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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住房保障制度的演进、形式、特征与启示
Transition, Typ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Housing System in Germany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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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Yang, Hong Xiaowei, Li Zhiran

摘要 ：德国作为住房保障政策较为成熟的高福利国家，一直在探寻与不同发展阶段需求相匹配的住房保障制度，试图通过适时调整实物配租与货
币补贴的比例关系，调控租金控制力度，实现住房保障与目标人群范围的动态适配。在二战后住房短缺时期，德国建设大量实体保障性住房，推
出住房保障政策 ；在经济平稳发展时期，德国推进住房保障市场化，加强货币补贴力度 ；在住房市场震荡后，德国重启实体保障性住房建设，扩
大货币补贴人群范围。然而，在住房保障制度调适过程中，德国也曾出现政策衍生问题，如 ：实物配租与货币补贴不均衡配置，住房保障模式单
一化发展，降低了住房保障效率 ；过度租金控制造成旧约与新约租金价格差距扩大，阻碍了保障性住房市场化流动 ；忽视潜在目标人群，出现“老
年返贫”和“贫困延迟”
，导致未来需保障人群扩大化。借鉴德国经验与教训，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改革需结合自身发展状况，推进货币补贴政策，
坚持实物配租供给 ；健全租金控制制度，提高市场配置效率 ；明确保障目标人群，扩大住房保障范围。
Abstract: As a high welfare country with mature social housing policies, Germany has been searching for social housing system to match the social needs of
different stages of development. Germany has been trying to adjust the proportion of material social housing supply and monetary subsidies of tenant and
the intensity of rent control by timely, in order to dynamically adapt the scope of social housing and its target population. In the period of housing shortage
after World War II, Germany built a host of material social housing and introduced social housing policies; in the period of st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Germany promoted the marketization of social housing and strengthened the intensity of monetary subsidy of tenant; after the shock of the housing market,
Germany restarted the construction of material social housing and expanded the scope of monetary subsidy of tenant.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of German
social housing system is also accompanied by some problems. For instance, the unbalanced allocation of material social housing and monetary subsidy of
tenant promotes the unitary development of social housing model, which reduces the efficiency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social housing policy. Excessive
rent control widens the gap in the rental price of housing rental contracts, including the extension of old housing leasing contracts and newly signed housing
leasing contracts, which hinders the market-oriented flow of social housing. The neglect of potential social housing target groups leads to the phenomenon
of “old age returning to poverty” and “poverty delay”, which increases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need social housing in the future. Learning from Germany,
the reform of China’s social housing system needs to combine with its own development situation, promotes the monetary subsidy of tenant, adheres to
the material social housing supply, improves the rent control system, enhances the efficiency of market allocation, clarifies the tenant of social housing, and
expands the scope of social ho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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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保障性住房建

housing / public housing），通过政府提供资金补贴和低息贷

设作为安居工程的主要内容，是住房困难家庭改善居住条件

款建设。建设方和产权所有者不受限制，可以为政府机构、

的重要途径。我国城镇住房保障体系主要由货币型的租房补

非营利性组织或私人开发商，但是建成的保障性住房必须按

贴，配租型的实体住房（主要包括公共租赁住房、廉租住房

政府限定的定额成本租金面向普通家庭出租一定年限。出租

等）和配售型的实体住房（主要包括共有产权住房、经济适

满年限之后，保障性住房可转为一般住宅，后续各项权益

用房等）构成。其中，经济适用房因政策原因暂停建设，廉

回归产权所有者。根据不同受补贴程度，出租年限一般为

租住房（下称廉租房）已逐渐与公共租赁住房（下称公租

30~50 年。随着供给补贴的大量发放，至 1959 年，西德保障

房）并轨运行，共有产权住房尚处在试点阶段，公租房和租

性住房在战后新建住房中的占比达到 55% [6]。1956 年，西德

房货币补贴现成为我国主要的住房保障类型。截至 2018 年

颁布第二部《住房建设法》（II. Wohnungsbaugesetz），试图采

底，公租房共覆盖全国超过 3 700 万困难群众，公租房租赁

取类似保障性住房供给补贴的方式促进私人购买住房。但由

①

补贴累计覆盖近 2 200 万困难群众 。此外，我国不同地区

于战后全民贫困，住房信贷市场尚未形成，绝大多数家庭买

也探索出人才住房、棚户区改造等特殊类型的保障性住房 [1]。

不起房，只能租住保障性住房。因此在 1950 年代，西德新

随着我国住房保障类型的不断优化，其保障成效显著，但总

建住房大部分是用于公共租赁的保障性住房，在其中居住的

体实物配租占比过高、住房市场与保障体系脱节、保障政策

人口接近总人口的 3/4[7]。
至 1960 年代初，西德住房短缺得到全面缓解，缺口减

与目标人群不匹配等问题日趋明显，亟待研究探讨。
德国是世界上首个以立法形式实现社会保障的高福利国

少至 65.8 万套，人均卧室达到 1.0 间 / 人。但因供给补贴法

家，有健全的住房保障体系，是欧洲住房保障的典范 [2]。其

案限定，保障性住房建筑面积普遍较小，1960 年西德人均住

住房保障制度建立在租售均衡的住房市场基础之上，整体租

房面积只有 19 m2/ 人 [8]。1961 年，为增强住房市场供给，西

住比例较高。2019 年，德国住房租赁人口占比 48.9%，位列

德开始推行市场化住房政策，在住房欠缺率低于 3% 的城市

欧盟成员国第二。柏林、汉堡等大城市租住比例更高，2018

和区域（被称为“白区”）放宽住房租金管制。至 1968 年，

年，柏林住房租赁家庭占比高达 82.6%，汉堡高达 76.1%

②

。

除西柏林、汉堡、慕尼黑等少数大城市，西德全面解除了住

德国通过租金控制工具，基本使整个住房市场具有保障作用，

房租金管制。由于保障性住房成本租金出租期限的逐步到期

实质扩大了住房保障覆盖面。在此基础上，以家庭可支配收

和住房租金的市场化攀升，西德住房保障开始从推动保障性

入作为主要依据，计算住房货币补贴，以便更有针对性地保

住房建设供给转向完善住房保障政策。一方面，1965 年，面

障住房困难群体。德国的住房保障制度以市场机制为主体，

向租户的住房货币补贴（Wohngeld）开始推行，保障性住房

统筹市场、国家和社会，一直在针对不同发展阶段出现的典

供应补贴逐年减少，主要针对租户的货币补贴不断增加 ；同

型问题，探寻实物配租与货币补贴的均衡、租金控制与市场

时，补贴受益对象从战后初期的全民覆盖逐步转向低收入人

配置的协调、住房保障与目标人群的匹配，这为我国住房保

群和特殊家庭。另一方面，从 1971 年开始，一系列住房租

障制度的不断改革与完善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金控制法规出台，对合同租金控制、租金增长控制、押金要

1 德国住房保障制度的演进
1.1 二战后初期 ：保障性住房大量建设与住房政策发展
1918 年，魏玛共和国首次尝试建设具有保障性功能的住

求、驱离租户限制、驱离通知时间要求、合同期限等住房租
赁核心问题有了详细明确的规定。因此，直至两德统一初期，
德国以保障性住房为主体的住房市场十分稳定，住房自有率
一直维持在 39% 左右。

房 。在二战中，德国大约有 25% 的住房被战火完全摧毁，
[3]

仅剩 40% 的住房没有损坏 [4]。二战后，西德区域的住房缺口

1.2 两德统一后 ：住房保障市场化与住房福利减负

达到 550 万套 [5]。由于住房严重短缺，德国政府通过大量建

经济进入平稳发展时期后，单一的实物配租模式在一定

设实体保障性住房的方式来快速满足民众的住房需求。1950

程度上阻碍了德国社会经济的发展。1980 年，西德人均住

年，西德颁布第一部《住房建设法》（I. Wohnungsbaugesetz），

房面积达到 30 m2/ 人，住房需求大量减少。为了抵消经济

规划在随后六年内建设保障性住房 180 万套。这些保障性住

增速放缓和失业率上升的影响，减少国家财政投入，西德开

房主要为用于公共租赁的供给补贴住房（publicly subsidized

始大力推行住房保障市场化。一方面，终止低息贷款和税收

① 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四部委共同印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发展公租房的意见》（http://www.mohurd.gov.cn/wjfb/201905/t20190517_240600.html）。
② 德国总体住房租赁人口占比详见 https://appsso.eurostat.ec.europa.eu/nui/show.do?dataset=ilc_lvho02&lang=en ；柏林、汉堡住房租赁家庭占比详见
https://www.destatis.de/EN/Themes/Society-Environment/Housing/_Graphic/_Interactive/owner-occupier-rat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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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免政策，减少住房供给补贴；另一方面，根据 1990 年《非

受市场波动，面临巨大挑战。这时，德国住房保障已基本市

（Wohngemeinnützigkeitsgesetz），国有市政住
营利性住房法》

场化，货币补贴成为主要保障形式。然而，政府住房福利财

房公司和住房合作社转归私人运营，部分保障性住房到限定

政支出总体紧缩。一方面，为缩减面向租户的货币补贴总额，

租期后即被出售。因此，至两德统一前夕，西德保障性住

政府开始实施阶梯化补助政策。至 2008 年，享受住房货币

房供给出现萎缩，存量不断减少。随后的两德统一在一定程

补贴的家庭较 2005 年减少了 17%[7]。另一方面，住房供给补

度上减缓了全德国的住房保障市场化进程。1988—1989 年，

贴大量减少，新建保障性住房占新建住房总量比例下跌至

为迅速应对东欧国家德裔人口回迁，西德推出了较过去力度

15%，保障性住房存量占住房总量比例下跌至 4.6%[14]。因此，

更大的保障性住房建设供给补贴计划，促使原西德地区新建

政府通过保障性住房的成本租金或协商租金调控市场租金

保障性住房数量在 1993 年一年内几乎翻倍

。同时，原东

水平的能力越来越弱。至 2017 年底，德国住房平均租金较

德地区大量的国有住房在两德合并时作为可供公共租赁的住

2008 年底升高 26%，部分大城市如慕尼黑的房租仅在 2012—

房并未私有化给住户，而是划归仍具国有性质的市政住房公

2017 年的五年间就增长了 33% ①。随着住房租金的攀升，虽

司或住房合作社持有，持有比例在原东德地区大部分城市超

然政府在逐步减少补贴的受益家庭数量，但用于住房福利的

过 25%，在部分大城市高达 50%，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德国保

财政支出并没有实质性减少 [7]（图 1, 图 2）。

[9]154

障性住房保有量 [10]。随后，1991—1998 年，为了应对原东
德地区居民急迫的新建住房需求，全德国重新增加住房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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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性住房也明显减少。

至 42%[12]。2001 年，随着购房补贴的大量发放，保障性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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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减少，住房保障市场化改革再次全面启动。2002 年，新
（WoFG: Wohnraumförderungsgesetz）实
的《住房供给补贴法》
施，德国联邦政府不再投资建设保障性住房，住房保障责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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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德国 2005—2019 年住房货币补贴受益家庭数量及其占比变化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德国统计局数据整理绘制，网址为 https://www-genesis.destatis.de/
genesis/online?sequenz=tabelleErgebnis&selectionname=22311-0001&language=en

放至各州，联邦层面的住房供给补贴逐步终止 ；同年，新建的
享受住房供给补贴的保障性住房不再限定成本租金，合同租
金和租金增长由地方政府和住房产权所有者根据市场租金商
定，保障性住房租金随市场波动，个人支付金额提高。2005 年，
（Hartz Reform）
德国社会保障体系进行了名为“哈尔茨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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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面改革，租户住房货币补贴发放范围紧缩，社会救助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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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收入划定货币补贴比例，不再提供无对象差别的租金全额
减免 [13]。在以上系列政策的作用下，2006 年德国各州开始全
面运行地方性住房保障政策，原国有保障性住房被大量出售，
货币补贴逐步取代保障性住房成为住房福利的主体。

1.3 2008 年后 ：住房保障市场震动与保障性住房建设
重启
2008 年，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德国住房保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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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德国 2005—2017 年住房货币补贴支出总金额和每户月均补贴
金额变化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德国统计局数据整理绘制，其中 2014 年 ：https://www.destatis.de/EN/
FactsFigures/SocietyState/SocialStatistics/SocialBeneﬁts/HousingAllowance/Current.html ；2015
年 ：https://www.destatis.de/DE/PresseService/Presse/Pressemitteilungen/2016/12/PD16_452_223.
html ；2016 年 ：https://www.destatis.de/DE/PresseService/Presse/Pressemitteilungen/2017/10/
P D17_351_223. h t m l ；2017 年 ：h t t p s : / / w w w. d e s t a t i s . d e / D E / P r e s s e S e r v i c e / P r e s s e /
Pressemitteilungen/2018/09/PD18_328_223.html

① 德国住房平均租金增长数据详见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801537/average-rent-price-of-residential-property-in-germany/ ；德国部分城市住房平均租
金增长数据详见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801560/average-rent-price-of-residential-property-in-germany-by-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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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住房保障制度的整体演进过程详见图 3。

金融危机后，德国政府开始反思市场化住房保障政策，
重新评价保障性住房保有量对住房市场稳定的重要作用。然
而，2012 年，德国保障性住房为 15.39 万套，较 2002 年的

2 德国当前住房保障的基本形式

25.71 万套减少了 40% 。2015 年，欧洲难民潮席卷德国，保

2.1 实物配租

[15]

障性住房对于稳定住房市场的重要作用更显突出，但这时德
国已基本没有可以直接提供给低收入阶层的实体保障性住房。

德国的实物配租包括供给补贴住房和住房促进
（housing promotion）两种形式。其中，供给补贴住房是政

至 2015 年底，欧盟统计口径下的德国保障性住房占住房市场

府鼓励私人投资建设的提供给低收入者的住房。住房促进

的 4.2% [16]，其中包含 3% 左右因血亲等关系免租金的住房，

是基于各类住房合作社（Genossenschaften）集资建设、成

保障性住房实际占比仅为 1% 左右 [8]。因此，联邦政府再次修

本价出租的新兴住房保障形式，近些年来在柏林、慕尼黑

订住房法案，更严格地控制租金增长，如柏林市政府在原“租

等房租快速增长的城市较为流行，主要针对有一定购房能

（Mietpreisbremse）的基础上，于 2020 年出台了“冷
金刹车”

力的中低收入家庭②。

（Mietendeckel）新规，禁止市场性租赁住房五年内上
冻租金”
涨租金。同时，
国家重新启动了联邦层面的住房供给补贴政策， 2.1.1 供给补贴住房
计划在 2018—2022 年建造 150 万套享受住房供给补贴的保障
①

目前，德国 1/3 的供给补贴住房由福利机构、教堂、工

性住房 。
另外，
联邦政府还加大了住房货币补贴力度，
2020年，

会共有，其余大部分由市政和国有企业所有，少量由私人、

（Wohngeldreform）生效。该法
新的《住房货币补贴改革法》

工会或教堂独立持有 [13]。供给补贴住房主要提供给低收入

案旨在为更多家庭提供更高的货币补贴，具体体现为将原先

家庭，无家可归者、特殊人群（老人、单身母亲、残疾人

六级的租金等级（Mietenstufe）增至七级，扩大了符合补贴条

等）和关键工作者（政府雇员、教师、警察等），租金一般

件的家庭数量，使租金较高地区的家庭也能获得补贴，还为

仅为同地段同质量房屋市场租金的 50% ~60% [17]。根据《住

每个受补贴家庭增加了 30% 的货币补贴额。这是货币补贴首

房福利法》（WoBindG: Wohnungsbindungsgesetz）第 5 条和

次被动态调整，以后，货币补贴每两年都将会按照租金和消

《住房供给补贴法》第 27 条规定，申请租赁供给补贴住房

费价格的变化进行调整。

（WBS:
的申请人需持有政府福利机构颁发的“住房福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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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德国住房保障制度演进示意图

① 详见 https://www.bundesregierung.de/breg-de/aktuelles/bauen-und-wohnen-1654766。
② 我国现行的实体保障性住房政策主要包括公租房和正在试点的共有产权住房两种形式。其中，公租房是以政府为主导进行建设或收购的面向低收入
者的租赁型住房，与德国供给补贴住房较为相似。共有产权住房是政府低价配售给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按个人与政府的出资比例共享产权的住房，
在保障目标人群方面，与德国的住房促进较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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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hnberechtigungsschein）。“住房福利证”根据个人和家庭
税后净收入情况审定颁发，除《住房供给补贴法》第 9 条联

2.2 货币补贴
在德国，
当居民净收入低于全民净收入中位数的 60% 时，

邦一般标准外，各州市根据经济和居民收入差异也制定了地

可向社会救助机构申请各类住房货币补贴。其中，一类是住

。一般要求申请人无自有产权住房，并在
方性标准（表 1）

房全额补贴，被纳入社会基本保险，主要针对没有收入或

申请城市工作或居住一定年限。对于在供给补贴住房居住期

极低收入家庭，涵盖所有住房花费，即支付 100% 的住房租

间收入水平逐步提高且超过补贴标准的租赁家庭，政府一般

金 ；另一类是住房部分补贴，主要针对低收入家庭，根据家

不会强制要求其搬出，而是收取市场租金，这有助于增加居

庭人口数、家庭净收入等计算支付住房部分租金或购房补助

住的稳定性，一定程度上也实现了不同人群的“混居”[17]。

（表 2）。货币补贴作为商品性住房向保障性住房转换的媒介，

目前，德国约 14% 的供给补贴住房租金同市场水平①。

在人群覆盖方面与实物配租基本不重合，享受货币补贴的人
群能够在整个商品性住房市场中选择适宜的住房②。

2.1.2 住房促进
德国政府主要通过提供长期低息贷款、提供合理价格的

2.2.1 住房全额补贴

土地、减少税收等措施扶持住房合作社建房。德国现有各类

2005 年的哈尔茨改革将部分失业保险和住房全额补

住房合作社 2 000 多个，共有 300 多万名会员、200 多万套住

贴统一纳入社会基本保险。在失业的前 12 个月（55 岁及

。每年各类住房合作社建造住房总量约为全国新建住房

以上居民为 18 个月），居民可领取与之前工作收入相关的

总量的 1/3[17]。租户符合入会条件后只需缴纳定额会员费便

“失业救济金Ⅰ”（SGB Ⅰ），发放金额一般为失业前工

可成为会员 ；住房合作社随即组织会员参与住房项目设计，

作 净 收 入 的 70% ~80% ；在 失 业 12 个 月 之 后， 失 业 救 济

落实每个会员对住房户型和街区环境的具体需求 ；住房建成

金金额与之前工作收入脱钩，居民在符合审查条件的情况

后，会员入住定制住房，享受永久不变的低租金。各类住房

下，可以开始领取社会基本保险，即定额的“失业救济金

合作社均为集体所有制，主要区别在于会员费数额。会员费

Ⅱ”（SGB Ⅱ），发放金额各州存在差异，一般每月大约在

通常与住房的质量有关，未来当会员搬离时，会员费将如数

900~1 000 欧元之间。社会基本保险主要针对长期失业者

，住房
退还。如在柏林的白杨大道 43 号小区（Pappelallee 43）

和退休人员，长期失业者享受“失业救济金Ⅱ”，退休人员

房

[18]

2

合作社的会员费平均为 3 万欧元，房租恒定为 9 欧元 /m·月。

享受退休金（SGB XII）。社会基本保险涵盖住房全额补贴，

住房促进仅满足建设承包商对市场风险、利润的基本需求，

一般情况下，长期失业者在没有存款、汽车和房产等固定

住房建设成本明显低于市场水平，但是也存在住房规划审批

资产，成为“赤贫”时，才能获得社会基本保险资格，得

建设周期和入住等待期不确定等风险

[19]

。

到住房全额补贴。

表 1 德国获取“住房福利证”家庭的最高税后净收入表（欧元 / 年）
联邦／州／市

家庭中每增加 家庭中每增加一
一个成人
个孩子

单身

两人家庭

联邦

12 000

18 000

4 100

500

柏林

16 800

25 200

5 740

700

汉堡

12 000

18 000

4 100

1 000

斯图加特

21 600

25 200

5 740

700

波茨坦

12 000

18 000

4 100

500

石勒苏益格—荷
尔斯泰因州
北莱茵—威斯特
法伦州

14 400

21 600

5 000

600

19 350

23 310

5 360

700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 https://de.wikipedia.org/wiki/Wohnberechtigungsschein 的数据整理绘制

表 2 住房全额补贴和住房部分补贴的区别
项目
补贴目标

全额补贴

部分补贴

负担基本生活所需住

负担适宜生活所需住房花费

房花费

目标群体

无收入居民

低收入居民

支付住房花费类型

暖租

冷租

补贴金额

全额暖租

部分冷租

具体补贴限额，即最

补贴限额可根据家庭人口数分为

高补贴租金由地方政

六类，具体补贴金额由地方政府

府确定

确定

补贴限额

注：
“冷租”（Kaltmieten）是不包括水费、电费、燃气费、暖气费、网费、
电视费、垃圾处理费、物业费等“额外费用”（Nebenkosten）的净
租金 ；
“暖租”（Warmmiete）是“冷租”和“额外费用”之和。

① 详见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07676。
② 我国各地当前实施的货币补贴政策主要有两种。其一，对按市场租金租住保障性住房的租户发放租金补贴，即从原来居住在公租房、廉租房中缴纳
低租金或免租金的实物配租形式，变为租户先按市场租金缴纳公租房、廉租房的房租，再由政府将市场租金与低租金、免租金的差额补返给租户的
形式，但这种货币补贴本质上仍是另一种形式的实物配租。其二，对少部分特殊人群进行补贴，如对专业技术人员、高学历人才等发放租金补贴，
此类补贴允许受益人在整个住房租赁市场中灵活选择房源，但覆盖的人群范围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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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住房部分补贴

的基础之上，辅以租金控制，以实现住房保障和目标人群的

住房部分补贴分为租房补贴和购房补贴。目前，德国

适宜性匹配。其最突出的特征是能针对不同发展阶段面临的

极少发放购房补贴，住房部分补贴主要为租房补贴。租房

住房保障关键问题，适时调整实物配租与货币补贴的占比关

补贴金额取决于一个家庭的住房冷租租金、税后收入、人

系，并通过调控租金控制力度，辅助住房保障，最终实现住

口数和租住地的租金等级。一般情况下，租金越高，补贴

房保障与目标人群范围的动态适配。德国顺时而变、顺势而

越高 ；收入越高，补贴越低。租房补贴旨在确保家庭住房

变的住房保障制度具有较大的发展适宜性，但同时存在调整

成本负担控制在可支配收入的 15% ~30% 范围内（图 4）。补

程度较难把控、衍生问题较为突出等弊端。

贴金额不能涵盖 100% 的租金，如柏林最大覆盖比例不能超
过 50% ①。联邦政府鼓励所有符合条件的租房家庭申请租房

3.1 实物配租与货币补贴
实物配租作为住房保障“有形的手”，一般以远低于市

补贴，租房补贴由家庭收入划定，不设置具体收入和补贴定
额，以此确保一个家庭的总需求等于家庭最低可支配收入，

场租金的成本租金，保障以低收入人群为主人群的基本住房

即“家庭总需求 = 家庭总收入－税收 + 租房补贴”，其中租

需求 ；货币补贴作为住房保障“无形的手”，以顺应市场的

房补贴的最低可支付金额为 10 欧元，最高可支付金额取决

分档补贴，保障以中低收入人群为主人群的住房需求。在战

于最高租金限定。最高租金限定主要依据租金等级和家庭规

后住房严重缺失和两德统一后东欧国家德裔人口回迁时期，

模确定，在实际租金超过限定时，使用最高租金计算租房补

德国政府主要采取实物配租的方式，通过兴建保障性住房，

。2020 年《住房货币补贴改革法》出台后，租户
贴（表 3）

增加住房存量来满足居民住房基本需求。这些实体保障性住

家庭可通过住房货币补贴网站上的“住房货币补贴计算器”

房在当时的情况下，确保了住房的最低供给量 ；同时，因其

（Wohngeldrechner）来计算大概的租房补贴金额，实际发放
的金额由租住地的住房货币补贴机构来计算。“住房货币补
贴计算器”的计算方法遵循了《住房货币补贴法》（WoGG:

表 3 德国《住房货币补贴法》中按家庭规模和租金等级划分的最高
租金限定金额标准

Wohngeldgesetz）第 19 条所列公式，该公式源于 1990 年代
家庭成员数 / 人

（Rent-income-ratio）：
的“租金收入比法”

租金等级 / 欧元
Ⅰ

Ⅱ

Ⅲ

Ⅳ

Ⅵ

Ⅶ

1

338

381

426

478

525

575

633

（公式 1）

2

409

461

516

579

636

697

767

3

487

549

614

689

757

830

912

其中，W 为租房补贴金额 ；M 为住房租金 ；Y 为家庭月

4

568

641

716

803

884

968

1 065

5

649

732

818

918

1 010

1 106

1 217

77

88

99

111

121

139

153

W=1.15×(M- (a+b×M + c×Y)×Y)

均总收入 ；a、b、c 为取决于家庭人口数的定值②。

家庭中每增加一名成员，
最高租金可上升的金额

3 德国住房保障制度的特征剖析
德国住房保障制度在实物配租和货币补贴两种基本形式

资料来源：德国《住房货币补贴法》
（WoGG）附件 1（Anlage 1 zu § 12 Absatz 1），详见网址：
http://www.gesetze-im-internet.de/wogg/anlage_1.html

家庭各类型支出的占比

100%
75%
50%

17.6%

22.8%

25%
0%

19%

23.5%

24.5%

24.9%

24.9%

24.1%

食品、饮料、烟草产品

服装、鞋饰

住房、水、电、煤气、其他燃料

室内装饰、家用电器／设备

交通、通信

休闲、娱乐、文化、住宿、烹饪及其他

资料来源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519621/distribution-of-household-spending-in-germany/

① 详见 http://www.mietzuschuss.berlin.de/Voraussetzungen.html。
② 详见 http://www.gesetze-im-internet.de/wogg/anlage_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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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住房保障制度的演进、形式、特征与启示

采用成本租金，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房价大幅上涨，起到了

包括合同租金控制、租金增长控制、驱离租户限制、合同期

稳定住房市场的作用。在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后，德国政府开

限等多方面。合同租金控制确定了租赁合同中的具体加减租

始推行货币补贴，通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施保障效益更强

方式 ；租金增长控制限制了旧约租金上涨幅度上限 ；驱离租

的分档补贴，推动住房市场发展。这一举措以较低成本将整

户限制约束了房东的权力，一般情况下房东无权随意驱离租

个住房市场纳入保障性住房体系，扩大了被保障者的选择范

户 ；合同期限一般至少为一年，之后自动转为甚至租户继承

围，让被保障者能更加自由、灵活地选择住址与房屋类型 ；

人也能继续延续的无限期（BGB 第 550 条）[22]。总而言之，

同时，减小了后续行政管理费用，最大限度发挥了财政效益 [20]。

基于“租金明镜”和租赁法规的租金控制方法为租赁双方提

简言之，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德国政府试图通过调整实

供了一个可预期的租赁环境，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住房货币

物配租与货币补贴的占比关系，保障不同程度困难人群的住

补贴额度的过度波动 [23]。

房需求，平衡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益，构建具有一定韧性的保
障性住房体系

[21]

。

但是，在住房市场发展较为平稳的时期，过度的租金控
制会使住房市场的流动性降低，配置失效，最终导致住房保

但是，在住房供需矛盾缓解后，住房保障仍延续单一保

障成效降低。德国租金控制力度位列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

障模式，过度偏向实物配租或货币补贴，容易导致众多社会

员国前三名，存在一定程度的租金过度控制，旧约与新约租

问题。如单一的实物配租存在住房建设周期长、建设地点相

金差距较大，造成住房租赁市场流动受阻 [24]，租户需求与住

对局限、资金投入回报率低、不利于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等问

房契合度降低。德国当前处于住房租赁需求增多的时期，租

题；单一的货币补贴存在保障人群范围受市场波动影响较大、

金增长迅速，新约租金按照市场规律不断变化，而旧约租金

平抑市场租金能力较差等问题。德国在二战后大量建设实体

受租金增长上限的控制，通常滞后于新约租金②，故现有的

保障性住房，在住房短缺问题基本得到缓解后，单一的实物

旧约租金普遍远低于新约租金。同时，房东在长期的旧约租

配租模式造成住房市场发展的停滞。随后，德国政府又一度

金合同结束后，为弥补新旧约租金差距所产生的收益损失，

以货币补贴基本取代了实物配租，由于过度偏重货币补贴，

通常会选择大幅提高新约租金，导致新约租金持续上涨，新

实体保障性住房保有量过少，在受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难民

旧约租金差距持续拉大 [25]。以柏林为例，2017 年新约租金

潮冲击时，政府已无法通过控制保障性住房的租赁价格来平

的平均水平为 10.15 欧元 /m2，是旧约租金 6.39 欧元 /m2 的

抑市场租金，调控住房市场。最终，为稳定政府财政支出，

1.59 倍 [26]。因此，随着租赁时间的增长，同一区域内房屋

只能被动地减少住房货币补贴的受益家庭数量，而这损害了

的旧约和新约租金差距会进一步加大，加上德国租赁合同的

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福利，实质上降低了住房保障效率。

“无限期”特点，租户不会轻易放弃价格持续保持较低水平
的旧约租金住房，这极大地降低了保障性住房的市场化流动。

3.2 租金控制与市场配置

如中老年人原本居住在面积较大的住房内，在子女成年离家

在住房市场化、房价与租金快速上涨时期，加强租金控

后，本可搬入面积较小的住房，但因面积较小住房的新约租

制有利于确保住房市场的稳定。德国租金控制与租赁法规相

金一般高于原面积较大住房的旧约租金，只能放弃 ；年轻人

结合，在一定意义上使全德所有市场性租赁住房具有住房保

原本居住在面积较小的住房内，组成家庭后，在货币补贴的

障作用。租金控制以反映一个地区市场租金水平的“租金明

支持下，本可搬至面积更大的住房，但因市场配置失灵，面

镜”（Mietspiegel）①为支点，规定了正在履行过程中的住房

积较大住房不足，只能蜗居。由此，住房保障的匹配度被削

旧约租金和新租赁家庭签订的住房新约租金的价格及其加减

弱。至 2019 年，德国居住在拥挤住房中的城市人口占比为

租方式、程序和要求。租赁法规作为租金控制的辅助手段，

12.7%，并在近年呈上升态势③。

① “租金明镜”为德国现行的租金控制工具，即显示一个地方住房的平均、最高和最低租金的租金参照表。《德国民法典》（BGB: German Civil Code）
第 558c 条规定 ：
“租金明镜”是习俗上一个地方整体的比较租金，必须在一个地方的全体租户和房东或者租赁双方代表的监督下制定。一般使用前
四年的住房租赁价格中的“冷租”统计计算而成，每两年调整并向全社会发布一次。详见参考文献 [22]。
② 新约租金由租赁双方参照“租金明镜”商定，且上限只能在“租金明镜”限定金额的基础上上浮 10%；旧约租金的正常上涨受租金增长上限规定的限制，
上限通常低于“租金明镜”，同时在减租方面受“租金明镜”下降的影响较小，所以旧约租金的增减变化一般都滞后于新约租金。详见参考文献 [22]。
③ 详见欧盟统计局发布的详细数据（http://appsso.eurostat.ec.europa.eu/nui/show.do?query=BOOKMARK_DS-093636_QID_-40E79BFB_UID_-

3F171EB0&layout=TIME,C,X,0;DEG_URB,L,Y,0;UNIT,L,Z,0;GEO,L,Z,1;INDICATORS,C,Z,2;&zSelection=DS-093636GEO,DE;DS-093636UNIT,PC;DS093636INDICATORS,OBS_FLAG;&rankName1=UNIT_1_2_-1_2&rankName2=INDICATORS_1_2_-1_2&rankName3=GEO_1_2_0_1&rankName4=TIM
E_1_0_0_0&rankName5=DEG-URB_1_2_0_1&sortC=ASC_-1_FIRST&rStp=&cStp=&rDCh=&cDCh=&rDM=true&cDM=true&footnes=false&empty=fals
e&wai=false&time_mode=ROLLING&time_most_recent=true&lang=EN&cfo=%23%23%23.%23%23%23%2C%23%23%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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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住房保障与目标人群

为辅。在实物配租层面，需进一步加强实体住房建设并完善

在住房保障制度起步时期，保障性住房应重点、有效地

相关政策。其一，近年来我国保障性住房土地供应量有所提

覆盖当前最需要帮助的人。德国住房保障制度历经 70 年发

高，但与国际水平相比，总体供给比例仍较低 [28]。如北京

展，一直根据社会、经济背景变化不断调整目标人群范围，

市住宅供地约 25% 以上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 ①。但是，德

试图将保障政策与目标人群精准匹配。目标人群的界定以无

国仅住房合作社每年建造的住房促进类保障性住房数量已超

住房资产为前提，以当前可支配收入为主要评判标准，以职

全德新建住房总量的 30% [17]。与之相比，我国实物配租住房

业、身份为参考，按照可支配收入水平实行不同保障政策。

的建设量仍显不足。其二，我国大部分地区只有面向实物

如住房全额补贴主要保障可支配收入极低及以下人群，供给

配租住房的部分租金补贴，其比例也未像德国面向没有收入

补贴住房主要保障可支配收入较低人群，住房部分补贴、住

或低收入家庭的全额补贴一样达到 100%。如北京实行的公

房促进主要保障可支配收入中低人群。总之，德国在一定程

租房分档补贴，对于生活最贫困人群的租金补贴比例最高

度上已基本实现无“夹心层”的当前急需住房保障人群的全

为 95% ②。其三，保障性住房在配建过程中依旧存在一些

覆盖。

现实问题，如空间选址偏僻、建设过于集中、配套设施不完

但是，在住房保障制度发展较为成熟时期，德国以可
支配收入为主要评判标准的住房保障政策，在一定程度上
忽视了对潜在住房困难家庭的预判，造成“老年返贫”“贫

善、定价模式不合理、分配不公、建设速度难以满足实际需
要等 [29-30]。
在货币补贴层面，需正确认知其与实物配租的本质区别，

困延迟”等问题，导致未来需保障人群的扩大化。在德国，

扩大补贴范围，加强推广力度。其一，我国仍有部分地区仅

55~65 岁的群体失业率较高且较难找到新工作，该年龄段的

推行实物配租，较少涉及货币补贴。其二，部分地区虽推行

长期失业群体比其他年龄段人群更需要住房保障

[27]

。现今申

了货币补贴，但范围局限于租住保障性住房的低收入人群，

请住房货币补贴要求申请人无自有产权住房，申请住房全额

未涉及租住其他商品性住房的低收入人群。如陕西省当前的

补贴还要求长期失业者必须没有存款、汽车和房产等固定资

货币补贴仅面向公租房和廉租房的租户，这种将实体保障性

产。这些要求的本意是以有限的财政支出精准保障急需住房

住房货币化的补贴政策，本质上只能算是另一种形式的实物

却无力负担的人群，但是“赤贫”的要求实际上使无资产但

配租，并非真正意义上能够涵盖全部低收入人群的货币补贴。

较易找到新工作的年轻失业者成为住房全额补贴的主要受益

其三，部分较发达地区已实施真正意义上的货币补贴，但与

人群。这种评判标准未考虑到年龄对住房困难群体的影响，

实物配租相比，保障目标人群覆盖率仍较低。北京是国内较

无法识别潜在的真正困难人群，导致中老年失业群体“必

早开始尝试推行市场租房货币补贴的城市，但相比于 2019

须”走向赤贫，到老年时才能获得包含住房全额补贴的社会

年超过 1.2 万套的实物配租住房新增量，市场租房货币补贴

基本保险。另外，德国住房保障目标人群的识别是一个逐步

当年新增发放量仅为 5 700 户③。

缩小范围并精准匹配的过程。二战后初期，目标人群基本为

近年来，随着住房租赁市场的改革，我国以住房租赁市

全民 ；推行货币补贴后，目标人群开始逐步减少 ；实物配租

场为基础的货币补贴得到了一定发展，开始向更多地区普及，

市场化后，货币补贴同步阶梯化，目标群体更为紧缩。缩减

补贴的标准和范围较之前也有了一定提高。未来我国更应拓

后的目标人群虽与保障政策更为匹配，但在较大程度上降低

展住房保障方式，完善货币补贴政策，使货币补贴成为商品

了绝大部分实际受益人群的补贴水平，也造成被逐步从目标

性住房向保障性住房转换的媒介，实质扩大保障性住房的市

人群中排除的原受益人群的不满。

场化供给，给予被保障人群更充足灵活的租住选择。同时，

4 对中国住房保障制度的启示
4.1 推进货币补贴，强化实物配租供给
我国现行的保障性住房体系以实物配租为主、货币补贴

借鉴避免单一保障模式过度发展的德国经验，应在完善货币
补贴的基础上坚持同步推进实物配租，增加实体保障性住房
储备，夯实住房保障实体基础，提高保障性住房稳定住房市
场的作用（图 5）。

① 《北京市“十二五”时期住房保障规划》提出 ：
“本市安排住宅供地的 50% 以上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但由于规划中所提保障性住房与本文中
所指的保障性住房概念不同，还包括约半数的棚改安置房，故采用约 25% 的住宅供地数据用于文中所指的保障性住房建设供地占比。
② 2015 年 11 月 3 日发布的《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财政局关于完善公共租赁住房租金补贴政策的通知》指出 ：对于民政部门认定
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分散供养的特困人员，租金补贴比例为 95%。
③ 详见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发布的《2018 年工作总结和 2019 年主要工作》（http://zjw.beijing.gov.cn/bjjs/xxgk/ghjh/53605381/index.
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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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健全租金控制，提高市场配置效率

德国住房保障制度的演进、形式、特征与启示

促进租购均衡，扩大住房保障的潜在覆盖面。此外，应避免

我国商品性住房市场特别是商品性住房租赁市场与住房

过度控制租金所导致的住房租赁市场流动性不足、可供租赁

保障体系相对独立，难以发挥住房保障作用。现今，我国对

的住房总量减少等问题，协调租金控制与市场运作的关系，

公租房的租金标准、合同期限、准入与退出等均有明确的政

提高保障性住房的市场化配置效率（图 6）。

策法规限定，而对社会租赁住房一直缺乏法规约束和租金控
制，造成住房租赁市场发展不健全，使得须借助住房租赁市

4.3 明确目标人群，扩大住房保障范围

场发挥住房保障作用的相关政策难以推进。德国的住房保障

目前，我国住房保障政策已基本覆盖城镇中低收入群体，

政策主要作用于住房租赁市场，是促进租售均衡的重要手段。

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其一，我国住房保障准入门槛较高，且

目前，我国正在完善住房租赁市场政策，但在一些方面仍有

主要依托户籍作为人群覆盖的考量依据，这在一定程度上使

欠缺 ：一方面，关于租赁期限、租金调整、驱离租户限制、

住房保障人群范围划定存在缺漏，产生了“夹心层”[28]。以

驱离通知时间等租金控制要求，虽已在 2017 年发布的《住

广州市为例，只有拥有本地户籍的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

房租赁和销售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中初见条文，但缺

或满足“年龄在 15~35 周岁之间”“持有本地居住证三年以

乏可操作的具体规定 ；另一方面，全国各地已陆续开始在国

上”等条件的新就业无房职工、外来务工人员才有资格申请

有租赁平台上定期发布类似德国“租金明镜”的租金指导价

公租房。其二，部分地区的住房保障政策对符合准入标准的

格，但指导价格的制定因素仍缺乏科学支撑，一般只考虑电

保障人群收入和资产上限规定不明确，使得保障人群识别不

梯、区位和层数等较少方面。

够准确，住房最困难家庭难以优先得到保障。如《广州市新

未来我国可通过持续推进国有租赁平台建设，健全租金

就业无房职工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办法》和《来穗务工人员申

控制方法，增强租金指导价格的科学性，使合同租金价格有

请承租市本级公共租赁住房实施细则》中的准入要求虽条款

据可依 ；同时，围绕租金指导价格建立完整的住房租赁市场

明晰，对收入和资产却没有明确判定标准。其三，各类住房

法律体系，完善住房租赁信用评价与争端处理机制，为租赁

保障制度之间的过渡关系处理得不够细腻，难以为收入在动

双方营造稳定的租赁环境。以此，提高住房市场租赁份额，

态变化的住房困难家庭提供灵活的保障。如我国廉租房月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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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中（左）德（右）两国实物配租与货币补贴对住房市场影响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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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约为 0.8~1.2 元 /m2，而公租房月租金一般是廉租房的 3 倍

，
的国家干预。实体保障性住房从二战后的“全民化住房”

以上，两者之间存在较大的租金断层。虽然当前廉租房与公

转变成为现在的“少数幸运者住房”，变成了住房市场中的

租房已并轨，但收入超过原廉租房标准，却在公租房标准之

较少部分，往往只在住房危机的情况下体现出重要作用 [31]。

下的廉租房租户，必须离开现居廉租房，另行申请位于他处

因此，在德国住房市场中，实体保障性住房看似越来越不重

的公租房，才能继续得到住房保障。

要，但这本质上是实体保障性住房与商品性住房相融合、住

未来，应实行一套无关户籍，只与保障对象可支配收入、

房保障市场化的体现。

年龄、职业身份类型等挂钩的住房保障政策，实现需保障

“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
习总书记指出 ：

人群全覆盖。同时，应明确规定符合准入标准的住房保障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人群的收入和资产，合理划定保障人群顺序，优先保障真

盾”。因此，我国住房保障制度的完善，不能超越当前发展

正急需住房的困难家庭。另外，进一步衔接各类保障制度

阶段，须辨清“要求”与“需求”的差异，避免过度关注大

之间的过渡方式，为收入在动态变化的住房困难家庭持续

众奢望的“要求”，以满足人民最基本的“需求”为准则 ；

提供住房保障。与德国相反，我国住房保障的目标人群范

更不能直接照搬德国经验，须辨明德国住房保障制度“缺

围在逐步扩大，但也应避免陷入高福利陷阱，出现保障范

点”与“优点”产生的根本原因，规避不同情况下可能出现

围过大化（图 7）。

。
的“缺点”，借鉴可适应我国现行发展阶段的“优点”

5 结语

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建设”“解决好新市民、青年

2020 年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强调，“加快住

德国住房保障制度一直在探寻“二元体系”均衡发展，

人特别是从事基本公共服务人员等住房困难群体的住房问

但在不同发展时期呈现出“一元体系”特征。在二战后住房

题”“加快构建以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为主体的

短缺时，德国大量进行实物配租，满足了近 3/4 居民的住房

住房保障体系”。住房保障制度作为一项公共政策，是“以

需求 ；在经济平稳发展时，先后推出货币补贴与租金控制政

人民为中心”的城乡规划“初心”的具体体现。2016 年，

策，推动了住房保障市场化发展 ；在住房市场震荡后，重启

我国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超过部分发达国家水平，达到

实物配租相关政策，增强租金控制力度，提升了住房保障实

40.8 m2/ 人，这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我国住房总量已较为充足。

效。德国自推行社会市场经济以来，一直在减少住房市场中

未来，均衡发展实物配租与货币补贴，良好协调租金控制
与市场配置 [32]，适宜匹配住房保障与目标人群，促使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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