废除了住

宅合作社不能营利的限制，允许住宅合作社开始市场化商业

化运作，接受带有纯投资性目的的社员 ；也有部分房屋已经

通过自由化的方式卖给了社员，满足了社员更多样的居住需

求。可以说住房合作社无论是在住房数量需求阶段还是质量

改善阶段，对德国租赁住房市场和住房市场整体的健康稳定

发展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德国住房合作社的直接作用是扩大了成本型住房在住房

存量中的占比，进而通过调节住房与租房需求以维持房价与租

金的稳定。德国的住房合作社呈现以下几方面特征。（1）住房

合作社的租金低于市场租金。一般住房合作社社员缴纳的租

金比市场租金低 20%~30%，一般支付方式是按月支付房租。

（2）住房合作社所建住宅的产权归其所有，但社员对合作

社住房享有终生使用权，且使用权可以继承。如果社员中途

退租，合作社将向社员退还至此为止的全部房费（会费加全

部租金），再将该房转让给新加入的社员。（3）住房合作社

出租对象灵活。在满足社员住房需求后，住房合作社内剩余

住房可以按照市场租金出租给非社员。（4）住房合作社收取

的房租，在扣除建房贷款本息以及房屋日常运营费用后，分

配给社员。本质上说，住房合作社同时承担了银行与开发商

的职责，它形成了一个“融资—建设—管理”的自循环系统。

一方面，其发挥了不断提供可支付性住房的社会正效应 ；另

一方面，社员积极参与住房合作社建设也促进了社区融合，

加强了成员的社区归属感。

3.3  “租同权”：无偏的租客权益保障体系实现保有权的

中立
为了确保承租人的权利，“单一制”租赁住房体系的重

要政策目标是保有权中立。德国政府以《民法》为基础实施

了一系列措施，以保护租客的居住权利。比如：政府通过实

施租期、退租、中介费用和房屋质量评估方面的有关政策，

保障租房人的权益。此外，德国政府还建立了完善的住房安

图 3  2018 年德国租赁住房所有者构成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7]绘制

62%

1%

9%

17%

11%

个人 / 夫妻
私营专业公司
市政住房公司
住房合作社
教会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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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与健康标准评估体系，提升了成本型租赁住房的质量。德

国对所有房屋使用相同标准的评估，使得成本型租赁住房在

各方面的建设质量都与营利型租赁住房相当，消除由租房产

生的心理落差。对承租人的权利保障可吸引新兴中产阶层选

择租赁方式解决住房问题，进而抑制了潜在的购房需求。

租购并举是中央近来年明确的中国未来住房市场发展的

新方向，但在此过程中，需要警惕中高收入群体为“权”租

房对真正需要“住”房群体产生空间驱逐，进而加剧公共服

务作为稀缺性资源在大城市引起的投资性租赁问题。因此，

应完善“租同权”的相关保障体系，在保障中低收入群体的

“居住权”时，降低可能产生的居住群体阶层替代风险 [18]。

4  “单一制”住房供应体系下柏林租赁住房的发展

柏林位于德国东北部，是德国的首都，也是德国的政

治、文化、经济和交通中心。柏林又可称为柏林州，是德

国 16 个联邦州之一，也是德国三个州级市中面积最大、人

口最多的城市（表 1）。柏林因低廉的租金和具有活力的城

市面貌而产生了国际吸引力，被德国民众称为“居住成本低

的乌托邦”。面对住房压力，柏林市政府在执行国家“单一

制”租赁住房体系相关规定的基础上，还根据具体情况制

定了地方政策。2018 年，柏林的租房比例在德国各州中最高，

其租金水平也远低于慕尼黑、法兰克福和斯图加特等城市。

可以说，柏林是德国“单一制”租赁住房体系实施的典范

（图 4）。

表 1 和图 4 的数据表明，柏林市住房市场呈现出租赁比

例高、租金低的特征。柏林约 70% 的租赁住房由个人、家

庭和私企提供。柏林市政府通过发放社会住房补贴，扩大成

本型租赁住房的供应，同时降低租金水平。该政策曾于 1990

年终止，但于 2014 年重新启动。另外，柏林政府十分鼓励

住房合作社在住房市场中的运作，80 余个住房合作社拥有约

600 000名成员和 186 000套公寓，占全市住房总存量的 9.5%，

提供了超过 10% 的市场租赁住房。每个住房合作社平均拥

有 1 100 套住房，最大的住房合作社“利希滕贝格公寓合作

社”（Wohnungsgenossenschaft Lichtenberg eG）拥有 25 000 名

成员和 10 000 套公寓 [22]。一些住房合作社还具有储蓄银行与

社区组员中心的功能。

另外，柏林通过多种制度设计保障市民、企业和政府

等不同主体在住房问题上的话语权，包括双方辩论（local 

debate）、签订合作协议（cooperation agreement）和租户代表

协会（tenant representation），等等。2017 年，参议院城市发

展部、参议院财政部和六个住房抵押贷款公司就“可负担租

金、新住房建设和社会住房供应”签订了合作协议，共同为

城市住房市场的建设努力。

柏林虽然为德国的首都，但其也是一个独立的州，享有

一定的自治权。在柏林参议院内，设有“柏林城市发展与住

房部”（Senatsverwaltung für Stadtentwicklung und Wohnen），

负责协调公共当局、住房抵押贷款公司、开发商和其他住房

市场参与者之间的新住房建设 [23]。并且，柏林市各区虽不具

备自治立法权限，但它们仍保留土地使用和城市规划责任，

因此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制定相关规定。联邦一级强有力的租

户和住房建设法，加上州和市的双重监管能力，使柏林当局

能够通过各种手段来应对住房市场的压力。从柏林与北京住

房市场的相关信息比较来看（表 2），其居住用地占比大大高

于北京，且其平均租金收入比、房价收入比远低于北京，这

反映了柏林在保有权中立的制度环境下实现了住房可支付，

也说明我国仍需坚持“租购并举”政策，大力缓解大城市住

房负担过重、住房短缺等大城市病问题。

5  德国“单一制”租房体系对我国大城市租赁住房
发展的启示

德国“单一制”租赁住房市场的演变过程显示，公共住

房是前期建设的选择，它具有快速扩充住房存量的优势，但

随着它的衰弱，政府开始通过税收与金融政策引导建设和出

租，取代直接投资 [26]。凭借合理而灵活的租金管理体系，德

国培育出了大量质量高、租金低的出租房，成功抑制了房价

和租金的波动，同时抑制了营利型租赁住房与成本型租赁租

房之间的差价危机，真正地保障了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

表 1  2018 年柏林市基本信息

名称 数量

地理面积 891.85 km2

登记人口 365 万

人口密度 4 090 人 /km2

登记家庭 200 万户

单人家庭占比 52.4%

GDP 1 471 亿欧元

家庭月收入中位数 2 025 欧元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9-20]整理绘制

图 4  2018 年柏林市住房市场结构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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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增加成本型租赁住房的供应
当前，我国住房与租房市场呈现“二元化”结构特征，

其突出体现是住房市场由营利性的市场主导，租赁市场分化

为营利性的私人租赁与非营利性的公共租赁，其结果是营利

性买卖市场的高房价加剧了非营利性公共租赁的负担，但政

府迫于公共财政压力，难以通过福利化手段提供足够的非营

利公共住宅。与此同时，营利性私人租赁的租金价格相对较

高，大量中低收入群体的租金可支付负担过重。近年来，随

着基于互联网平台租赁市场的快速发展，以及机构化租赁在

大城市的迅速扩张，信息不对称以及市场化运营管理秩序缺

乏有效的监管与调控机制，更是加剧了中低收入群体的租房

负担。总体而言，我国的租赁住房体系中缺乏多层次租金价

格水平的供应主体，缺乏有效的市场调节与监督管理机制，

且既有的制度更倾向于从供给端的“谁拥有房产”上展开设

计。德国“单一制”租房体系中将注意力从“谁拥有房产”

上转移，更加侧重于从需求端出发，建立多元化的租赁住房

供应体系，以成本型住宅以及多元混合的租赁市场去发挥市

场的自我调节作用，在保有权中立的运作方式下满足中低收

入群体的可支付与体面的居住需求。同时，成本型租赁住房

的建设经验显示，其与营利型租赁住房之间的动态更新，能

够实现市场中租赁住房质量标准的统一，有助于消除市民对

成本型租赁住房的偏见，促进居住混合与社会融合。

此外，就成本型租赁住房体现的租金价格友好而言，我

国的保障性租赁住房价格也十分友好，但缺乏有序的竞争机

制。同时，地方政府受土地财政约束，存在区位偏远、质量

较差、物业治理能力较低等突出问题。事实上，由政府主导

的保障性住房建设也需要投入大量的财政资金，这很难在数

量和时间上满足大量中低收入群体的租房需求。另外，我国

目前房地产市场的套户比已经大于 1，增量并不能解决问题，

如何盘活存量资源，释放其进入租赁市场的潜力十分关键。

而这部分住房如何有序进入市场，避免低收入阶层的空间替

代，德国“单一制”租赁住房体系中始终瞄准“居住权”这

一目标，可为我国大城市租赁市场健康发展提供思路借鉴。

5.2  建立合理灵活的租金管制体系
建立健全租赁市场的价格评估体系，促进租赁市场的价

格合理化，对于市场稳定发展十分重要 [27]。德国租金管制制

度比较健全，其细致全面的“租金明镜”由多方维护并定期

更新，能真实反应市场租金价格水平，对于市场租赁的透明、

公平化发展意义重大。中国住房租赁市场相对而言起步较晚，

政府相关部门可联合住房租赁企业，根据房屋的地理位置、

交通状况、建成年代和建筑质量状况等因素，确定各企业房

源的一个合理的房租价格表。同时对该房租价格表进行维护，

定期更新，确保价格表内数据的时效性，使租金更加合理化，

以避免暴利。同时，以该价格参照表为基准，应设计相关法

律制度，对违反规定的居民或企业进行惩罚与警告，保障企

业和房客的利益。

5.3  推行“租同权”与“租购同权”
高房价、居住拥挤、非正规住房治理困难等住房问题是

我国“大城市病”的典型表征，在中央推进“租购同权”的

过程中，部分学者也呼吁要警惕在优质公共服务空间非均衡

的客观背景下，片面强调“租购同权”可能会放大住房权与

公共服务权之间的内生矛盾，可能刺激大量中高收入群体为

获取稀缺公共资源等进行投机性租赁 [18]。如果说“租购同

权”政策推进过程中要逐步实现居住权与公共服务获取权合

理脱钩，那么对租赁市场“租同权”的先行完善将有助于保

障“租购同权”的实施。德国“租同权”政策的实施为低收

入租赁市场、中高收入租赁市场以及售卖市场在住房回归消

费属性上提供了供需两端的权利对等，包括供给端的住房质

量对等，以及需求端的住房使用者社会身份无差别化、无歧

视化。这对于我国目前的租赁市场而言，可进一步消解由政

府、中介、房东、开发商或集体等不同主体供应租赁住房产

生的租房质量千差万别、租房权利混乱模糊等问题，规范不

同市场行为和准则。在需求端，可为大量游离于保障性住房

之外且对住房需求十分迫切的青年群体、新婚夫妇、外来流

① 冷租是指房客付给房主的房屋租金，不包括杂费，即水费、暖气费、房屋维修保养费用等。

② 租金收入比是指每月房租占家庭月收入的比值，可以反映租房人的幸福程度，一般若该数值大于 45% 则为房租超高负担。

③ 房价收入比指住房价格与居民家庭年收入的比值。

表 2  2018 年柏林与北京住房市场相关信息对比

对比项 柏林 北京

居住用地占比 55.4%（2016） 36%（2016）

住房存量 195 万套 730 万套（2016）

住宅存量：家庭户规模 0.97 0.89

套均面积 73.2 m2 75 m2

人均居住面积 38.1 m2 31.7 m2

租房比例 82.6% 28%

全市平均冷租① 10.32 欧元 —

平均租金收入比② 23.4% 59%

平均房价收入比③ 9.6 45.3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20-21,23-25]整理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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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人口等提供安全、体面的居住场所；在供给端，可为市场

主体提供稳定、透明和有序的营商环境，鼓励其参与租赁市

场，释放存量住房的积极性。对于我国租赁与售卖市场而言，

“租同权”的推进将为大城市中等收入群体提供“租房”与

“买房”的居住选择，缓解因“过度”买房需求对房价上涨

产生的正向刺激。

感谢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田莉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

共事务学院陈杰教授对本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

参考文献

[1] SCHMID D. Home ownership rate in Germany 2010-2018[EB/OL]. [2020-
05-05].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543381/house-owners-among-
population-germany/.

[2] Berlin housing market: rent cap may decouple real estate cycle from 
economic supercycle for a number of years[EB/OL]. [2020-05-22]. https://
www.dbresearch.com/PROD/RPS_EN-PROD/PROD0000000000505273/
Berlin_housing_market%3A_Rent_cap_may_decouple_real_.pdf.

[3] 新晚报 . 央行调查：城镇居民户均总资产超 300万元，96%有房。你呢？

[N/OL]. [2020-05-11].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49418116081370
52&wfr=spider&for=pc.

[4] BREDERODE M V. Affordable rental housing in Amsterdam and Berlin: a 
comparison of two European capital cities[D].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2018.

[5] 吉姆·凯梅尼 . 从公共住房到社会市场 [M]. 王韬 , 译 . 北京 : 中国建筑

工业出版社 , 2010.
[6] EMMS P. Social housing: a European dilemma?[M]. Bristol: Policy Press, 

1990.
[7] 几言 . 德国住房租赁市场的发展及其经验 [J]. 上海房地 , 2019(1): 50-57.
[8] 郭正毅 . 德国住房保障体系建设过程及政策特点 [J]. 科学时代（上半

月）, 2011(7): 21-22.
[9] 王阳 . 德国住房租赁制度及其对我国住房租赁市场培育的启示 [J]. 国

际城市规划 , 2019, 34(5): 77-85. DOI: 10.22217/upi.2018.373.
[10] 海外房产置业 . 在德国柏林遭遇的租房难 [EB/OL]. [2019-11-28]. http://

www.sohu.com/a/100263844_390376.
[11] EDDY M. Berlin freezes rents for 5 years in a bid to slow gentrification[EB/

OL].[2020-05-21]. https://www.nytimes.com/2020/01/31/world/europe/
berlin-gentrification-rent.html.

[12] Senatsverwaltung für Stadtentwicklung und Wohnen[EB/OL]. [2019-11-27]. 
http://www.stadtentwicklung.berlin.de/.

[13] Number of social housing unit drops by 42,000 in Germany[EB/OL]. [2020-
05-21]. https://www.thelocal.de/20190814/number-of-social-housing-units-
drops-by-42000-in-germany.

[14] 新土地规人 . 德国房价低的奥秘——住宅合作社 [EB/OL]. [2020-05-20]. 
https://www.sohu.com/a/233101042_275005.

[15] 中国报告网 . 2018 年德国房地产行业住房政策发展历程及供给结

构分析 [EB/OL]. [2020-05-11]. http://free.chinabaogao.com/fangchang/ 
201801/011S144F2018.html.

[16] 汇丰行地产营销 . 德国有超过50%的人租房子住，我们可以学到什么？

[EB/OL]. [2020-05-22]. https://www.sohu.com/a/206239674_ 99901260. 
[17] 钟庭军 . 德国国有住房租赁公司运营模式——考察柏林 Gewobag 市政

房地产公司的启示 [J]. 上海房地 , 2019(8): 46-50.
[18] 陈杰 , 吴义东 . 租购同权过程中住房权与公共服务获取权的可能冲

突——为“住”租房还是为“权”租房 [J]. 学术月刊 , 2019, 51(2):44-56.
[19] Wikipedia: Berlin[EB/OL]. [2019-11-14]. https://en.wikipedia.org/wiki/

Berlin.
[20] Statistik Berlin Brandenburg[EB/OL]. [2019-11-15]. https://www.statistik-

berlin-brandenburg.de/.

[21] Investitionsbank Berlin. 2017 IBB Housing Report[R]. [2019-11-15]. https://
www.ibb.de/media/dokumente/publikationen/in-english/ibb-housing-
market-report/ibb_housing_market_report_2017_summary.pdf.

[22] Property prices index by city 2018[EB/OL]. [2020-05-13]. https://www.
numbeo.com/property-investment/rankings.jsp?title=2018.

[23] Deutsche Bank Research. Mapping the world’s prices 2019[R/OL]. Deutsche 
Bank AG/London. [2019-05-16]. https://www.dbresearch.com/PROD/
RPS_EN-PROD/PROD0000000000494405/Mapping_the_world%27s_
prices_2019.pdf. 

[24] 北京市统计局 ,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 《2018年北京统计年鉴》[EB/
OL]. [2019-11-17]. http://tjj.beijing.gov.cn/tjsj/.

[25] Property Prices Index by City 2018[EB/OL]. [2020-05-13]. https://www.
numbeo.com/property-investment/rankings.jsp?title=2018.

[26] 郭平 . 保障性住房政策演变下住房租赁市场发展研究——以德国、美

国为例 [J]. 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 , 2014, 37(5): 64-68, 74.
[27] 刘畅 . 德国住房租赁市场的稳定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 [J]. 中国房地产 , 

2019(17): 35-39.

（本文编辑：秦奕）

本文更多增强内容扫码进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