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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上海是中国大陆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住房的市场发育程度最高，住房保障政策体系也是最早成型的。然而

受制于中国式土地财政的影响，上海的住房市场高度垄断。住房市场价格极高化，住房保障覆盖面极低化，是上海住房市

场的基本特征。以夹心层为代表的上海中低收入消费群体是上海住房困难的主体。理论上，中国式土地财政与住房保障

是对立的，中国式土地财政越发达，住房保障覆盖面越低，住房困难越严重。习近平同志的“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

的”思想，要求我们将住房保障工作落到实处。上海必须坚决实现土地财政的转型，缓解以致最终解决上海的住房困难，

为中国全面实现小康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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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志关于“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思想[1]，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大陆城镇住房发

展和住房保障政策制定与完善的指南。上海作为中国大陆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住房的市场发育程度是最

高的，住房政策体系也是最早成型的。认真领会习近平同志关于“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讲话精

神[1]，努力寻找和完善上海住房发展特别是住房保障政策的不足，不仅是上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内

容，也是上海继续做好改革开放排头兵、改革开放试验田的基本保证。

一、上海住房市场的发展成就与发展特征

（一）上海住房市场的发展成就

1978年改革开放特别是1998年全面推开城镇住房体制改革以来，上海住房市场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

主要反映在：

1. 上海年度住宅投资规模从小到大，已经稳定在非常可观的水平上。2008年，上海完成住宅投资仅仅

875亿元[2]；2013年，上海完成住宅投资1616亿元，五年增长85%①；2017年，上海完成住宅投资2152亿元，四

年增长33%。未来几年，上海年度住宅投资规模预期都将处于目前稳健的增长状态。

2. 上海住房市场规模迅速扩大。2008年，上海住宅施工面积7089.75万平方米，住宅竣工面积1801.45
万平方米，住宅销售金额 1629亿元；2013年，上海住宅施工面积 8125.74万平方米，住宅竣工面积减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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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7.41万平方米，住宅销售金额反而增加了一倍到3264.03亿元；2017年，上海住宅施工面积8013.80万平

方米，住宅竣工面积1862.74万平方米，住宅销售金额仅仅上升到3336.09亿元。但考虑到2015年4319.93亿
元和2016年5233.29亿元的超高销售额，货紧价扬、住宅销售金额增幅远远大于住宅施工面积和住宅竣工面

积始终是上海住宅市场的主旋律。

3. 上海房地产企业由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品牌建设成为上海房地产业发展的亮点。2008年，上海

登记注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就有3898家，从业人员9.25万人，总资产1.93万亿元，所有者权益6898亿元[3]；

2016年，上海全部房地产开发企业仅剩2682家，从业人员6.36万人，总资产4.84万亿元，所有者权益1.58万
亿元。在第七届（2015-2016年度）中国房地产“广厦奖”评选中，上海还一举获得7项桂冠，分别是“绿地清

猗园0407”、“绿地新江湾名邸”、“新江湾·中凯城市之光名苑”、“中建锦绣天地”、“卢湾917”、上海浦东新区

民乐大型居住社区“汇雅苑”和“惠康苑西苑”。

4. 上海市民的居住条件持续改善。据统计，2001年底，上海市区人均居住面积仅12.1平方米，人均使用

面积16.7平方米，居民住宅成套率85.7%[4]。2008年底，上海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经达到33.4平方

米，人均居住面积16.9平方米，居民住房成套率95.2%[5]。2017年底，上海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进一步

上升到36.7平方米，居民住宅成套率97.3%[6]。从统计指标看，上海城镇居民居住质量的改善显然不仅仅体

现在居住面积的扩大上，还包括更好的空气、阳光、便利和隐私保护等。

（二）上海住房市场的发展特征

与国务院1994年发布的《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1998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

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两个文件设想有所不同，上海住房市场呈现出明显的中国特征。

1. 城镇土地全民所有或国有蜕变为政府垄断供应住宅用地的制度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004版）规定，城区土地归国家所有，国有土地有偿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1994版）规

定，城市规划区内的集体土地，只有征用为国有土地方可出让，而且土地出让的权力集中于省、自治区、直辖

市一级政府部门。这意味着，上海城镇住宅用地的供应只有一个主体——上海市一级政府部门。

2. 卖方垄断价格是上海住宅用地市场的基本特征。改革开放成为全国上下的共识说明，中国政府部门

一样具有经济人的基本属性。鉴于上海市特殊的地理和经济优势，制定垄断卖价必然是上海市城镇土地出

让收入最大化的唯一选择[7]。结果，上海市城镇住宅用地供求经常是脱节的，面粉贵过面包变成上海房地产

市场的常态，导致上海城镇住房市场价格一路飙涨。本来是满足住房刚性需求的上海中外环住房早在2016
年就实现了豪宅化[8]。

3. 巨额的土地出让收入与土地开发投资相互刺激，使得上海住房市场产生浓郁的投资和投机气氛。为

了获得更多的土地出让收入，上海市一方面加大土地开发投资，另一方面刺激住宅投资与投机需求。2008
年，上海市房地产企业土地开发投资仅仅64亿元[2]；2017年，上海市房地产企业土地开发投资3857亿元[3]，十

年增长60倍。刺激住宅投资与投机需求最典型的例子是持有阶段的房产税有名无实[9]，其他包括享受各种

政策优惠的买房资格从来只论套数不论建筑面积，房地产调控从来只涉及增量不涉及存量等。人为推动住

房增量向中高收入者集中极易使得住宅投资者与投机者绑架房地产开发商甚至绑架政府政策[10]。

4. 上海高房价背离了上海国民经济的基本面，并抑制了上海经济的应有活力。住房可以是投资和投机

的对象，但它更是生活必需品。住房只有回归市场价值和生产价格，才能确保劳动力的顺利再生产，才能确

保国民经济的稳定和健康发展。上海住房市场的垄断价格已经对上海国民经济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居

住困难引发本地人才外流和外地人才慎入就是恶果之一[11]，因为连中高收入的人才都感到居住困难，上海住

房市场环境的恶劣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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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海住房市场的政策困境

（一）“四位一体”上海住房保障体系的内在缺陷

从形式上看，上海的住房保障政策吸收了全世界的精华，堪称全世界最完美的住房保障体系。“四位一

体”的上海住房保障体系内容概括而言就是：“对城镇户籍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主要实施廉租住房制度；对

城镇户籍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主要实施共有产权保障房制度；对存在阶段性住房困难的上海青年职工

和引进人才、来沪务工人员及其他常住人口，主要实施公共租赁住房制度。同时，还结合旧城区改造，定向

供应动迁安置住房，改善拆迁区域内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住房条件”[12]。然而实践结果是，每一种住房

保障形式不是供不应求就是陷入无效供应状态。

1. 针对低收入家庭的廉租住房供给，是一项民生工程，更是一项托底维稳工程。其不断变更和放宽的

准入标准注定了它是政府量入为出的产物[13]，是一种纯粹的政策救济，因而规模是有限的，能够覆盖的家庭

数量是很少的。从世界范围看，廉租住房始终不是任何一个国家政府住房保障的主体。

2. 共有产权住房形式上虽然有个人与政府共担市场风险的意图，但因为一方面政府始终采取维持房价

只涨不跌的宏观经济政策[14]，另一方面对购买商品房不抱希望实际上已经架空了政府产权，这样共有产权住

房对中低收入消费者是有吸引力的，对政府并没有吸引力。2016年底，上海时断时续、累计供应共有产权保

障住房8.9万套，还不及北京五年规划目标25万套的一半[15]，这对于大张旗鼓号称共有产权住房走在全国前

列的上海，无疑是一种讽刺。

3. 由于政府不愿放弃住房用地的垄断供应价格，上海新建公租房一开始就陷入曲高和寡的闲置状态。

后来由于市场房价和租金翻番，上海公租房的既定租金一时低于市场租金又使得上海公租房供不应求。上

海公租房的价格从来没有考虑与消费者的支付能力挂钩。实际上，政府最初的公租房租金市场化政策是极

端错误的[16]。要想让中低收入消费者真正住得起，上海的住宅用地供应价格必须真正降下来。例如，2017
年7月，上海张江和嘉定的两块社会租赁住宅用地，作为首批试点定向拍卖，“每平方米价格分别只有5569
元和5950元，大约为周边房价的十分之一”[17]，住房市场价格和消费者支付能力之间的差距由此可见一斑。

真实有效的公租房供应基本不存在。

4. 动迁安置作为住房保障的一种形式，从来都是上海的地方特色产品。不能否认，动迁安置确实改善

了一部分人的居住条件，但这种改善是否超出了住房保障的限度，是否只是针对中低收入人群，都值得商

榷。更何况动迁安置都涉及地段的变化，而地段是城区土地价格决定的最重要因素，因此动迁安置与其说

是住房保障，不如说是等价交换，是房地产开发商进行的一种商业行为。实践中的强制动迁更给人一种巧

取豪夺的印象。因此，动迁安置如果包含住房保障成分，也完全可以分解进入廉租房、经适房和公租房三个

住房保障范畴。

（二）以“夹心层”为代表的中低收入人群住房困难加剧是上海住房市场发展与住房保障政策的痛点

上海“四位一体”住房保障体系的内在缺陷注定了共有产权房和社会租赁房，作为政府履行住房保障职

能的主力品种，面对的消费人群会成为上海住房市场发展和住房保障政策的牺牲品。面对畸高的住房市场

价格，这些消费者的支付能力明显不足，因而不能进入商品房市场满足自己的居住需求；面对有限哪怕是无

效的住房保障供给，政府的申请条件也极为苛刻，因而又不能进入住房保障体系，不能获得有限的住房保障

供给。撇开廉租房不论，上海面向中低收入消费者的住房保障申请条件，特别是有住房保障色彩的共有产

权房申请条件，并不是上海普通劳动力得以维持再生产的最起码经济条件。换句话说，如果申请材料不做

假，这些申请者是不可能在上海正常存在的。解决住房困难市场和政府两边都靠不住的中低收入消费者因

此陷入“驼背跌跟头——两头不落地”的住房困境，变成所谓的住房困难“夹心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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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住房困难“夹心层”恰恰是上海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因为上海如果不是全国经济中心城

市，也是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增长极，上海地区内外的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经济资源优化组合是上海经济活力

的源头。其中，科技的载体——中青年人才的双向流动又是最重要的。上海必须为各种中青年人才流动提

供吃穿住行等各方面的便利。房价高企，实际上增加了中青年人才进入上海以及在上海本地创业的成本，

这不仅会使外地人才望而却步，更会使本地人才外流。对中青年人才而言，智力而非金钱是他们的主要财

富，智力的流动性远不如货币，未来而非现在的现金流可观才是他们的基本特征。在这种情况下，高房价无异

是外地人才进入上海的拦路虎，本地人才留在上海的绊脚石。发展是当前上海的重中之重，上海的短期目

标、局部目标应该服从于长期目标、全局目标，少数人的利益应该服从于大多数人的利益。在住房市场上，

我们不应该仅仅重视住房保障的社会稳定功能，更应重视住房保障的社会发展功能，毕竟一个社会没有发

展，最终稳定还是维持不了的。

当然，解决“夹心层”的住房困难，不能停留在简单增加住房保障供应措施上，这是典型的“头痛医头、脚

痛医脚”，即使有效也是一时的。我们必须了解貌似完善的“四位一体”住房保障体系失效的深层次原因，了

解政府部门住房保障供应的实际动力机制。

三、上海土地财政的逻辑和模型分析

上海“四位一体”住房保障体系失效的直接原因是上海政府部门制定土地垄断价格追求土地出让收入

最大化，因此，解决上海“夹心层”的住房困难，实际上是规范上海的土地财政行为问题。

（一）土地财政的基本原理与政策选择

现代土地财政的出现与近代城镇经济的崛起有关。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城镇作为一种经济

地理集聚现象，在价值上都是独立于乡村的，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城镇各种生产要素都能实现简单再生产和

扩大再生产，因此正常情况下城镇居民并不存在普遍的居住困难。至于城乡劳动力的收入差距和劳动效率

差异，在动态上即传统农业尚未改造为现代农业时也许会有，但在静态上是不存在的。为了区分收入差异

带来的住房支付能力差异，城镇居住用地价格根据聚集效应的大小也分三六九等。城镇普通住宅与优质住

宅的差别，与其说是建筑质量的差别，不如说是土地价格的差别。在城乡接壤处，因为聚集效应消失，城乡

土地价格实际上是无缝衔接的。决定城镇土地价格的这种机制要求政府出让土地必须将价格限制在级差

地租范围内，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1998版）第三十条所指的“平均土地纯收益”。否

则，城镇土地价格就会被扭曲，城镇住房市场价格就会失衡，城镇劳动力的顺利再生产就会遭到阻碍。

（二）上海土地财政的内在冲突

上海的住房用地价格是一种垄断价格，已经无需证明[18]。需要说明的是，上海通过制定垄断价格实现土

地出让收入最大化，是以牺牲中低收入消费者的居住权益为基础的。垄断价格意味着上海土地的绝对地租

不是在波动中趋于零，而是体现为一个政策变量，由政府部门来决定。垄断价格意味着总有一部分消费者

因为支付能力的不足被排挤出住宅商品市场。这部分人的居住需求必须由政府来满足，被政府的住房保障

政策覆盖。例如新加坡，为了节约用地，也人为规定住宅用地供应的垄断高价，从而将大部分新加坡消费者

赶出了商品住宅市场；但新加坡政府认为这是节约用地必须付出的代价，因而拿出大量的财政资金建造“公

屋”，确保85%以上的新加坡市民都被置于政府提供的住房保障覆盖之下。然而由于目的不同，上海是不可

能拿出这么多的财政资金切实履行住房保障职能的。

与奢侈品消费不同，住房的消费特别是普通住宅的消费价格弹性是非常低的，这也是人们通常所讲的

住房需求刚性。但住房需求弹性低仅仅意味着，不管住房市场价格如何变化，住房市场的意愿需求量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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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变化多少的，但由于中低收入消费者始终占绝大多数，住房市场的价格提高会使住房市场的实际需求量

大幅度萎缩。因此即使不考虑住房市场的财富漏出效应，政府增加的土地出让收入也不足以弥补因为房价

上升而给中低收入消费者带来的损失。再加上土地财政带来的依赖[7]，上海住房用地供应的垄断价格会越

来越高，上海住房市场价格会越来越脱离中低收入消费者的支付能力，相应地，上海无法通过商品住房市场

满足刚性居住需求的中低收入人群规模也就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上海制定住宅用地供应垄断价格的目的

就是实现土地出让收入最大化，如果真要解决这部分中低收入消费者的住房困难，意味着当初的决定、行为

和努力不但竹篮打水一场空，甚至还要倒贴巨额的财政资金履行住房保障职能。从这个角度来讲，这部分

消费者也不可能通过政府部门的住房保障来满足刚性的居住需求，这是上海住房困难“夹心层”群体形成的

体制原因。换句话说，不改变上海土地供应部门的逐利动机，上海住宅供应用地的垄断价格就不会消失，上

海住宅市场的高价格不仅会一直维持下去，而且会进一步高涨，上海住房困难“夹心层”就会作为一种体制

现象一直存在。

四、土地财政与住房保障相互关系的国内探讨

如果说1998年中国城镇住房体制改革全面推开以来，在政策的主导下，中国学术界对土地财政与住房

保障的内在逻辑关系还难以理清的话，伴随着一轮又一轮城镇住房价格的飙涨，住房问题日益严重的残酷

现实迫使中国知识分子一次又一次矫正自己的研究立场，不仅土地财政与住房保障的内部冲突大白于天

下，直接的城镇住房保障问题研究更是因为难以解决现实问题而早早陷入低潮。

（一）土地财政与住房保障具有内在的冲突已是不争的事实

由于政府政策的需要，中国学术界不少人一度否认土地财政与房价上涨的内在逻辑，更否认土地财政

与住房保障的内部冲突。刘江（2007）很早就指出，土地财政是城镇高房价的罪魁祸首[19]。张双长、李稻葵

（2010）也认为，高房价是土地财政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可能不太愿意积极配合中央政府抑制房价的政策[20]。

周彬、杜两省（2010）进一步指出，在土地财政推动房价上涨的过程中，地方政府与社会公众的利益是对立

的，中央政府也很难采用货币手段调控房价[21]。但因为满足地方增加财力的需要，中央政府经济政策也有意

配合地方政府推进土地财政，于是中国学术界为土地财政正名的声音逐渐多了起来。如王斌、高波（2011）
认为，房价是由经济因素决定的，土地财政没有推高房价反而抑制房价上涨[22]；雷根强、钱日帆（2014）也认

为，土地财政显著促进城镇房地产开发投资，房价主要受制于适应性预期和社会经济基本面 [23]；赵燕菁

（2014）更进一步认为，土地财政是中国城市化启动的关键制度，保障房制度可以利用土地财政为劳动力的

城市化提供原始资本[24]。后来的徐占东、王雪标（2016）认为，土地财政保持一定的土地价值增速，有利于保

持消费稳定增长[25]；丁绒、叶广宇（2016）认为，加强中央集权有利于遏制地方消极对待住房保障[26]，都是在一

定程度上为土地财政遮羞。中国学术界对土地财政的否定研究始终占据主流，即使全面、根本否定的不多，

至少也是各个角度否定的。如王学龙、杨文（2012）认为，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使地方政府努力维持

高房价刺激住房投机需求[27]；王根贤（2013）认为，地方政府存在推高土地出让收入和房价的经济激励，对保

障房建设有抵触博弈[28]；钱坤、徐霞、徐慧颖（2014）认为，保障房建设与土地财政的负相关性比较显著[29]；刘

广平、陈立文（2015）认为，经济适用房的供给量负向调节着土地财政依赖与商品房价格的关系[30]；李勇刚、周

经（2016）认为，高房价部分抵消了土地财政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作用[31]；李勇辉、英成金、罗蓉（2017）认
为，土地财政削弱保障性住房的效果与土地财政发展水平呈负相关关系[32]；赵海益（2017）认为，当前城镇用

工荒源于高房价以及保障房供给短缺[33]；葛堃、卢新海（2017）认为，在限定居民收入水平和城镇化水平的条

件下，地方政府债务通过土地财政依然能显著推动房价上涨[34]；唐云峰、马春华（2017）认为，地方政府财政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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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不仅直接提升房价，而且通过土地财政固化房价棘轮效应[35]；唐云峰、吴琦琦（2018）认为，中央政府、地方

政府和房地产企业会形成经济增长联盟共同推动房价上涨[36]；马万里、刘胡浩（2018）认为，企业、城市户籍居

民、金融机构、地方政府形成了基于利益关系的并以地方政府为核心的利益铁三角和超级利益铁三角，专注

推进空间城镇化，忽视人的城镇化[37]；潘璠（2018）直接认为，实现房价稳定，必须告别土地财政[38]。

（二）住房问题日趋严重与住房保障研究进入低潮并存

由于土地财政与住房保障的内在冲突，中国城镇住房困难实际上伴随着每一次城镇住房价格飙涨都是

加剧的，只不过是每一次住房困难的加剧都因为中国经济2001年以来的持续增长消化了不少。然而2007
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速持续放缓，消化房价飙涨带来的住房困难空间已经越来越窄。特别是2015—2016年
的房价翻番，彻底击碎了中国城镇住房保障制度完善的美梦。反映在城镇住房保障研究上，就是中国学术

界高潮开始于土地财政大张旗鼓的2007年，在2010—2012年达到顶点，当发现住房保障研究必须服从和服

务于从根本上存在冲突的土地财政时，2015—2016年在中国城镇住房问题最严重时中国城镇住房保障研究

跌入低潮[39]。其中，中国城镇住房问题的严重性始终是没人敢否认的。李辉婕（2008）测算，中国住房保障水

平平均在0.16%以下，而且保障效果不理想[40]；国家发改委课题组（2009）认为，廉租房应覆盖全国家庭总数

的5%，且每年增加40万户[41]；汤腊梅（2010）认为，中国近期有20%、远期有40%需要政府提供住房保障[42]；陈

涛、何宜庆（2011）认为，住房保障规模增加10%可抑制商品房价格4.67%的上涨幅度[43]；朱德开、徐成文（2012）
研究认为，合肥市新就业职工，50%多住房困难，30%多缺乏租房支付能力，70%多缺乏购房支付能力[44]。然而

针对严重的城镇住房问题，中国学术界很多人给出了错误的解释，也开出了明显不对症的药方。例如，王晖

（2006）早就要求明确中央、省及市县各级政府在中国住房保障制度中的责任[45]，但刘慧勇（2008）[46]、武中哲、

刘绛华（2009）[47]依然主张强化单位的住房保障责任，当然更多的人主张强化政府的住房保障责任，如贾康、

刘军民（2008）[48]、沈君彬（2009）[49]、蒋华东（2009）[50]、陈琳（2010）[51]、唐钧（2010）[52]等。针对中国住房保障的现

状，杨宏山（2014）曾经形象地指出，经适房政策是变通性执行，廉租房政策是象征性执行，公租房政策是试

验性执行，只有公积金政策上升为行政性执行[53]。在这种情况下，学不能致用，研究不能经邦济世，尽管中国

城镇住房问题日益严重，中国城镇住房保障研究走下坡路是不可避免的。

五、上海未来住房政策的选择

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不在于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简单高于资

本主义，而在于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大多数人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最终社会主

义的生产与消费比资本主义更容易实现良性循环，因此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重视分配公平与生产效率的

统一。具体到上海的住房市场。毫无疑问，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上海的住房市场规模得到了极大扩展，这

也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上海住房市场的分配结果并不如人意，对于大多数人特别是基层老百姓的基本住

房需求没有充分重视。有限的政策性住房补贴与其说是中低收入消费者的住房保障，还不如说是促进上海

经济增长的产业政策和企业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扩大住房保障覆盖面，显然是上海住房发展与住房

保障政策制定的核心内容。

扩大上海住房保障的覆盖面，理论上有两种选择：一是增加住房保障的净投入，绝对扩大住房保障的覆

盖面；二是减少住房困难人群，相对扩大住房保障的覆盖面。第一种选择是上海住房保障部门的现实选择，

它的问题在于，由于无视上海住房困难产生的原因，导致住房保障投入增加的速度赶不上住房困难人群新

增的速度，结果上海住房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体反而恶化了。第二种选择是上海住房保障部门的理想

选择，也是上海住房市场发展的必然趋势。它的缺陷是上海住房保障部门对住房市场发展模式的选择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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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力，只能使用日益有限的资金去堵日益扩大的住房保障窟窿。从这个角度说，上海住房保障已经不是某

一个政府机构的问题，而是一个上海市委市政府需要统筹安排、各部门协调推进的问题。

即使从1998年开始计算，市场化的中国城镇住房体制也已经运转20年。习近平同志依然强调“房子是

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一思想，说明中国城镇住房发展的指导纲领是有偏差的，学术界流行的很多理

论观点实际上是错误的，中国城镇住房发展特别是城镇住房保障政策已经不能满足于形式上的小修小补，

而必须在内容上动较大的手术，必须较真。管中窥豹，略见一斑。中国党和政府必须吸取苏联解体和苏共

被取缔的教训，坚决克服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 ，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推向深入。具体到上海住房市场就

是：（1）上海必须切实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精简政府机构，简化政府事权，市场能履行的职能尽可能交给市

场，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2）加强政府机构的内外约束，会计与审计并重，以财权约束事权，有多少钱办多

少事，量入为出，坚决杜绝事权倒逼财权；（3）政府行政与政策制定走向公开化、民主化，这既有利于提高政

府机构的办事效率，也有利于增强上海市民的主人翁责任感和事业心；（4）根据住房价格与支付能力的互动

机理，科学测算现阶段上海住房困难人群的实际规模与变动趋势，为上海住房发展与住房保障政策的制定

和调整提供可靠依据；（5）在上海住房市场恢复均衡前，遵循“谁获得收入、谁负责支出”的原则，将土地出让

收入优先用于满足上海住房保障的支出需要，其最大的好处是从根本上切断政府对劣质土地财政的畸形依

赖；（6）在公开化和民主化的压力下，政府将不得不追求长期利益，主动调整住房市场存量，实现住房价格的

合理回归，将政府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转变为对房产税的依赖，将土地收益限制在聚集经济允许的级差

地租范围内。这样，长期困扰上海政治和经济的住房困难问题自然迎刃而解，上海的住房问题将不是越来

越激化，而是始终控制在可以解决的范围内。

上海作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特大城市，其实是最有条件解决城镇住房问题的，当然也是最有资格成为

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和改革开放试验田的。上海应该努力抓住历史的机遇，勇于实践，大胆创新，率先走出

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小康之路来。

注 释：

① 如未特别注明，上海住宅市场发展成就绝对数据主要来自于《2009中国房地产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中国指数研究院

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版）和《2018中国房地产年鉴》（中国房地产业协会编著，企业管理出版社2018年版），相对数据

主要是依据绝对数据计算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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