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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从 1901年颁布《住房法》以来就开始推行面向中低收入家庭的低

租金社会住房制度。经过百余年的发展，目前的发展模式是政府制定政策

框架并实施监管，住房协会（政府授权的独立非营利机构）以市场化方式

经营管理社会住房。荷兰社会住房以其所拥有的较大市场份额和较高住房

品质而著称，2015 年社会住房占全部住房的比例达到 30.3%，在欧洲是最

高的，保障对象涵盖了低收入和部分中等收入群体，具有一定的普惠性质。

荷兰社会住房的形成之初是租赁型住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只租不售，

但从 1979 年开始，为提高住房自有化水平，促进社会融合，提升社会住房

的可持续运营能力，荷兰政府允许将部分社会住房“租转售”，即将原有

租赁型社会住房出售给个人、其他住房协会或第三方。不同于英国大规模

出售社会住房的方式，荷兰采取了更为审慎的“租转售”模式，合理控制

社会住房出售的数量，并形成了严格的出售管理制度，始终保证社会住房

总量基本稳定，且能够满足低收入家庭的租住要求。

我国的公共租赁住房（含廉租住房）是面向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住

房困难家庭的租赁型保障性住房，与荷兰的社会住房有相似之处。在 2014

年面向社会征求意见的《城镇住房保障条例（征求意见稿）》中也提出

“承租人连续租赁保障性住房不少于 5 年，且符合保障性住房配售条件的，

经出租人同意，可以购买承租的保障性住房，并遵守配售保障性住房的有

关规定”。重庆市在2011年颁布的《重庆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暂行办法》（渝

府发〔2010〕61 号）中提出“承租人在租赁 5 年期满后，可选择申请购买

居住的公共租赁住房”，但由于国家相关法规政策并未正式颁布，截至目

前重庆尚未启动公共租赁住房的出售工作 [1]。河南省《关于加强公共租赁

住房管理的若干意见》（豫政办〔2015〕138 号）也提出“对政府拥有产权

的公共租赁住房，探索实行先租后售、租售并举”，但目前同样尚未有实

质性推进。但可以看出，随着住房供需矛盾的缓解，我国公共租赁住房的

出售已提上议事日程，何时启动、如何开展公共租赁住房的“租转售”成

为亟待研究的问题。荷兰社会住房社会目标优先、严格监管的“租转售”

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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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荷兰从 1970 年代末期开始推行社会住房的“租

转售”，在多年发展中，政府对用于出售的社会住房的

类型、数量进行严格监管，以保证社会住房总量基本

稳定，以及能够满足低收入家庭租住要求。本文聚焦

于荷兰社会住房“租转售”的背景与目的、出售的对

象与条件、出售方式等，并以阿姆斯特丹为例对社会

住房“租转售”的成效和风险进行了剖析，以期为我

国公共租赁住房的发展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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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荷兰社会住房出售的背景和发展历程

1.1  社会住房出售的背景和目的
1901 年，荷兰出台了《住房法》，决定通过政府主导行

为向低收入家庭提供接受公共财政补贴的社会住房。1979 年

荷兰政府开始推行社会住房出售政策，其背景和目的主要包

括以下三个方面。

（1）推进住房自有化。二战后，由于严重的住房短缺

问题，中央政府加强了对社会住房建设的财政支持，社会

住房迎来了突破性发展，占全部住房总量的比例从 1947 年

的 12% 增加到 1975 年的 34%[2]。荷兰有 112.8 万套社会住房

是在 1945—1979 年间建造的，占全部存量社会住房的一半
[3]。到 1970 年代中期，荷兰已基本完成工业化、城市化进程，

住房短缺问题已得到有效缓解，同时逐步形成了中等收入群

体居多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低收入群体比重下降，社会

住房需求有所减少。在这样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中央政府开

始调整对住房市场的干预政策，逐步削减对社会住房建设的

补贴，通过税费或贷款利息减免等政策鼓励住房自有化 ；并

通过房租管控、优先保障租房者权益、房产税等政策措施保

障住房的居住属性和市场平稳发展。而通过优惠价格等方式

出售少量社会住房，可以缩小较低的社会住房房租与较高的

市场出售房屋房价之间的差距，为人们提供更多的购房选择，

帮助中低收入家庭获得自有住房。

（2）促进社会融合。荷兰在战后为尽快解决住房短缺问

题，于 1950—1960 年代在阿姆斯特丹等大城市的郊区建成了

很多以高层建筑为主、社会住房比例较高的大型社区。但由

于区位偏远、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周边缺乏就业机会等原因，

难以吸引中等收入家庭入住，往往成为移民和本地低收入群

体聚居的区域，社会问题较为突出。在 1970 年代，如何改

善社区环境、促进混合居住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除进

行物质环境的更新改善外，社会住房的出售被普遍认为有利

于在较低收入社区中引入中产阶级购房者，是促进不同收入

阶层社会融合、营造混合社区的重要措施。

（3）增加住房协会收入。中央政府在战后加大了社会住

房建设的补贴，也使公共财政负担沉重。在 1970 年代住房

短缺问题得到缓解后，政府逐步退出对社会住房的直接建

设，同时削减并在 1995 年完全终止了对住房协会新建社会

住房的补贴，住房协会逐步走向市场化运营。由于通过租

金回收社会住房建设成本需要一个较长周期—— 一套面积 

75 m2 的社会住房需要 27 年时间的运营，才能回收成本开始

盈利 [4]——因此，出售部分社会住房能够使住房协会获得额

外的收入，确保其资金良性运营，以实现其面向低收入群体

提供低租金住房的社会责任。

1.2  社会住房出售的概况
社会住房的出售最初在 1979 年就出现了，随后在 1980 年

代开始发展起来，并采取优惠价格、与住房协会共担风险与

收益等方式，为人们提供了以较低的价格或较低的风险来购

买住房的选择。虽然社会住房的销售方式在理论上很吸引人，

但在实际操作中，其程序无论对出售者还是购买者来说都较

为复杂，同时缺乏贷款首付额度、利率等方面金融支持，因

而在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社会住房出售的推进较为缓慢。

2000 年后，荷兰住房市场面临新的挑战。在 1990 年代

末期，人们认为住房价格会不断上涨，但实际上进入 21 世

纪后，人们很快就见证了住房价格的回落。在金融危机后，

住房市场更是陷入低迷。鼓励住房自有化仍然是荷兰政府住

房政策的重点内容之一。政府进一步鼓励社会住房的出售，

放宽约束条件，并推出了配套的贷款利率优惠政策。近年来，

社会住房的销售数量稳步提升，稳定在 2 万 ~3 万套。值得

关注的一点是，荷兰社会住房的出售始终是以保证社会住房

总量基本稳定、能够满足低收入家庭租住要求为基准进行的，

社会住房的总量始终稳定在 240 万套左右，而出售社会住房

数量总体低于新增社会住房数量（含新建和收购），在总量

中所占比例仅为 1% 左右（表 1）。

根据社会住房出售平台 OpMaat 网站对 10 家分布于荷兰

各地的大中型住房协会的调查 [7]，2013 年后社会住房的出售

形势良好，比年初计划多销售了 10% 的住房。其主要原因

在于购房者认为在市场低迷的情况下，社会住房较低的价格

具有较强吸引力，同时社会住房房租的上涨也对住房销售产

生了促进作用。

表 1  1995—2014 年荷兰社会住房数量变化

类型 1995 2000 2004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新建社会住房 / 套 29 090 15 209 14 140 23 600 27 900 26 300 29 800 17 200

购买社会住房 / 套 — — — 10 300 4 800 4 200 6 700 3 500

出售社会住房 / 套 8 158 12 789 15 103 17 400 18 000 16 500 24 200 26 500

拆除社会住房 / 套 13 691 13 528 15 910 12 900 12 200 10 500 9 700 9 700

社会住房总量 / 套 2 432 000 2 439 000 2 412 000 2 407 800 2 408 600 2 412 900 2 416 800 2 402 400

出售社会住房占总量比例 / % 0.34 0.52 0.63 0.72 0.75 0.68 1.00 1.10

资料来源：1995—2004年数据源自参考文献 [5]，2010—2014年数据源自参考文献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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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会住房出售的对象和条件

荷兰社会住房可以出售给个人、其他住房协会和第三方

（既非个人又非其他住房协会的机构）。

2013 年，荷兰内政与王国关系部发布了新的《关于出售

社会住房的公告》（de MG 2013-02 Verkoopregels Corporatiewoni-

ngen），从 2013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新修订的出售社会住房的

相关规定 [8]，进一步放宽了社会住房向低收入家庭和第三方

出售的限制，明确了将社会住房出售给不同对象的具体要求。

2.1  向个人出售社会住房
住房协会可以向已居租户和其他个人出售社会住房。已

居租户及其配偶、子女、父母对现居社会住房具有优先购买

权。但从实践情况来看，已居租户中低收入家庭较多，住房

支付能力有限，实际购买社会住房的比例并不高。以 2014

年情况为例，已出售的社会住房中仅有 23% 是出售给了已

居租户，另外 77% 则出售给了其他个人。

住房协会无需预先获得政府许可就可以将社会住房出售

给个人的情况包括 ：

（1）将社会住房以不低于市场价值 90%的价格出售给个

人（无论其家庭收入高低），购买者在出售已购社会住房时

无须与住房协会分享收益（或损失）；

（2）将社会住房以介于市场价值 75%~90% 的价格出售

给家庭收入低于 38 000 欧元的个人，购买者在购买后 10 年

内（或与住房协会约定的更长时期内）出售已购社会住房时

须补足原差价，但无须与住房协会分享收益（或损失）；

（3）将社会住房以介于市场价值 75%~90% 的价格出售

给家庭收入高于 38 000 欧元的个人，购买者在购买后 10 年

内（或与住房协会约定的更长时期内）出售已购社会住房

时，须与住房协会分享收益（或损失），住房协会拥有的收

益份额是价格折扣水平的 1.5 倍但不超过总收益的 50% ；

（4）将社会住房以介于市场价值 50%~75% 的价格（出

售价格不得低于市场价值的 50%）出售给个人（无论其家庭

收入高低），购买者在购买后 10 年内（或与住房协会约定的

更长时期内）出售已购社会住房时，须与住房协会分享收益

（或损失），住房协会拥有的收益份额是价格折扣水平的 1.5

倍但不超过总收益的 50%（表 2）。

以上规定的出售行为虽然无需预先获得政府许可，但需

要在出售当年获得政府的确认，审计员将对住房协会出售社

会住房的条款进行审核。

如果住房协会要在上述情况之外出售社会住房，则需要

预先得到内政与王国关系部的许可。许可将在评估住房协会

提出的理由后发出，一般仅针对特殊个案给予许可。

2.2  向其他住房协会出售社会住房
在荷兰，在同一个城市往往有多个住房协会参与社会

住房的供应和管理，如在阿姆斯特丹共有 19 万套社会住房，

这些社会住房是由 8 个住房协会分别管理的。在 1995 年住

房协会走向市场化发展道路以来，为提高市场竞争力，增强

管理效率，荷兰住房协会出现了大规模的合并和重组浪潮，

住房协会数量不断减少而规模不断扩大。1990 年荷兰共有住

房协会 824 个，平均拥有社会住房 2 578 套；到 2014 年，荷

兰共有 363 个住房协会，平均每个住房协会管理的社会住房

数量为 6 618 套 [6]。在住房协会的合并与重组中，一些住房

协会也会向其他住房协会出售部分社会住房，以优化自身业

务，提高运营管理效率。

由于荷兰住房协会是政府授权的非营利机构，向其他住

房协会出售社会住房并不减少社会住房的总存量，因而不受

限制，住房协会无需预先获得政府批准就可以向其他住房协

会出售社会住房。

2.3  向第三方出售社会住房
第三方指既非个人又非其他住房协会的机构。住房协会

向第三方出售社会住房，需要预先向内政和王国关系部提交

申请，该部确定该出售行为与公共利益不存在冲突后将给予

出售许可。

在获得许可后，住房协会应在媒体上公开发售面向第三

方的社会住房，出售多于 5 套社会住房应在全国性的报纸或

期刊上刊登广告，出售不多于 5 套社会住房应在全国性网站

上刊登广告。在广告中需说明代售住房的地址、门牌号、说

明性照片、合理的响应时间和获得进一步信息的联系方式。

如出售给住房协会持有超过 50% 股份的机构，则无需公开

发售。

租金低于政府租金上限规定的社会住房是保障低收入家

庭居住需求的重要途径，因此对此类住房的出售有严格的附

表 2  社会住房出售价格折扣与收益分担率一览表

社会住房出售价格占市

场价值的比重 / %

社会住房出售价格的

折扣率 / %

出售已购社会住房时住房

协会所占收益比重上限 / %

85 15    22.5

80 20 30 

75 25    37.5

70 30 45 

65 35 50 

60 40 50 

55 45 50 

50 50 50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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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规定。住房协会必须在申请许可时说明出售此类住房的正

当理由，而第三方出价高于租户和该地区其他住房协会的理

由不属于正当理由范畴。住房协会在出售此类住房时，必须

首先面向社会住房的租户发售，在租户无购买意向后（回应

时间应不少于 4 周），应面向所在地区的其他住房协会发售，

在其他住房协会无购买意向后，方可向第三方发售。购得社

会住房的第三方，需要在购买时签署按社会住房要求继续以

低租金向低收入群体出租的协议。

3  社会住房的出售方式

目前，荷兰社会住房在面向个人出售时，主要有两种出

售方式供购买者选择 ：无回购保障的出售方式（指住房协会

不承诺随时回购已售社会住房的方式，约占 2/3）和有回购

保障的出售方式（指住房协会承诺随时回购已售社会住房的

方式，约占 1/3），其中又都包括以市场价格和以折扣价格出

售的不同类型。

3.1  无回购保障的出售方式
（1）市场价格出售方式。这种方式指住房协会以市场价

格或较低折扣（折扣率低于 10%）价格出售社会住房，购买

者在购买后获得完整产权，可以不受限制地在市场上进行再

次转让，无需补差价（以较低折扣购买的情况）或与住房协

会分享收益（或风险）。

（2）折扣价格出售方式（Kopen naar Wens）。这是一种

类似共有产权的出售方式，购买者在购买社会住房时可以获

得一定折扣，但在转售已购社会住房时，需要与住房协会分

享转售所得，住房协会所享份额即为价格折扣份额。

通常情况下，购房者可以选择价格折扣水平，但最高不

得超过政府许可的上限，即 50%。住房协会也可以对比例提

出限制要求，25% 的折扣是较为常见的情况。在转售已购社

会住房时，住房协会拥有优先回购权，只有在住房协会确定

不回购后，才能在市场出售。

3.2  有回购保障的出售方式
有回购保障的出售主要有三种方式 ：市场价格出售方式

（Koopcomfort）、折扣价格出售方式（Koopgarant）和租买

任选的方式（Te Woon）。

（1）市场价格出售方式。市场价格出售方式是指购买者

以市场价格向住房协会购买社会住房，在再次出售时由住房

协会同样按市场价格回购。

这种出售方式为购买者提供了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出售已

购社会住房的担保，住房协会需要在收到回购申请后 3 个月

内进行回购，尽管购房者需要自担房价变化的风险，但这种

方式提供了在需要时快速出售住房的可能性。

（2）折扣价格出售方式。折扣价格出售方式是指购买者

以低于市场价值 90% 的折扣价格购买社会住房，在再次出

售时由住房协会回购，并与住房协会分享收益（或风险）。

折扣价格出售方式的目的是使低收入家庭获得以较低价

格、较低风险购买产权住房的机会。这种方式的价格折扣率

一般由住房协会在出售时确定，有些住房协会会提供不同的

折扣率供购买者选择。折扣率一般与购买者的收入相关，低

收入家庭可以获得更低的折扣价格。

购买的条件一般包括：该套住房的用途为自住（购买者

一般为首次购房者）；同意住房协会回购和分享收益（或风

险）的条款 ；购买后需承担维修维护房屋责任以使其保持良

好状态。有些城市政府会对购买者的家庭收入提出限制，以

确保购买对象为中低收入家庭。

当购买者有意出售已购社会住房时，将由住房协会在收

到申请后在 3 个月内回购。回购的价格为当时市场估价减去

住房协会分享的收益（或损失），住房协会分享的收益率为

价格折扣率的 1.5 倍，但不超过总收益的 50%。

（3）租买任选的方式。1990 年代后期，住房协会获得政

府允许可以进行混合开发，使住房协会从单一提供社会住房

转向也可以开发用于售出的产权式住房 [9]，以促进社会融合

和增加住房协会收入。混合开发是在同一小区内建设面向低

收入群体租赁的社会住房、面向中低收入群体以折扣价格出

售的补贴型住房，以及面向中高收入群体以市场价格租赁或

出售的完全市场住房。租买任选方式一般在混合开发的新建

社会住房项目中采用。这一方式是指住房协会面向符合社会

住房申请条件的家庭提供多样化选择，申请家庭可以选择承

租社会住房或购买住房协会新建住房，其中购买住房往往还

可以选择市场价格出售方式或折扣价格出售方式，并由住房

协会承诺可随时按相应方式回购已售社会住房。

代尔夫特的 Delfts Groen 项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

项目在 2010 年 8 月推出，包括 144 套住房，其中 72 套供租住，

另外72套供购买。住宅户型多样，包括3卧室和4卧室的公寓、

5 卧室的联排住宅和不同类型的独栋住宅，面积从 75 m2 至

125 m2 不等。

该项目的特点为：

（1）供申请家庭自由选择的租赁或购买合同；

（2）申请家庭的最高收入为每年不超过 45 000 欧元；

（3）入住家庭的收入分布要求为至少 50%的家庭为低收

入家庭，至少 30% 为中低收入家庭，其余大约 20% 为较高

收入家庭（收入标准每年由政府公布）；

（4）5 间以上卧室的大户型只能提供给低收入家庭或中

低收入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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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租售结构为 50% 租赁，30% 以折扣价格出售方式

销售，20% 以市场价格出售方式销售。折扣价格方式的售价

不超过市场价格出售方式的 80%。

3.3  社会住房的出售结构
（1）按租金水平分类的存量社会住房出售结构。荷兰社

会住房采取租金分级管理的制度，按租金水平自低向高分类，

可分为低租金住房、可支付租金住房、较高租金住房和高租

金住房。2014 年，在荷兰全部存量社会住房中，这四种类型

所占比例分别为 14.8%、64.6%、16.1% 和 4.5%。

从按租金水平区分的社会住房结构来看，2014 年出售数

量最多的为可支付租金住房，总量为 8 740 套，占全部出售

存量住房的 51.5%，其次为低租金住房（比例为 17.4%）和

较高租金住房（比例为 16.9%），高租金住房比例仅为 1.4%

（表 3）。超过一半的已居租户购买的社会住房类型为可支付

住房，占全部出售的可支付住房的 31.2%。与荷兰社会住房

的总体租金水平分布相比较，各类租金水平社会住房的出售

相对较为均衡。

（2）按售价折扣水平分类的社会住房出售结构。从社会

住房出售价格的折扣水平分布来看，大部分社会住房按市场

价格出售。2014 年，出售的存量社会住房中，按市场价格和

按小于 10% 折扣率出售的占 90.7%（表 4），这些社会住房无

需与住房协会分享收益（或风险）。而以折扣率超过 30% 的

价格出售的情况主要是面向低收入群体，由于其购买能力有

限，此类住房所占比例不足 1%。

总体来看，荷兰社会住房出售以可支付租金的社会住房

作为出售主体、以市场价格出售方式为主，这反映出社会住

房“租转售”的对象主要为中等收入群体，这也是与其吸引

中产阶级购买社会住房、促进社会住房社区社会融合的初衷

相一致的。

4  阿姆斯特丹社会住房“租转售”的得与失

4.1  有效促进住房自有率的提高
由于阿姆斯特丹社会住房供需矛盾较为突出，因而社会

住房“租转售”启动较晚，1998 年才开始推行。当时阿姆斯

特丹的住房结构为自有产权住房占 14%、社会住房占 56%、

私人出租住房占 30%，住房自有率远低于同年荷兰全国 48%

的平均水平。这种情况下，阿姆斯特丹政府认为应增加产权

型住房的供给，而仅仅通过新建方式是不够的，出售社会住

房成为另一种快速增加供给的选择。因此，在提高住房自有

率的政策思路下，阿姆斯特丹市政府与住房协会签署协议，

同意住房协会出售社会住房。

社会住房的出售最初进展很缓慢，在 2000 年之前，阿

姆斯特丹住房协会每年大约售出 300 套左右的社会住房。从

2002 年开始，社会住房的销量快速上升，并在 2005 年达到

2 400 套销量的峰值。而此后部分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

社会住房销量有所下降，到 2010 年下降到 1 144 套的低点后，

又开始回升，2012 年销量恢复到 1 828 套（图 1）。

总体来说，1997—2012 年，阿姆斯特丹住房协会共出售

了 19 277 套社会住房，有效促进了住房自有率的提升，同期

阿姆斯特丹的住房自有率从 14% 提高到 31%，其中社会住

房为其贡献了 5 个百分点。

住房协会计划未来继续以市场销售的方式出售 3 万套社

会住房，以折扣价格出售方式出售 5 000 套社会住房，这意

味着阿姆斯特丹的住房自有率仍将快速提高。

4.2  增加中等收入家庭和青年群体获得可支付住房的渠道
阿姆斯特丹社会住房的购买者主要是中等收入家庭。在

开始出售社会住房之前，因为阿姆斯特丹的市场住房（包括

表 3  2014 年按租金分类的存量社会住房出售情况一览表

出售对象
低租金

住房

可支付租

金住房

较高租金

住房

高租金

住房

合住住宅

房间
合计

已居租户 390 2 080 820 590 30 3 900

其他个人 2 570 6 660 2 040 1 590 210 13 060

合计 2 950 8 740 2 860 2 180 240 16 960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6]

表 4  2014 年社会住房出售价格折扣水平分布一览表

存量社会住房出售

数量 / 套 比例 / %

市场价格 13 120 69.5

折扣率 <10% 4 010 21.2

折扣率 10%~20% 410 2.2

折扣率 20%~30% 1 220 6.5

折扣率 >30% 130 0.7

合计 18 890 100.0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6]
图 1  1998—2012 年阿姆斯特丹社会住房出售情况（单位：套）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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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住房和私人租赁住房）价格都很高，同时社会住房在政

府租金管制制度下价格很低，面向中等收入家庭的住房供给

不足。因此，为中等收入家庭提供住房成为社会住房出售的

另一个重要目标，2011 年阿姆斯特丹出售的社会住房中有

94% 由中等收入家庭购买。

从社会住房购买者的年龄结构来看，主要是青年人。

2008—2010 年间，阿姆斯特丹出售的社会住房中，65% 的

购买者是 35 岁以下，其中 26 岁以下的占到 18%（图 2），

超过社会住房承租人中的青年人的比例，也高于购买商品

住房的情况。这主要是因为租住社会住房的轮候时间较长，

而购买社会住房的价格相对低廉，对青年人具有较强吸

引力。

可以看出，社会住房出售的主要受益者是中等收入家庭

和青年群体，他们得以通过这种方式获得可支付的自有住房。

4.3  推动社会住房社区的社会融合和社区发展
社会住房“租转售”被认为是促进社会融合和建设混

合社区的重要措施之一。相关研究表明，自社会住房开始

出售以来，购买了产权的住户对房屋质量、社会服务和邻

里氛围都更为关注，因而社会住房的邻里关系、社区形象

也有所提升 [11]，可以看出出售社会住房对于社区发展具有

积极意义。

有研究者认为，社会住房的出售毫无疑问会促进社区

中产权类型的混合，但在促进收入混合方面的作用仍有待

商榷 [12]。这主要是由于用于出售的社会住房所在社区，往

往是环境较好、中等收入家庭比例相对较高的社区，已经

存在相当程度的收入混合状况。将社会住房出售给已居租

户是不会提高收入混合程度的。因而总体来说，出售社会

住房在促进混合社区发展方面具有积极作用，但其程度仍

有待进一步观察。

4.4  面临的风险挑战
首先，在社会住房出售中存在着优先出售优质住房的问

题。在阿姆斯特丹，政府要求所出售的社会住房中不能包括

法律确定的低租金住房，也不能包括已列入城市更新规划将

进行更新改造的社会住房，用于出售的社会住房要达到一定

的质量标准。此外，购买者对社会住房品质的需求也必须给

予充分尊重。总体来说，在政府要求和市场需求的双重作用

下，住房协会在社会住房的出售中是以财务逻辑驱动的，所

售出的社会住房都是品质较高、租金较高的。2012 年，荷

兰出售的存量社会住房占比不足 1%，但为住房协会财务净

收入贡献了 7.5 个百分点 [13]，为改善住房协会的可持续运营

能力作出了积极贡献。但另一方面，留下未出售的社会住房

往往质量较差，有研究者认为实际上住房协会所售出的是其

“王冠上的珠宝”[14]。

其次，伴随着社会住房的出售，存在出租社会住房数量

不足的风险。在住房协会的财务运营方面，新建社会住房、

存量住房的更新改善都主要依赖于社会住房出售所得到的收

益。在受金融危机影响下，为改善财务状况，住房协会推出

更多的社会住房用于出售。从 2008 年以来，阿姆斯特丹每

年可供申请的出租社会住房数量逐年降低（图 3），这主要

是由于经济低迷状况下新建社会住房数量的减少，但同时也

与存量社会住房的出售有很大关系。这一状况引发了对于面

向低收入群体出租的社会住房供给不足的普遍担忧。1998—

2012 年，社会住房占全部住房的比例从 56% 下降到 48%，

导致社会住房资源更加稀缺，低收入群体获得社会住房的难

度增加。在阿姆斯特丹符合社会住房申请条件的家庭，从申

请到配租成功的平均轮候时间已从 2010 年的 5~10 年延长到

2019 年的 8~12 年 [15]。

第三，社会住房的出售主要受益者为中等收入群体，低

收入群体住房权益反而受损。由于阿姆斯特丹市场住房价格

图 2  2008—2010 年阿姆斯特丹住房消费者年龄分布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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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社会住房总体上质量良好且受租金控制，因而有相当

数量的中等收入群体也居住在社会住房中。由于荷兰法律对

租户有很强的保护性，一般租赁合同都是终身制的，这也导

致社会住房缺乏退出机制，中等收入群体长期以低租金占用

大量社会住房资源的情况 [16]。随着社会住房出售政策的推出，

尽管出售价格低于市场价格，但具备足够购买支付能力的已

居租户主要为中等收入群体，特别是一些区位和住房品质较

高、住房需求旺盛的区域呈现出明显的绅士化趋势 [17]，低收

入家庭难以从中受益。另一方面，随着住房自有化的推进，

租赁住房的总体供给数量和比例降低，供需关系趋紧，不仅

社会住房更加难以获得，市场租赁住房的价格也在上涨，导

致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支付压力加大，不得不向城市外围迁移，

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选择权等权益实质受损。

5  借鉴与启示

总体来说，荷兰在社会住房“租转售”中采取了较为慎

重的态度，以确保低收入群体的住房保障为前提，并制定了

严格的出售管理制度，总体来说，荷兰在社会住房的出售中

有几个显著特点 ：

（1）荷兰是在住房短缺基本解决、社会住房供需总体平

衡、社会住房需求减少的情况下，作为推进住房自有化政策

的辅助措施，启动社会住房的“租转售”；

（2）社会住房的“租转售”以促进不同收入阶层混合居

住的社会目标为主，兼顾增加住房协会收入、保障社会住房

资金运营的经济目标 ；

（3）政府对社会住房的“租转售”采取了审慎态度，用

于出售的社会住房的类型、数量受到政府监管，出售社会住

房数量总体低于新增社会住房数量（含新建和收购），在总

量中所占比例控制在 1% 左右，以保证社会住房总量保持稳

定、能够满足低收入家庭租住要求 ；

（4）社会住房的“租转售”采取多样化方式，给购买者

提供多种选择，同时对已售社会住房的再出售给予了详细明

确的规定，确定了社会住房购买者和住房协会之间的收益分

配机制；

（5）社会住房“租转售”在提升住房自有率、促进混合

居住和社会融合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

风险，主要是优先出售优质住房，以及部分城市可能面临存

量社会住房数量不足的风险。

类似于荷兰的社会住房，我国公共租赁住房也是政府

提供的租赁型保障房。但需要指出的是，荷兰的社会住房是

面向低收入和部分中等收入群体、带有一定普惠属性的，而

在我国“以政府为主提供基本保障、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

需求”的住房供应体系中，公共租赁住房更多强调对低收入

住房困难群体基本居住权的保障。我国随着保障性安居工

程建设的推进，公共租赁住房（含廉租房）数量大幅提升，

2008—2018 年累计开工达到 1 612 万套 [18]，已基本实现户籍

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应保尽保。目前我国仍处于城镇化快速

发展的进程中，以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和新就业职工为

主体的新市民住房困难问题依然突出，而公共租赁住房是为

新市民提供过渡性居所、提供基本住房保障的重要制度安排。

在一定时期我国公共租赁住房仍面临着总量不足、社会空间

边缘化等问题 [19]，尚未达到荷兰推动社会住房出售时所具备

的社会、经济条件。对于公共租赁住房的“租转售”必须采

取慎重态度，不宜过快全面推进公共租赁住房的出售。特别

是在人口净流入、公共租赁住房需求旺盛的大城市和特大城

市，仍要保持足够的住房保障能力，根据实际需求增加公共

租赁住房供给，而不能盲目进行“租转售”，以避免出现因

公共租赁住房出售导致的城市低租金房源减少、住房保障供

给失衡的问题和可能带来的社会稳定风险。

另一方面，随着人口流动的分化，不同城市的住房供需

关系已发生明显分化，部分城市公共租赁住房供需矛盾已得

到有效缓解，甚至出现空置无人申请的情况。在这些城市，

因城施策、因地制宜、前瞻性地启动相关研究，逐步探索出

售部分公共租赁住房具有一定现实意义。在人口流出、已建

公共租赁住房已实现供需平衡， 乃至供大于求的城市开展试

点工作，探索公共租赁住房向共有产权住房转换的渠道和机

制，坚持社会目标优先，循序渐进、逐步推进、严控数量、

严格监管，打通配租型与配售型保障房之间的通道，帮助低

收入家庭获得自有住房，并提高公共租赁住房的使用效率和

资金运营效率。需要强调的是，在此过程中，必须完善相关

制度，审慎评估低收入群体的支付能力，严控公共租赁住房

的出售数量和比例，确保政府保有足够的住房保障能力，并

防止在出售过程中出现可能的寻租问题。

此外，荷兰在设定社会住房的不同出售条件和出售方式、

鼓励社会融合等方面做法和经验，对我国完善和优化共有产

权制度、推动保障性住房和普通商品住房的混合建设也具有

很强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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