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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我国住房的核心矛盾已经从供需不足转为供需不匹配，相

应的制度亟待改革。本文参考经历过类似转变时期的日本，从完善法

律体系、供给体系及规划实施体系三方面入手进行考察，探讨做什么、

谁去做以及怎样做三个问题。首先，相对于管理，日本住房体制更关

注保障居住权利，并通过法律法规明确各方责任，形成权力制约。其次，

政府并不直接提供住房，而是鼓励多方合作，从刚性“管制”转为弹

性“引导”。最后，通过完善的统计系统和监督体制、相对独立的住房

规划体系、切实可行的居住质量和居住面积等指标体系来确保有效提

供住房。日本所有的住房政策都明确地指向一个目标：解决不同人群

的多元居住需求，并通过细致严谨的规划管理体系保障实施，这对于

我国从居住需求角度出发改革住房制度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Abstract: Currently the main contradiction within China’s housing system 
is that the demand is not matched by supply, rather than housing supply 
shortage in the past，thus the system needs reform. This article takes Japanese 
housing system as a reference, presents the experience through three aspects: 
legal system, supplying system，as well as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system，investigates what-to-do, who-does-it and how-to-do. First of all，
Japanese housing system pays more attention to protect the right rather than 
the management to housing, distinguishes the responsibility and constrains 
the power by law. Secondly，the government does not focus on direct housing 
supply，but encourages multi-cooperation, adopts flexible guidance instead of 
the original rigid control. Finally, it ensures effective housing supply through 
comprehensive statistics and supervision system, independent housing 
planning, and implementable indicator system. The whole Japanese housing 
system closely follow the diversity demands of the people，and practices 
with the preciese planning system. It is a good reference for China on how to 
reform the housing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ousing de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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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经历近 40 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进入新阶段——人力资本代替自然资源和投资成为最重

要的竞争力，城镇需要通过提升生活质量来吸引人才，进一

步发挥其集聚效应。而住房作为生活必需品，是提升人民生

活质量的关键一环。

我国住房供给的核心矛盾已经从供需不足转为供需不匹

配。虽然在数量上，2015 年我国住房总量已经超过人均一套，

但住房供应与各层次人群需求严重不匹配。住房体制不健全，

住房政策不稳定，缺乏法律保障和管理监督机制，缺乏规划

和管理，公共住房保障不到位，造成住房过度市场化、房价

高企、低收入阶层甚至中等收入阶层都很难取得具有一定居

住品质的住房。地域差异和住房质量差异巨大，居住水平间

接影响了城市的发展。

日本 1970 年代的住房状况与中国类似——总量满足需

求，但是地域和个体居住环境差异较大。考察日本住房制度

和规划管理体系的变迁，对于我国从居住需求角度出发改革

住房制度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受到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传统社会构成的影响，日本倾

向于将住房问题归结为个人责任；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日

本住宅的社会支出额从绝对值和一般预算占比来看都较低
[1]，导致其住房政策无法走欧美福利国家的路线。经历短暂

的“政府包办”时期后，日本从切实的居住需求出发，摸索

出国家引导、市场主导、个人和地方团体共同合作的住房政

策体制，通过建立完善的规划管理体系，逐步改善了住房

状况。

1  住房法律体系的变迁 ：对居住需求的不断反思

在长期的发展中，日本建立了系统、高效、可动态调整

的住房法律体系，确保住房政策的合法性和针对性。其制度

变迁可以从相关法律及政策的制定和修改中清晰地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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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根据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形势和居住需求，制定住

房政策的主要目的从维护社会经济稳定，到承认“居住权”

作为国民基本需求，解决快速城市化、提升住房供给效率，

最终转为提升居住品质。

规定权责的《宪法》《住宅建设计划法》和《居住生活

基本法》（下称《基本法》）是住房政策的基石，代表了日本

住宅政策演进的三个阶段，也揭示了日本对于住房作为居住

需求的认识变化。

1.1  二战后—1960 年代 ：政府主导，迅速提升数量
19世纪末的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受到西方自由主义影响，

对住房市场采取消极干预手段，其主要目的是维持社会稳定，

充分保障私有权益，解决国民安全和卫生条件等紧急问题。

在法规制定上，通过限制所有权和契约自由的方式来消极应

对住房问题，包括限制住宅买卖和房租管制等。由于没有考

虑不同居住者的需求和支付能力差异，供需矛盾难以解决。

战后立宪民主制建立，政府开始将居住需求作为生活基

本需求之一，进行积极的干预和调控。1947年的日本《宪法》

明确了国民“享有健康而文明的最低限度生活”的权利：国

家要保障公民基本需求，担负“在生活的一切方面提高和增

进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以及公共卫生”的责任。相应出台的

《生活保护法》建立了住宅扶助和公营住宅等的提供以低收

入群众为目标的住房保障制度。

国家积极参与住宅的供给，1950 年代制定的《住房金

融公库法》《公营住房法》和《住房公团法》成为当时日本

住房政策的支柱。国家作为主体，为低收入者直接提供类似

廉租房的公营住宅，为私人建房提供财政支援，不断刺激住

房供给。

1.2  1970 年代—20 世纪末 ：注重地域发展差异，提升

品质
经历了 20 年的快速增长，日本在 1970 年代进入后工

业化时期，城市化率已经超过 70%，城市化进程基本完成，

1973 年基本实现了“户均一套”的住房目标，住宅总量达

到饱和。但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手段，住房建设质量较低。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提供住房的政策从重视数量转为重视质

量，将中等收入群体住房需求纳入考虑，政策从单纯扩大供

给住宅数量，扩展到重视不同地域的需求差异，提升相关居

住生活环境质量的范畴。

1960 年代，日本通过《住宅地区改良法》和《新住宅

市街地开发法》对住房建设和更新进行规范。1966 年的《住

宅建设计划法》提出“通过制定住宅建设相关的综合规划，

并确保适当实施，实现增进国民生活安定和增进社会福利”，

将住宅规划作为保障居住的基础，同时确保所提供住宅的质

和量。在管理方面对地方放权，由地方政府通过综合规划推

进住宅建设。

政府还开始关注特定地域和人群的需求：针对大都市以

表 1  日本住宅相关法律年表

年份 基本规则 公共住房供给 提升住房品质

1919 《公益住宅通知》 — —

1921 《住宅合作社法》 — —

1927 — — 《不良住宅地区改良法》

1939 — 《地租管制令》 —

1941 《住宅营团法》 — —

1945 — 《住宅紧急措置令》 —

1946 — 《灾区城市借地借家处理法》 —

1947 《宪法》

1950 《住宅金融公库法》 — —

1951 《公营住宅法》 — —

1955 《住宅公团法》 — —

1960 — — 《住宅地区改良法》

1963 — — 《新住宅市街地开发法》

1965 — 《地方住宅供给公社法》 —

1966 《住房建设计划法》

1971
《劳动者财产形

成促进法》

— —

1975

《促进提供大都市

地域住宅及住宅

用地特别措施法》

— —

1981 — 《住宅和都市公团法》 —

1993
— 促进提供特定优良租赁住宅

的相关法律

—

1998
— — 优良田园住宅建设促

进法律

1999
确保促进住宅品

质的法律

— —

2001
— — 确保高龄者居住安全

和稳定的法律

2005

— 《按地域多元需求配置公共租

赁住房的特别措施法》；

《独立行政法人住宅金融支援

机构法》

—

2006 《基本法》

2007
— 《促进提供租赁住宅的法律》 确保履行特定住宅瑕

疵保险责任的法律

2008
— — 促进长期优质住宅普

及的法律

注 : 营团：经营事业的团体；公团：为推进公共事业，政府或地方公共

团体出资设立的特殊公司法人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政府法律网站 http://law.e-gov.go.jp 的相关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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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住宅需求明显放缓、大都市中心区住宅仍紧缺的地域差

异问题，出台《促进提供大都市地域住宅及住宅用地特别措

施法》；而《促进提供特定优良租赁住宅的相关法律》《长期

优良住宅普及促进法》等法律，将住宅保障范围扩展到中层

居住者，并鼓励住宅的供给向民间倾斜。

1.3  21 世纪初至今 ：满足多元需求，多方合作管理
20 世纪末，日本经历了经济过速增长后的泡沫时代，少

子化和高龄化倾向开始显著，住宅空置率上升，老旧房屋无

人居住，由于供地量减少又难以增加新住宅开发数量（图 1），
住宅的提供全面转入存量更新。

21 世纪初开始，日本政府将保障和管理公共住房需求

的职能进一步地方化，推行多元合作管理，从主动提供向引

导和提供服务的职能转化。政府致力于将原有提供公共住宅

的机构民间化、地方化，强调政府、民间社团、私人建设者

和居住者共同协力，发挥民众主动性，减少政府的过度介入

和财政负担。 

2006 年 6 月，《基本法》取代《住宅建设计划法》成为

日本住宅政策的新指南，其目标是“促进安居生活的保障和

改善”，以及“促进国民生活安定向上和增进社会福利，同

时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基本法》规定了相关机构、居

住者和服务机构的责任，确定了政府负责协调，各地方团体

和个人共同合作的机制。政府通过《促进长期优质住宅普及

的法律》等相关法律，进一步监督和保障提供优质住房，包

括创造良好居住环境、鼓励住房流通、提升购房者利益，以

及确保特殊人群需求等。

自此，在日本住房体系中地方和居民的地位更加重要，

不同地方的住宅呈现多样化趋势，各地政府也相应提出了多

样化的地方政策和住宅规划来保证当地居民的居住质量。

2  住房管理体系的变迁 ：从刚性“管制”到弹性
“引导”

住宅相关法律随着需求变化而变迁，住房供给政策也随

之改进，建立分层管理体系，完善市场机制，引入社会力量，

从政府管制转向多元共治。

日本在住房紧缺时期，国家直接保障低收入者住房，并

参与管理，之后将公共住宅的建设和管理交由都道府县负责。

《基本法》出台后，都道府县的住房福祉责任和权力被进一

步下放到中心区和市町村。从 21 世纪初开始，政府对民间

住宅的管理方式，从控制租金和产权转为以引导和鼓励为主

的市场化管理方式：制定各类优质住宅标准，鼓励民间住宅

的优化改造，从而提升居住环境。

2.1  公共住房提供方式的转变 ：扩大受众，放权地方，

增强灵活性
日本住房提供政策由政府提供公共住房转为民间共同建

设管理，政府的工作重心从提供住房转向引导房屋质量提升，

其关注对象也从低收入群体扩展到中低收入家庭。

公营住宅和公团、公社住宅是 21 世纪前日本最主要的

公共住宅类型。公营住宅是向低收入人群提供的廉租房，最

初通过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提供建设补助，日本地方公共团

体管理实施，只提供租赁，房租统一设置，不得进行买卖。

而日本住宅公团和地方供给公社则针对中低收入家庭，由国

家出资成立非营利组织，收购土地并建设，分别为都市区和

小城镇提供住房，可以租赁也可以出售。

随着住房需求变化，公共住宅将保障对象扩大到中等群

体，增加了土地来源，放宽开发管理准入限制，逐渐将建设

责任和定价权下放给地方。1966 年修改的《公营住宅法》

拓展了公营住宅的适用范围，从单纯的租借转为购买和租用

等多种利用方式，并根据入住者收入和住房区位等灵活设定

房租。1993 年颁布的《促进提供特定优良租赁住宅的相关

法律》，将对象群体扩大到中等收入群体，规定可以租用私

有土地，或将优质租赁房作为公租房使用。政府对建设费用

和租金进行部分补助，地方公共团体购买后负责租赁和管理。

1997 年内务省为推动特殊法人等合理化实施住房开发整备，

将住宅公团与地方住宅提供公社整合为住宅都市整备公团。

由于是国家直接投资和管理，缺乏约束监督机制，公共

住房应对市场的灵活性较低，成本难以控制，并且存在质量

缺陷，政府内部也有腐败隐患。同时民营住宅的迅速增长和

住房需求的下降造成公共住宅入住率的降低。此外，住房的

地域性差距凸显，在大城市公共租赁住房需求更为旺盛。以

东京为例，其 2013 年的住宅租赁率为 51.1%，而全国仅有

36.5%（图 2）。
2005 年 2 月，《按地域多元需求整备公共租赁住房的特

别措施法》和《独立行政法人住宅金融支援机构法》出台，

中央将公共住房的提供和管理完全交给地方，通过提供资金
图 1  日本住宅数量变化（1958—2008）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日本住宅及土地统计调查网（http://www.stat.go.jp/）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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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体制运转。政府从直接提供住房转向存量住房的再开发，

协调整备和规范管理；强调充分发挥民间住宅作用，通过促

进住宅更新和流通来推进提供优质住宅。整备公团成为都市

再开发机构，公营房屋也交由地方再生机构管理。

2.2  政府引导、民间共治的分层住宅管理体系
在国家层面，国土交通省（2001 年前为建设省）的住

宅局作为最高层次的住房政策协调机构，功能包括制定规划，

协调资金等。在地方层面，地方政府与城市更新机构及地方

公共团体等机构合作，共同参与落实住房供给。

国家负责较为宏观的政策和规范管理，而地方则是实施

部门较多。国家和地方战略部门的承接关系有利于各层面住

宅政策和规划的协调实施，而地方同时具有针对自身特点设

置的特殊部门，以及为进一步实施而设置的相关部门，保证

了地方“因材施教”。以东京为例，东京整备局作为核心住

房协调机构，承担都市整备的基本规划立项、土地利用规划

编制、推进住宅政策、提供都营住宅，整备中心城区、防灾

和建设行政等多项职能。与国家的住宅政策科对比，它没有

和制定全国统一政策规则的安心居住推进科及住宅生产科相

对应的科室，但是增加了更多与实施相关的部门（表 2）；与
住宅政策科对应的编制规划和政策为主的住宅政策推进部，

根据东京租赁公寓多、房产交易活跃等状况，设置了专门的

公寓科和不动产科，还增加了都营住宅经营部，专门负责都

营住宅的管理和转型；以实施和管理为主的部门除了与市街

地建筑科对应的市街地整备部，还设置与下级市町村建设对

接的整备所和建设事务部，对应不同类别和地域的住宅项目。

2.3  完善的统计系统和监督体制
确保政策执行和规划实施需要详实可靠的统计数据和监

督体系。日本政府通过多种手段获取详实的统计数据，监督

相关建设机构，同时接受民众监督。

住房调查统计是住房政策和规划制定的基础。政府采取

从全国到地区层面自上而下的五年普查数据，与各地区自下

而上根据房屋建设和交易量实时更新取得的两套数据进行对

比，确保数据的可信度 [4]。

五年普查由公众广泛参与调查和监督，设置专门的统计

委员会，其成员包括专家学者和相关公司人员，在每次统计

调查结束后立即解散。普查的内容相当细致，不仅重视分类

居住数量的硬性指标，还加入了大量关于居住品质和居住满

意度的软性指标。以东京都的 2013 年居住生活综合调查 [5]

为例，调查以家庭为单位，针对有抚养子女需求和高龄人群

的家庭有更细致的统计。调查内容涉及住宅和居住环境评价，

以及家庭满意度和改善意愿等内容。

表 2  国家和地方（东京都）住宅相关行政部门对比

国土交通省住宅局 职能 东京都整备局 职能

住宅政策科 住宅相关规划制订和调整 住宅政策推进部 住宅政策科和民间住宅科：负责住宅政策和民间住宅政策的策划，调查和

调整

安心居住推进科 高龄者等安心居住推进事业 — —

住宅生产科 确保住宅品质和性能 — —

住宅综合整备科 提供公营住宅，民间租赁住宅 住宅政策推进部 公寓科：公寓的维持管理，重建更新，耐震化等措施推进

不动产科：指导和促进房地产业交易

— — 都营住宅经营部 都营住宅项目的企划和管理，包括财产管理，住宅整备和环境建设管理

建筑指导科 制定建筑规范，管理建筑师相关事务 市街地建筑部 建筑项目审查，行政，法律指导和从业认定等

市街地

建筑科

贯彻建筑基准法规定，辅助市街地

再开发和市街地住宅综合整备

市街地整备部 市街地整备项目的实施：土地取得，建设和管理，以及指导和监督民间

开发

— — 第一和第二市街地整备所 施行东京都远近郊的土地区划整理事业，以及沿街一体化整备事业

— — 多摩新城整备事务所和多摩

建筑指导事务所

实施多摩新城事业，以及具体控制屋外广告物，开发行为，建筑许可等

行为

— — 东部和西部住宅建设事务所 市中心特别区和市町村区域的都营住宅项目建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2-3] 整理

图 2 东京各类住房比例（1988—2013）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东京都政府网站 http://www.metro.tokyo.jp/kurashi/kurashi/jutaku/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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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整备局负责确保、监督和支援相关住房开发建设团

体的运营，例如住宅政策推进部的住宅政策科对东京都住宅

供给公社负责；市街地整备部的管理科和多摩新城事业室则

分别对东京都都市构建公社和多摩新城开发中心负责。

政府通过多样化信息手段和技术管理措施保证信息的准

确和即时性，坚持做到信息公开透明，在政府网站上及时公

布政策信息，提供详实的住房交易和住房调查数据，并随时

接受民众的监督和质询。

政府长期设置东京都住宅政策审议会来监督和指导行政

机关行为，审议会采用轮换制，其组成包括各专业专家、住

宅相关社团会长及其律师、议员和区长，三者占比接近。审

议会负责对政策进行审议，对新政策进行解释，对居民通过

网页提出的重要疑问进行定期解答和调查。

3  住房规划变迁 ：针对多元需求落实住房政策

制定住房规划属于法定要求，本身是日本住房政策的一

部分，也担负着进一步指导实施的任务。

3.1  规划的变革 ：从建设计划到质量导向
二战后日本的住房规划经历了三年公营住房建设计划、

全国住房建设五年计划和五年居住生活基本计划三次变革。

规划从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向提高住房质量和满足个性化需求

发展，逐渐削弱对建设数量的硬性要求，更多地考虑细化居

住水平和居住环境标准，对质量进行控制。

最初，日本根据 1952 年《公营住宅法》的规定编制了五

期三年公营住房建设计划，其内容只包括各地建设最低生活水

平的公共住宅的数量要求。从 1966 年起，为了响应《住房建

设计划法》，开始建立相对独立的住宅规划体系，保证了政策

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并通过量化指标确保其可操作性。共制定

了八期全国住房建设五年计划 [6]，内容包含住宅建设目标及相

应的政策、保障措施，以及公共住宅建设改造数量两部分。

前两期住房建设五年计划的目标仍然着重于建设规模和

数量，从第三期开始增加细化居住水平标准，以家庭为单位，

设置强制性的最低居住标准和引导性的平均居住标准。除中

低收入家庭住宅建设外，还对老龄和行动不便的家庭、单亲

家庭特别关注。

第四期计划在居住水平标准之外增加了居住环境标准，

也分为基本标准和引导标准，引导社区居民自发更新现有住

宅环境。第五期注意到地域差异，开始着重解决大都市区居

住问题，特别增设了明显低于一般标准的针对大城市的居住

引导标准，并强调城市低效用地、空屋和木质住宅的更新。

第七期五年计划致力于形成优质住宅存量，进一步提升

了住房和居住环境标准。第八期则对住宅性能水平作了单独

规定，突出强调住宅的可持续性，包括耐用性，抗震性和节

能特性等，并且对需要紧急改造的密集住宅区执行单独标准，

同时着力指导改善住宅区环境。

日本于 2006 年开始制定五年居住生活基本计划，在承

接最后两期建设计划的基础上，更偏重于居住生活的质量，

内容结合国家中长期战略性住房发展指引和短期弹性改善目

标，将更多实施细则交由地方控制。规划强调住宅性能、环

境和居住面积指标的地域性和针对特殊人群的指引性，从而

更有效地指导地方政府根据自身情况进行居住条件和综合环

境的改善。

3.2  纵向有效传递、横向注重协调的住宅规划体系
日本住房规划呈现出明显的分权趋势，通过分层规划管

理体系实现有效的纵向传递机制，同时注意与横向的相关规

划协调。

国家层面提供宏观战略目标和策略，地方承接全国性

《居住生活基本规划》的目标和指标，并结合区域特性进行

进一步统筹规划。为确保规划更有针对性，在地方上除了总

体规划，还有针对区域重要问题的专项规划，切实保障弱势

和特殊群体及个人的住房权利。

地方规划与区市町村的城市规划衔接，对各类住宅建设

和整备提出明确要求，提供弹性化指引，将新增住宅用地、

公营住宅项目等落实到具体位置上，明确项目规模和实施策

略，形成完整的垂直实施体系。

此外，虽然独立于其他规划体系，住房规划在编制过程

中仍然注意到与其他相关规划进行协调。地方住宅规划与区

域总体规划和其他促进特定区域发展的住宅规划协调相关。

以东京为例（图 3），其核心的住宅总体规划承接全国

《居住生活基本规划》，并战略性地配合都市产业和环境构

建展望规划，以及区域总体规划和城市更新规划的目标和要

图 3  东京住房相关规划的承接和协调关系
资料来源：作者翻译自参考文献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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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针对东京都内约 1/4 的家庭居住形态公寓，制定了促进

优质公寓存量形成的 10 年计划（2016—2025 年）[7] ：完善

公寓管理机制，同时促进老旧公寓更新，提出促进相邻住宅

团地合作共建等推进措施，并提出永久性优良住宅评定标准

以及给予税收优惠。

由此，《东京住宅总体规划》与东京的都市构建展望规

划相配合，将住房规划落实到图面和建设指标上，一同指引

下级区市町村的住宅总体规划。在横向层面，区市町村的综

合规划也是基层住宅总体规划的重要指引。

为了推进规划实施，规划方案中还提供了多样的政策手

段建议，促进市民、住宅从业者和非营利团体等多样化主体

与都市机关合作构建福利、环境、人力和消费者保护等领域，

并对现有资源进行有效利用。

3.3  构建可实施的指标体系
国家层面的规划提供最低限度的指标要求，各地根据自

身住房情况，制定明确、可实施性强的量化指标体系，并及

时进行评估和调整。

核心指标分为住宅性能、居住环境质量和居住面积三

大项。住宅性能包含住宅结构等基本性能，耐震、防火、防

盗、耐久、采光、隔音、高龄者适居等居住性能，以及设施

环境、外观等外部性能。居住环境标准包含对应自然灾害和

保障生活安全的安全安心性能，绿化景观及公共空间等的优

美丰富性，考虑环境负荷的可持续性能，面向特殊人群的日

常生活支援性能。住宅性能和环境性能按照当期规划目标分

类制定。居住面积的基准指标从单身开始，根据家庭人口递

增，为市场提供多样化户型提供依据：最低使用面积为单身

25 m2，三口之家 40 m2 ；一般引导型建筑面积为单身 55 m2，

三口之家 100 m2 ；都市居住引导面积相对较小，单身 40 m2，

三口之家为 75 m2。

各地区根据国家标准进一步制定更为细致的地方标准。

将 2016 年的《全国居住生活规划》和《东京住宅总体规划》

作比较（表 3），东京规划将目标确定为实现丰富的居住生活

以及增加街区活力和改善居住环境两方面，前者的四个目标

和居住生活规划基本相同，东京指标更重视其自身特点，如

更关注亲子家庭的居住条件，以及更新区域的环境塑造；后

者和全国规划有较大不同，由于东京都本身房地产市场十分

活跃，对房地产市场指标没有做过多规定，而对都营住宅、

公寓的管理和环境改造提出了更详细的指标要求，并提出了

试点要求。

此外，为有效指导区市町村规划，《东京住宅总体规划》

中划定出最低 1 hm2 的重点供给地域，并规定了住宅供应数

量和总面积、规划要求和整备手法。

4  日本的启示 ：建立适应多元居住需求的住房规
划管理体系

日本政府在确保居民居住权的基础上，尊重市场规律，

结合政府调控和社会参与，通过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保障，由

执行力强的管理体系根据多层次的住宅规划来传达和实施政

策目标，并通过建立密切关注和反映居民需求的通道，利用

监督和评估手段来保障居民多元居住需求的实现。

4.1  建立法律保障 ：通过法律法规明确各方责任，形成

权力制约
首先通过宪法明确公民在住房领域享有的基本权利及政

府在住房供应中的基本职责，通过法律明确各层级政府和开

发商在住房开发与建设中的责任，确保整体住房供给的目标

统一，权责明晰。

在确立共同目标的基础上，保证地域政策的多元性与

差异化性。日本的住房政策充分考虑了时间和空间变化带

来的差异性。在时间上，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提升，政策

重点从消极解决安全和卫生问题，到积极介入增加住房数

量，再到引导改善居住环境，特别关注高龄和亲子家庭，

具有明显的阶段特征。在空间上，住房政策针对需求供给

矛盾最为突出、关系最为复杂的大都市区域制定了多项特

殊政策。注意平衡保障公民的住房财产权和社会公平的要

求，提升住房品质和生活环境品质，创造多样性的居住社区，

考虑不同收入和文化等级居民的购买力、就业分布和公共

服务需求，确保城市的流动性和活力。保障老年人、亲子

家庭等弱势人群的需求，提供优惠措施，保障最低安定生

活所需住房。

4.2  供给从量到质 ：加强管理而非直接供给，适应多元

居住需求
在住房供给方面，日本逐渐将住房需求从单纯的数量供

应，拓展到居住质量的提升，包括住房内部质量，也包括住

房外在空间和业态分布上的生活便利性，以及价格的可承担

性等，将中低收入人群、特殊群体都纳入考虑，同时注重改

善公共租赁住房和私有建筑的质量。

日本的经验表明，政府直接出资或补贴的力量有限，国

家普惠式的住房政策难以持续性实施。可实施的住房政策需

要加强市场的主导地位，并借助社会多元合作的力量。住房

的提供从直接提供保障性住房转向引导和规范市场供给：确

立市场导向，政府功能从管制向引导和管理转化。在管理方

面，日本政府部分放权，让地方政府和社会力量针对地域发

展差异，灵活制定适合当地的住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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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推进公共住房市场化运作的同时，注重强化政府

对居住环境等标准的控制和监督，通过加强运营管理和质量

监督来保障所提供住房的质量，通过建立高效反馈系统等措

施，听取多方意见，确保多元居住需求的整体改善。

4.3  完善住房规划和实施体系
日本的住房规划是一个相对完整独立的体系，各层次之

间具有良好的传导性，同时又注重与相关规划和政策的协调。

规划注重现有存量更新，在保障住房数量和质量的同时，考

虑改善居住环境，尤其是改善居住周边的公共服务设施，关

注所有的居住者，包括租房者的利益，把保持住宅街区活力，

促进就业纳入住宅政策之中，全面提升居住品质。

住房规划制定了明确的量化指标以指导实施，同时指标

又有足够的弹性，以确保各地区根据自身情况进行细化和调

整。国家层面的规划提供最低限度的指标要求，包括住宅性

能，居住环境性能，以及最低居住面积和引导居住面积等，

表 3  2016年全国《居住生活基本规划》和《东京住宅总体规划》的指标对比

国家指标（无注明时指标为 2014—2025） 东京指标（无注明时指标为 2016—2025）

实现丰富的居住生活

（1）为有结婚生子意愿的年轻家庭提供安心的居住环境

亲子家庭引导居住面积标准达成率 42%→ 50%

大都市圈 37%→ 50%

（1）提供适合养育子女的居住环境

被认定亲子支援住宅的户数 263 户→ 1 万户

向亲子家庭提供公共住宅数量 22 000 套

整理都营和公社住宅作为福利区域，超过 30 hm2

公社住宅中出租店铺等生活设施的招募数量 20 件

（2）高龄者能独自安心居住的环境

面向高龄者住宅比例  2.1%→ 4%

有高龄者生活支援设施和服务的住宅比例 77%→ 90%

高龄者居住住宅的无障碍化率（两个以上的扶手和室内无高差） 41%→ 75%

城市更新机构团地（大都市圈为 1 000 户以上的 200 个团地）的医疗服务基地化 0→ 150

改建的 100 户以上的公共租赁住宅团地，设置高龄者、残障者和抚养子女家庭支援设施

比率达到 9 成以上

（2）为高龄者提供安定的居所

高龄者居住住宅的无障碍化率 42.9%→ 80%

共同住宅的公用部门的无障碍化率 21.4%→ 30%

配备有护理功能的高龄者租赁住房的数量 17 538 套→ 28 000 套

（3）确保居民安定居住

未达最低居住面积标准率 4.2%→ 0

（3）确保居民安定居住

公营住宅空置出租，重建和新建套数 138 000 套

消除未达到最低居住水平的住宅 8%（2013）→ 0

（4）建立住宅循环更新系统

现有住宅流通规模 4 兆日元→ 8 兆日元

新住宅中认定为长期优良住宅的比率 11.3%→ 20%

流通二手房住宅中有瑕疵保险的比例 5%→ 20%

（4）优质安心的市场环境

新建住宅中认定长期优质住宅率

4.6%→超过 20%

每年重新装修的套数 15 万套→ 26 万套

流通二手房中有瑕疵住房保险的比例 8.5%→ 20%

增加街区活力和改善居住环境

（5）形成安全优质的住房存量 900 万户

未满足 1982 年新耐震标准的住宅 18%→ 0

节能住宅比率 6%→ 20%

公寓重建更新数 250 件→ 500 件

有 25 年以上长期修缮保证的公寓管理组合数比例 46%→ 70% 

（5）形成安全优质的住房存量

重建公寓 120→ 240 套

公寓再生制度试点地区 6 个

有 25 年以上长期修缮保证的公寓管理组合数比例 32%（2011）→ 70%

（6）能够为推动经济做贡献的住宅生活产业成长

更新住宅的市场规模 7 兆日元→ 12 兆日元

—

（7）空置住宅活用

制定空宅对策计划的区市町村比率 0→ 8 成

租赁和出售以外用途的空宅数目 318 万户→ 400 万户左右

（6）都市构建一体化团地再生

都营住宅用地的民间活用事业实施数 10 处

（8）维持和提高住宅区域魅力 

地震时有显著风险的密集区面积 约 4 450 hm2 → 0

基于景观计划更新的区市町村团体数 458 团体→约 700 团体

市区干线道路无地上电线杆率 16%→ 20%

对居民实施洪水、泥石流等灾害训练的区市町村比率达到 100%

（7）灾害时期可继续安全居住

住宅耐震化率 83.8%→ 100%

整备地域中不可燃（防火）领域率 61%→ 70% 以上

（8）活力可持续的中心街区

市町村中有空置房对策规划的比率 80% 以上

都营住宅公用照明 LED 化达到 100%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 2016 年日本全国《居住生活基本规划》和《东京住宅总体规划》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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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根据自身住房情况，深化指标体系，落实到区市町村级

别的具体空间上，并及时进行评估和调整，以保障住房规划

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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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站这些城市公用设施称之为“集体的梦想之屋”。

本雅明说：“凯洛瓦在《巴黎，现代神话》一文中讲道：

‘巴黎的一个主要特征是连续出现了系列的新作品，巴黎在

那些作品中总是那本书的主角，公众喜欢以这种方式看巴黎。

在这些情况下，每个读者不可能不产生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

观念（甚至现在这一点都是很明显的），他所了解的巴黎并

不是唯一的巴黎，甚至也不是真实的巴黎，巴黎不过是一个

舞台，虽然灯火辉煌，但非常正常——舞台乐队挥之不去的

一道风景，而且，掩盖了另一个巴黎，真正的巴黎，一个夜

间出没的、幽灵般的、很难觉察到的那个巴黎。’”

谈到日常生活环境。本雅明说：“巴黎创造了这样一类

闲逛的人。毋庸赘言，巴黎的闲逛的人不是罗马的闲逛的

人。什么道理？罗马的大路上就不做梦了？巴黎充斥着庙宇

圣殿，封闭起来的广场，国家的忠烈祠，加上每一颗鹅卵石、

每一个店铺的招牌，每一个台阶和每一个大门，这样的巴黎

难道不能让路人做梦？意大利的民族特征可能也在很大程度

上与巴黎相同。因为巴黎的闲逛的人不是外国人，闲逛的人

是巴黎人，他们在他们自己的城市里闲逛，他们把巴黎变成

了闲逛的人的天堂——霍夫曼斯塔尔曾经说过的那种‘纯生

活建造的景观’。事实上，巴黎的景观让巴黎成了闲逛的人

的巴黎。或者，更准确地讲，巴黎这个城市为了闲逛的人而

分裂成辩证的两极。巴黎作为景观，向闲逛的人敞开，巴黎

甚至作为一个房间，把闲逛的人围合在其中。”

涉及街区面貌时，本雅明认为，“最值得推荐的著作之

一是《巴黎第十三区》，这本书风格独特。它把第十三区拟

（上接 128 页）

人化了。例如：书中说，‘只有到了第十三区能够提供给这

个男人不感兴趣的爱时，才可以说第十三区全身心地把自己

投入了这个男人的爱中。’这种拟人化的陈述在这本书中很

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