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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国家，也是最早对住房市场进行政

府干预的国家。相对于美国住房政策的高度市场化、香港政府对住房市场的

“积极不干预”政策以及新加坡的威权政府主导下的住房发展模式，英国的

住房政策由于历时最长、具有典型性和示范性以及对住房发展公平与效率的

兼顾而成为住房政策研究的必要内容。唐尼森（Donnison）指出，判断住房

政策是否成功的标准，就是政府在面临危机时是否采取了行之有效的应对策

略 [1]。英国住房政策在应对住房短缺、提供可支付住房、促进大城市住房与

市政规划相结合等方面成效显著，其采取的三种公共住房政策模式，即控租、

直接提供公共住房和需求补贴，至今仍为各国公共住房政策具体实施过程中

采用的主要方式。经过十几年的住房制度改革，上海率先实施廉租住房制度，

创新性地推出“共有产权”住房，为面对阶段性居住困难的群体建设公共租

赁住房，大规模供应以动迁家庭为对象的征收安置房，构建了具有上海特色

的“四位一体”①住房保障体系。相对于英国，上海住房发展历史短、经验

少、基础薄弱，因此，英国住房政策的阶段性演进研究可以帮助上海在住房

政策制定过程中进行阶段性对比和思考，并学习英国住房政策的具体做法，

在宏观上对上海住房发展阶段进行预判，在微观上提出具体的执行方针和操

作方案。

1  文献综述与问题的提出

对英国住房政策的研究主要有三个主要方面，一是对英国住房供应体系

的研究，包括住房供应类型 [2]、住房供应体系与规划政策 [3] ；二是关于英国

《城乡规划法》第 106 条款配建模式的政策研究 [4,5] ；三是关于英国公共住

房制度的分析与评价 [6,7]，另有一些包括英国住房制度的国际比较 [8,9] 和对公

共住房适足权 [10]、价值理念 [11,12] 的讨论与研究。

这些研究从住房供应模式、供应类型、住房制度建设方面提出了政策建

议，对上海的住房保障制度政策制定有一定参考价值。但是，尚未有文献对

上海与英国住房发展历史的阶段性对比做出判断，因此，提出的政策建议与

摘要 ：通过对英国住房政策沿革内容与成效的分

析，提炼这些政策的阶段性特征，比对上海住房发

展的内容与特点，对上海住房发展所处阶段做出预

判，并在住房制度、住房供给体系结构与保障水

平、公共住房补贴模式、社区融合和管理方面提出 

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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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住房发展特点的匹配性和同步性值得商榷。国际住房发

展历史表明，住房发展具有阶段性发展的渐进特征，因此对

住房发展历史最悠久的英国进行研究，并与其进行阶段性对

比，提出行之有效的政策和策略，不仅具有应用价值，还具

有深厚的理论价值。

2  英国住房政策沿革

2.1  自由放任，适当引导与管制（19世纪中叶—20世纪初）
19 世纪中叶，英国政府在住房问题上采取自由放任

的政策，市场调控是住房市场上唯一的方式，没有任何形

式的政府干预。19 世纪中后期，城市化与工业化速度加

剧，大批人口涌入导致住房质量下降、居住环境恶劣，住

房短缺严重。英国政府开始出台措施，引导个人和团体建

造高质量的住宅。1848 年《公共卫生法》以条文的形式，

制定了住房在布局、设计、建造等方面的最低标准，从而

对住房建设者加以管制和约束。1915 年，政府出台了租金

管制政策，由政府制定最高租金，限制房东任意增加租金 
牟取暴利。

2.2  政府干预加强，直接参与建房（1919—1945 年）
一战后，由于退伍军人复原、人口增长、结婚高潮的

出现和家庭结构的变化以及战时房屋停建等，英国出现了严

重的住房短缺。对贫民窟的清理导致许多人失去住所，1929
年的经济危机使得住房短缺雪上加霜。这一阶段的住房政策

突出表现为政府直接建房来解决住房需求。1919 年颁布《住

房与城镇规划法》后，伦敦市政府开始直接建设公共住房，

并以低廉的价格提供给市民租住。但是建设的规模不大，住

房保障体系处于初步成形阶段。

2.3  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建立公共住房制度（1946 年—

1970 年代末）
二战后，政府为化解社会危机，开始大规模干预住房领

域。针对住房资源匮乏，加紧修复损毁房屋并大量新建公共

住房；针对资源分配不均，政府全面干预住房分配，控制私

人住房建设和出租，以低租金公共住房来解决低收入人群乃

至更多人群的住房问题，并从整体规划视角着重新城镇建设，

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住房匮乏、分配不均以及住房资源空间

非均衡问题。

1945 年工党政府上台后将解决住房问题视为福利国家

建设的主要目标之一，全面介入住房领域，实行国家直接供

应的公共住房制度。通过土地配额和建筑许可证政策，限制

私有建筑商的发展，保证公共住房建设。1951 年保守党上

台后继承了这一制度，公共住房建设得到较大发展。1946—

1979 年期间，地方政府建设了约 510 万套住房，以低廉的

租金向国民出租，基本解决了英国的住房短缺以及低收入家

庭的住房支付问题。

1960 年代后，住房政策的中心开始转移，政府逐渐减

少对住房供应的直接参与，转为提供住房补贴 ；民间住房协

会则呈现迅速发展的趋势。1974 年颁布的《住房法》完善

了住房补贴体系 ：一方面是对住房供应方的补贴，通过资助

住房协会，使其逐渐取代政府成为社会公共住房的主要供应

者；另一方面是对住房需求方的补贴，通过财政补贴和税率

管制的政策影响人们对住房所有权的选择。到了 1960 年代

后期，自有住房成为住房所有权形式的主体。

2.4  政府退出住房供应，推行公房私有化（1979—1997年）
1979 年撒切尔夫人上台后，强势推行市场主导的住房

政策，把住房自有化率作为主要的住房政策目标。其核心理

念是：在保障实现“居者有其屋”的前提下，政府鼓励居民

加大自由住房消费的力度，促进住房私有化，提高居民自有

住房率。一方面，政府全面退出住房供应，大力削减住房领

域的财政开支，严格限制各级政府修建和供应公共住房 ；另

一方面，通过颁布《购买权法》（1980 年）、《住房与控制权法》

（1984 年）和《住房法》（1986、1988 年）等法案，并以变

租金为购房抵押贷款、折价优惠等政策大力推行公房私有化，

鼓励租房者、私有企业和住房协会购买政府公房，并推动后

两者在住房领域发挥更大作用。

撒切尔政府的住房改革客观上转移了政府对住房保障

的直接责任，减轻了政府的财政和行政压力。在市场机制

作用下，中高收入阶层改善了居住环境，并通过投资住房

获利，而这一时期的两轮住房价格高涨，使得低收入群体

陷入生活困难甚至无处栖身的困境。之前建立的公共住房制

度在这一阶段几近消失，住房市场两极分化局面加剧了社 
会矛盾。

2.5  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相结合（1997 年至今）
从 1997 年布莱尔的首个执政期开始重视住房过度市场

化带来的问题，2003 年工党政府加大了对公共住房政策的

制定和执行力度，既继承了一部分前任保守党的自由主义政

策，又加强了国家干预，重新强调政府在住房市场中的主导

作用。1990 年制定的《城乡规划法》第 106 条款在这一阶

段得到实施，开发商获得规划许可证的前提是承担规划责任，

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配建可支付住房。这一时期，住房保障

的主要形式是建设“可支付住房”(affordable housing)。此

类住房价格通常是市场价的 70%~85%，在一定年限内不得

上市销售，或者只能向特定人群出售。这一时期比较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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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包括 ：2003 年副首相办公室①制定的白皮书《可持续

的社区：建设未来》，2005 年制定的住房政策五年战略规划

《可持续的社区：所有人的家》，财政部 2004 年发布的《住

房供应评估：最终报告》等，都将可支付住房置于重要地位。

2004 年颁布的《住房法》就如何确保建造足够的低收入群

体负担得起的社会公共住房、创建公平良好的住房市场秩序

做出了详细规定。2006 年，进一步提出分享式产权购房计划，

帮助公房租户、无房或者居住在临时住所的家庭、首次购房

者和特殊岗位人员购买住房。

2011—2015 年，英国开始在一系列住房改革措施上推行

可支付住房计划，在资金来源方面，改变原有的中央政府筹

资方式，由地方政府征税来补贴可支付住房建设和租赁 ；可

支付房租可享受最低为市场租金 80% 的折扣 ；该计划目标

是五年内提供 150 万套可支付住房。

3  英国住房政策实施成效与特点

3.1  住房总体数量在半个世纪内增加了将近一倍
在 1951 年，英国的住房总量是 1 376.4 万套，2011 年

为 2 275.4 万套（表 1），住房总量增加了将近一倍。二战后

英国家庭不断增加，产生了巨大的住房需求，成为住房数量

上升的最直接因素。1980 年实施购买权（Right to Buy）政

策之后，配合低息金融政策，私有住房数量快速增长。1951
年住房私有化比率仅为 29.6%，一半以上（51.8%）的住房

需求是通过市场化租赁实现的。1981 年，住房私有化比率

上升到 57.6%，1991 年则达到 66%。目前住房私有化率稳定

在 65% 左右。

3.2  公共住房比例较高是英国住房体系的重要特征
尽管 1980 年代私有化进程加快，政府持有和出租的住

房数量在减少，但是公共住房仍然服务于约 500 万个家庭，

约占全国住房总量的 1/3（表 1），这还不包括产权性质的公

共住房。

3.3  多元化的住房供给体系与多种住房产品类型的供给
英国目前实施的是“市场 + 保障”住房体系，从供给内

容上看，有商品房和保障房；从产权性质上看，有租赁住房

和产权住房。可通过三种方式选择拥有私有产权住房 ：购买

公房、购买新房和公开市场购房②。图 1 对英国保障性住房

供应体系和产品类型进行了说明。

在 2000 年前后，伦敦住房建设进入低谷（2000 年仅建造

1.5 万套住房），住房短缺使得房价持续上涨。2004 年伦敦市

政规划中为各个郡都设立了详细的住房建设量的标准，规划预

计到 2016 年伦敦每年需要各种类型的住房约 3 万套，其中一

半为保障性住房，而政府建设的保障性住房将占 70% 以上 [13]。

3.4  配建下可支付住房建设的成效显著
目前英国约 90% 的地方政府实施《城乡规划法》第 106

条款（即 S106），旨在通过配建方式使开发商承担保障性住

表 1  英国历年各种类型住房的数量和比率（单位：万套）

年份
私有

住房

私有化

住房比例

私有

出租

私有化

出租比率

住房协

会出租

地方政

府出租

公共住

房比例

总计

套数

1951 407.4 29.6% 713.0 51.8% — 258.0 18.6% 1 374.4

1961 693.3 42.7% 495.2 30.5% — 435.2 26.8% 1 623.7

1981 1 244.2 57.6% 237.8 11.0% 473.0 630.5 31.4% 2 159.5

1991 1 553.2 66.0% 217.1 9.2% 71.1 513.6 24.8% 2 355.0

2003 1 805.4 70.0% 261.6 10.1% 184.6 325.8 19.8% 2 577.4

2004 1 830.6 70.5% 266.3 10.2% 200.1 298.3 19.2% 2 595.3

2008 1 500.8 67.4% 329.6 14.8% 195.2 198.4 17.7% 2 223.9

2009 1 496.3 67.0% 358.8 16.1% 197.2 187.2 17.2% 2 233.5

2010 1 486.0 66.4% 370.6 16.6% 201.8 180.2 16.7% 2 238.6

2011 1 476.5 64.9% 401.7 17.7% 209.0 188.2 17.4% 2 275.4

注：英国产权式保障性住房供给列入私有住房供给部分。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 [12] 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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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英国保障住房供应体系

① 2006 年更名为社区和地方政府部（Department for Commun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专门负责英格兰的住房保障政策。

② 购买公房：住房协会和地方政府公房的承租人以分享式产权方式购买其承租公房的部分产权，其余产权由上述机构保留，购买者付房租。房租

标准是房东所持产权资本价值的 3%。购房者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分次购买产权，直至购买全部产权。首次购买时，购房者必须筹资（可贷

款）购买至少 25% 的产权。公房出售收入主要用于扩大公房供应，少量被用于与住房有关的其他项目。购买新房：即图 1 中的折价销售房屋，

购房者购买新建住房，条件与购买公房类似。公开市场购房：针对特定岗位人员、少数公房租户和一些有优先权的首次购房者。购房者和售房

者占有产权的比例是 75% : 25%，属于产权共享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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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建设的责任，改善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条件。1999—2000
年度英格兰可支付住房中有 1/5 是通过 S106 协议配建方式

供应的，到了 2005—2006 年度，根据 S106，开发商共提供

23 860 套住房，占可支付住房竣工总量的 55%。

3.5  租金控制促进公租房发展
英国公租房的供给是保障房供给的主体，约占 20%。租

金控制旨在保证公租房租金的可支付性。具体措施有：租

住公租房及其他非市场化房屋居民的房租支出不能超过总

收入的 25%，规定租金最高涨幅，采取一些措施进行控制，

第一种措施是罚款，比如不符合条件的占用罚款（Under-
occupation Penalty），即对未按照规定用途使用的公共住房

进行罚款 ；第二种措施是征税，比如空置卧室税（Bedroom 
Tax），即对公共住房的空置进行征税。

4  英国住房政策阶段性演进分析

4.1  住房短缺阶段
二战后很多欧洲国家都出现了严重的住房短缺，原因有

两个：一是战争造成的住宅损毁、住房环境与卫生问题并存；

二是工业化发展带来的进一步城镇化效应，人口向城市聚集，

大量产业工人迫切需要住房。

针对住房短缺问题，英国住房政策要点如下 ：第一，政

府兴建公共住房，主要是以“补砖头”的方式实现住房保障，

公共住房的供给对象主要是低收入人群，供应方式为租赁 ；

第二，通过财政补贴和土地优惠等方式，鼓励私人开发商建

造市场化住房，并对购房者提供金融支持。

这个阶段的住房政策基本达到了三个目的 ：第一，解

决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尽管各个城市最终的效果不一，

但是最低收入人群的住房保障基本上在这个阶段得以解决 ；

第二，对特定人群的住房需求的倾向性政策也起到一定作

用，特定人群有以下两类，（1）特定岗位人员、少数公房

租户和一些有优先权的首次购房者，（2）贫民窟里居住多

年需要动迁安置的居民 ；第三，通过住房消费拉动了国家

和地方经济。

这一阶段住房政策产生的问题主要有：第一，政府兴建

公共住房造成财政负担过重，英国政府一度面临入不敷出的

局面；第二，公共住房向特定人群倾斜，分配不公引发社会

争议，如向公务员倾斜，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不公，也为一

些人利用这些政策谋取利益制造机会。

但客观而言，在住房短缺时期，政府大举兴建公共住房

的政策相比无为而治成效更为显著。鉴于住房介于商品和准

公共产品的特殊性，无法完全依靠市场实现合理配置，尤其

在住房短缺时期，政府主导的住房建设和分配可兼顾住房的

效率与公平，因此在住房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4.2  住房市场供需基本平衡阶段
政府和开发商共同兴建住房满足住房需求，在一定时期

之后形成了“保障 + 市场”双轨制的住房供给运行模式。在

此模式下，政府主要负责公共住房的供给或配建，或将市场

化住房转化为保障住房用于保证保障性住房的供给，而市场

化住房需求则通过市场化资源配置的方式解决。

这一阶段，英国住房政策要点如下。第一，“市场”手

段是住房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住房私有化是住房政策的导

向性目标。第二，政府在住房市场上的角色主要有两个，首

先，政府仍旧是公共住房的主要供给者，但不再大举兴建公

共住房，而是通过配建和转化市场房源去实现；其次，政府

是住房市场的调控者与监管者，调控者角色体现在政府对房

地产市场价格的调控，监管者体现在房地产市场相关法律的

制定与执行。

这个阶段的住房政策基本达到三个目的 ：第一，各个

收入阶层按照自己的可支付能力实现住房需求，形成“市场

+ 保障”双轨运行模式。第二，市场化手段配置住房资源成

为住房市场发展的主流。尽管住房政策在这个阶段会在“市

场”和“政府”两个方向之间摇摆，但是有两个指标说明了

市场化发展的主流方向，首先是住房私有化率普遍提高，撒

切尔时期甚至放弃了公共住房建设，到 1980 年代，英国住

房私有化率达到 60% 左右，比第一阶段有大幅度提高；其

次是商品住房出租比例接近 20%，逼近公共出租住房的总和。

第三，住房私有化率的提高拉动了经济增长，促进了就业，

提高了城市化率。

这一阶段住房政策产生的问题主要如下 ：第一，住房

过度市场化导致房价飙升，撒切尔执政时期经历了两次房

价大涨大跌，放任房价有悖于政府实现公民住房权的初衷，

但是除了针对房价的调节政策，英国对过度市场化的后果调

控乏力。第二，双轨制运行的住房保障体系，导致夹心层

群体的出现。这些群体产生的原因来自双轨制的内在缺陷 ：

他们或是在公共住房准入条件上存在差异而无法获得保障，

或是处于保障和市场的夹缝当中无法寻求居住权实现的有

效途径。这一问题夹杂在不同种族、不同收入阶层的混居

政策中，加大了住房公共政策实施的难度，也使得英国逐

渐重视混居模式、社区环境及邻里关系，并在制定政策时

向这些夹心层倾斜。

在住房市场基本平衡的阶段，住房政策导向在政府和

市场之间摇摆，总体来看，市场占据了住房市场资源配置

的主流。然而市场化供应显然无法兼顾效率与公平，同时

鉴于住房介于商品和准公共产品的特殊性，其衍生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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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消费、投资）和社会功能（社区管理、种族融合）

的重要性逐渐得到显现，政府职能也逐渐由公共管理转向

公共服务。

4.3  住房市场发展成熟阶段
这一阶段，英国住房发展特点如下。

（1）大部分住房需求通过市场解决，住房私有化比率高，

英国住房私有化率达到 60% 以上。但是大城市的住房私有

化水平较低，如伦敦的住房私有化率大致为 30%，这是因为

城市化率提高到一定水平后，人口流动性增大、房价偏高，

住房需求从所有权转向使用权。

（2）住房保障手段从实物补贴转向货币补贴。一方面是

从“补砖头”到“补人头”。城市化发展使得区域性土地供

给越来越少，政府主导的公共住房建设不再是住房保障的主

要方式，对公共住房需求者的货币补贴更有效也更直接。这

方面英国采取的是控租政策，即规定公租房及其他非市场化

房屋的租金不得超过租户总收入的 25%，并规定租金最高涨

幅，对不符合条件的占用和空置卧室罚款或者征税等。另一

方面是供给补贴向需求补贴的转变。货币补贴直接发放给公

共住房需求者，而不再给公共住房开发商或者公共住房出租

人提供补贴。

（3）成熟完善的房地产市场机制是市场主导模式顺利运

作的关键。在价格形成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和风险缓

冲机制等方面，英国都具备成熟完善的法律和制度，并有相

应的机构监督和实施。

（4）对住房“软环境”的重视。相对硬环境建设，这个

阶段住房政策更注重住房宜居环境的要求，2005 年提出的

“体面住房”对住房“软环境”提出了八个方面的要求，对

社区管理、邻里关系和社区人群的就业促进做出了五年规划。

另外，1990 年提出的第 106 条款不仅对配建进行规定，也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不同种族、收入阶层的混居，体现了住

房政策“包容性”原则。图 2 是对英国住房政策三个演进阶

段的总结。

5  上海住房发展所处阶段与发展趋势

5.1  上海住房发展所处阶段分析
目前上海住房发展与政策沿革具有以下特点。第一，虽

然政府主持或者主导的大规模保障性住房建设接近尾声，仍

有部分公共住房建设在政府主持或者主导下进行；配建可能

成为下一阶段公共住房建设主要方式。第二，“保障 + 市场”

双轨住房供应体系已经形成，保障房供应品种包括廉租住房、

公共租赁住房、共有产权房和征收安置房，市场化住房则包

括商品房和二手房；租售并举是现阶段公共住房政策的主要

供给方式。第三，住房市场化改革继续深入，城市经济对房

地产发展仍然存一定程度的依赖，住房政策与产业政策并行。

第四，政府在住房市场中仍然扮演强势角色，房价是政府政

策调控的主要内容。

比对前文对英国住房发展各个阶段政策特征的描述，上

海住房市场发展总体处在第二阶段初期。

5.2  上海住房发展趋势与政策建议

5.2.1  完善双轨制，实现公平与效率兼顾

“双轨制”的住房供应体系运行日渐成熟，但仍旧面临

一些问题 ：第一，功能处于“保障”和“市场”之间的住

房供应品种如经济适用房、限价商品房等成为很多地方政

府为特定群体（公务员等）谋取特殊利益的“寻租”工具 ；

第二，夹心层群体日益庞大。政策缺乏灵活性、供给机制

缺乏有效过滤，使得双轨制之间的缝隙日益加大，管理问

题日益突出。

因此，建议形成以“共有产权住房”为核心的保障性住

房供应机制，明确政策的保障力度和适用群体。措施上加强

对申请对象的财产审核和收入审核，对扶持性住房购买者的

准入和退出实行动态管理，规范其持有住房期间与住房权利

相关的行为。针对“夹心层”采用更为灵活的方式，在设置

新一轮准入标准时，对收入、面积、户籍等条件进行重新调

整和考虑 ；针对贷款现金流支付有困难的群体，除了公积金

外，可以考虑在商业贷款方面降低首付款或给予一定利息补

贴，帮助其度过扶持期；针对购买份额有困难的人群，建议

实施阶梯式共有产权份额体系。阶梯式产权份额的基本原理

是将政府与购房者的份额比例划分得更贴近购房者的支付能

力，并对中低收入群体进行再倾斜。

5.2.2  住房保障内容结构性调整与保障水平的提高

根据上海市“十二五”住房发展规划，到“十二五”期

末，规划实现目标为：新增供应约 100 万套保障性住房，其

中廉租住房 7.5 万套，公共租赁住房 18 万套，共有产权房

40 万套，征收安置房 35 万套。从面积上来看，共有产权房

累计开工达 3 000 万 m2，征收安置房开工建设 3 250 万 m2，

图 2  英国住房政策三阶段演进及特点

①政府兴建公共住房； 
②鼓励开发商建公共住房

 

①政府调节公共住房； 
②市场化配置住房资源

 

①住房私有化率高
  （60%以上）；
②货币补贴为主； 
③市场机制完善； 
④重视体面住房、社区融合 

第一阶段：
住房短缺 

第二阶段：
住房市场供需基本平衡 

第三阶段：
住房市场发展成熟 



79 2016 Vol.31, No.6国际城市规划

颜莉    英国住房政策阶段性演进评析：对上海住房发展的启示

竣工 2 960 万 m2，完成搭桥供应① 2 985 万 m2[14]。

从住房保障内容来看，租赁性住房占比约为 25%，产权

房约为 75%。从国际上保障住房的产权性质来看，产权房比

例偏高，但是由于上海房价偏高、住房具有财富效应，目前调

整的必要性不大。产权房中，共有产权房和征收安置房供给各

约占一半，因此这两者可以作为今后供给内容结构性调整的重

点。应减少征收安置房的供给量，原因在于，第一，随着越

来越多的征收安置房上市，其保障性住房的性质将逐渐丧失；

第二，随着上海城市规划布局战略性调整以及可供住房建设

的土地供给的日渐稀缺，大规模征收安置房的建设接近尾声。

共有产权房作为下一阶段保障性住房的建设重点，可以通过

新建和配建双管齐下的方式增加供给，帮助中低收入阶层实

现“住有所居”，完成保障性住房向商品化住房的过渡。

住房保障水平是反映住房适度性的主要指标。住房保

障水平由住房保障可供给水平和住房保障需求水平共同决

定。住房保障需求主要受到城市化发展阶段的影响，呈现倒

“U”形，影响因素包括城市化进度、社会阶层和财富分配

情况、住房保障需求的发展趋势等。住房可供给水平则主要

受到 GDP 和财政收入的制约。综合供需情况，每个城市在

住房发展水平的不同阶段都对应着不同的住房保障水平，即

反映现实供需的住房适度性要求。

如图 3，目前上海住房保障适度水平处在倒“U”形曲

线的前端斜率较高点 A。从量上看，供给方面的住房可保障

水平处于持续提升阶段；需求方面，人口持续涌入，住房需

求水平也处于上升期。从质上看，随着住房保障内容的结构

性调整，保障性住房品种会在产权形式、补贴模式、优惠方

案上逐步优化，满足中低收入群体在不同阶段的公共住房需

求。根据现阶段住房需求分类分析，对公共住房的保障性需

求应继续以租赁政策为主，而扶持性（改善性）消费需求以

产权政策为主，从保障性需求到改善性需求，应辅以金融财

税政策的鼓励。2015 年，上海住房保障供给基本上可以达

到“十二五”规划目标所设定的供给量和覆盖面目标，下一

步政策重点是对保障性住房供给内容结构进行优化，同时通

过引导住房保障的合理需求，使可能实现的供给与合理需求

相结合，逐步提高住房保障水平，以保证公共住房与经济发

展的同步性与适度性。

5.2.3  公共住房补贴模式的转变

在第二阶段，公共住房补贴模式有两个发展趋势。第一，

补贴方式由“实物补贴”向“货币补贴”转变。“实物补贴”

适用于住房短缺阶段的住房供给，在住房供需相对稳定的阶

段，“货币补贴”更符合现实需要，也具有比较高的效率。

英美两国在货币补贴方面有两种做法均值得效仿，首先是对

租赁需求实施货币补贴，发放“租房券”，给保障对象更多

的选择权和选择空间，上海的廉租房和公租房实际上已经部

分地采用了货币方式进行补贴；其次是对购房需求进行货

币补贴，补贴方式主要是通过金融支持的方式实现，比如英

国对购房者的购房需求进行分类，通过“折价销售产权房”

和“共享产权房”两种方式进行产权式公共住房的供给，对

不同类型的购房者提供不同种类的购房贷款优惠，帮助其实

现住房私有。第二，补贴对象从“供给方”转向“需求方”。

与补贴方式向对应，货币补贴也从对住房开发商的补贴转向

对住房需求者的补贴。英国、美国、香港、日本都采用的是

需求补贴的方式。

因此，建议在廉租房和公租房“货币补贴”的基础上，

向保障住房需求者提供进一步的货币补贴，租赁式住房需求

提供“租赁券”，允许其在商品租赁市场选择适合自己的住

房；产权式需求则注重金融财税方面的货币补贴，帮助其拥

有共有产权住房。

5.2.4  社区融合与管理模式的改变

不同种族、民族、收入阶层、职业类型的混居和融合，

是英国在第二阶段公共住房政策考虑的重点，同时社区管理

模式从单一的片区管理转向更具人性化和灵活性的第三方机

构管理。

因此，政策要点如下 ：第一，市政规划充分考虑不同收

入阶层的社区的混居，对中低收入群体的社区硬件建设予以

一定政策倾斜 ；第二，对于棚户区或者旧里弄改造过程中迁

① 搭桥供应：主要针对配套商品房，由政府定向供应给重大工程、重点旧改实施单位，由动迁单位受理动迁居民购买申请，并审核报主管部门批

准后，向符合条件的动迁居民开具“配套商品房”供应单，购买人据此与开发商签订（预）销售合同。

图 3  住房保障水平供求图

住房保障可供给水平

住房保障需求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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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人群，在就业方面予以帮助和指导，使其尽快融入新的

社区环境和社会生活；第三，“镇管”模式与“第三方”住

房机构管理相结合，镇管模式只是从行政管理到物业管理的

过渡模式，在具体社区管理上缺乏灵活性，可以考虑建立非

营利的第三方住房管理机构，专司社区融合与发展问题。学

习香港的经验，这种非营利性机构可以通过参与周边市政规

划，在商场、停车场设置上向混居社区倾斜，并将这些商业

设施的盈利转移一部分给非营利性机构。

5.2.5  住房公共管理从行政管理向服务社区转变

第二阶段的住房公共管理除了社区融合和第三方机构

的培育外，各国（城市）的管理方向都发生了转变，无论

是主张“市场为主”的新自由主义还是主张“政府为主”

的威权主义（福特主义），都不约而同地逐步弱化政府行政

管理，更多地提供社区服务。集中表现在旧房修缮和物业

管理方面。

因此，政策要点如下。第一，随着大规模住房建设接近

尾声，对旧房修缮和改造可能是下一步住房发展的重点。旧

房修缮和改造的技术性指标和规范性文本目前尚在起步阶段，

应抓紧制定。第二，物业管理方式向多样化转变，可以考虑

借鉴美国的外包式专业化物业管理模式，也可以借鉴新加坡

物业管理法制化程度较高的先进经验，财务核算上还可以借

鉴香港的“酬金制”，全面提高物业管理的水平和服务能力。

6  研究展望

发达国家住房发展与规划过程中有三个方面的考虑：第

一，也是最核心的内容是住房发展的主导力是政府还是市场，

这直接决定了住房供应的内容、公共住房的补贴模式和相关

政策；第二是住房政策的任务和使命，在住房发展的不同阶

段，任务和使命不尽相同，体现出来的住房发展特点也有所

差异；第三，住房环境、社区融合与和谐发展越来越受到各

国（城市）的重视，体现了住房发展“硬件”与“软件”结

合与平衡式协调的必要性。

考虑到上海目前住房发展所处的阶段，住房发展模式、

住房政策和倾向性都必须借鉴先进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和教

训，循序渐进、平稳为主。针对上海住房发展过程中的特点

与经验，下一步相关政策的制定应遵循上述三个方面的考量，

以“双轨制”为核心，继续深化市场在住房资源调节中的作

用，并将住房环境、社区融合与和谐发展纳入公共住房政策

的主要方面，走出既符合中国社会主义特色要求，又具有上

海地方特点的住房发展道路。

注：文中图片均为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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