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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保障房空置不仅造成资源浪费袁而且影响后续住房保障政策的科学制定遥 保障房空置是住房保障制度不完

善和政策执行偏差导致的结果袁住房保障体系衔接存在缝隙尧租售定价过高尧选址偏僻尧配套设施不完善尧公共服务水平

低等造成保障房供需错位袁空置加剧遥 基于此袁建议通过适当扩大保障范围尧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物业服务水平以解决

存量房的空置曰通过科学规划选址布局袁减少实物供给尧增加货币补贴以及加强政府绩效考核预防未来保障房的空置遥
关键词院保障性住房曰空置曰供给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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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中低收入群体的居住权袁维护社会公平

正义袁保障房建设已成为野十二五冶期间的重点民生

工程袁 财政部门预算中保障房支出达到20956.84675
万元袁淤同时各地方政府加大保障房建设资金投入袁
实现保障房建设的任务目标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的数据袁2011 年 1要12 月全

国建成 432 万套保障房曰2012 年 1要10 月建成 505
万套保障房曰2013 年 1要9 月建成 410 万套保障房曰
2014 年 1要9 月建成 480 万套保障房曰2015 年 1要9
月建成 607 万套保障房袁截至野十二五冶期末袁全国

城镇保障房覆盖率超过 20%遥 然而袁伴随着保障房

实物供给的大规模增加袁多地保障房出现空置数量

多尧空置周期长的问题遥 保障房空置不仅降低了住

房保障政策的执行效果袁 而且对保障性住房资源尧
土地资源尧财政资金造成巨大浪费袁不利于保障房

融资与后续建设袁影响住房保障政策的调整以及住

房保障体系的完善遥 因此袁充分认识保障房空置问

题的消极影响袁准确把握保障房空置产生的原因袁
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袁有助于我国住房保障野十
三五冶规划的科学制定和住房保障体系的完善遥

一尧保障房空置院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目前袁由于考核制度缺失等原因袁全国各地尚未

对保障性住房空置进行科学统一的核查与统计遥
Denise D.和 Willian C.W 认为野空置的房屋是指整

体或者部分未得到使用而等待出售或出租的建筑

物冶遥 [1]一般用空置率描述空置状况袁空置率是指在

某一时点(如报告期末等)空置房屋数量占同时点全

部房屋数量的比重袁 空置率过高将使供给方处境艰

难袁过低则会抑制需求遥因此空置率必然存在一个正

常区间袁通常称其为野自然空置率冶或野理想空置率冶袁
在住宅市场袁 空置率的规定合理区间为 4%耀5%曰
10%为警戒空置率袁超过这一警戒即为严重空置遥 [2]

由于各地信息不透明和缺乏科学统计袁 无法科学测

算保障房空置率袁 我国目前保障房的空置现状仅能

用空置数量与时间进行描述遥 2011 年海南省 32 个

市县约 14600 万套保障房空置半年以上曰2012 年广

东省 13 个市本级尧28 个县渊市尧区冤的保障房空置

11464 套曰2012 年山东省 9 个市尧40 个县的保障房

空置约 12900 套袁其中 4 个市尧22 个县 4870 套保障

房空置 6 个月以上曰2013 年河南省约 26600 套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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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空置超过一年曰2015 年浙江省 6000 多套保障房

空置超过一年袁于呈现出空置数量多尧空置周期长的

特征袁证实了我国保障房严重的空置现状遥
保障性住房空置将产生一系列消极影响遥 从短

期看袁一方面造成了资源浪费遥 住房具有体积大尧无
法迁移尧投资多尧占用地面积广的属性袁而保障房作

为准公共产品袁相对于迫切的住房需求来说袁属于

稀缺性资源袁出现严重的空置问题袁显然会对土地

资源尧财政资源尧住房资源以及其他公共基础设施

产生巨大浪费遥 另一方面导致了福利损失遥 保障房

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会随入住率的提高而逐步完

善袁保障房空置势必会导致基础设施建设的动力不

足袁不利于学校尧医院尧公交尧取暖等基础设施的布

局建设袁降低保障房社区的公共服务水平和住户的

满意度袁产生较为严重的福利损失袁继而影响后续

保障房需求者的申请意愿袁形成恶性循环遥 从长期

看袁 一方面部分目标对象的住房需求未得到释放袁
供求结构性矛盾突出遥 现有保障房准入与分配政

策袁将大量野夹心层冶尧流动人口排斥在住房保障范

围之外袁保障房空置和需求者无房可住的结构性矛

盾突出遥 另一方面不利于保障房融资与后续建设遥
未来保障房建设将不再完全依靠政府进行袁PPP尧BT
等建设模式将会增加袁社会资金势必会发挥更大作

用袁但保障房空置将会降低潜在投资方的投资积极

性袁不利于保障房的融资与后续建设袁影响野十三

五冶期间住房保障规划的制定与实施遥
二尧保障性住房空置的原因

野十二五冶期间袁我国保障房实物供给在短期内

快速增加袁保障房供需紧张的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

缓解袁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商品房价格的过快增

长袁然而保障房野井喷式冶的供给状态也间接地带来

供大于求以及空置的隐患遥 笔者认为袁保障房空置并

非是野供大于求冶的真实反映袁而是存在供需错位或

结构性矛盾遥 这是因为保障性住房属于准公共产品袁
开发建设尧准入分配主要由政府负责袁带有明显的

计划色彩袁如野十二五冶期间袁中央要求各地建设

3600 万套保障性住房袁并根据各省财力尧需求状况

对指标进行分解袁 明确了各省市的建设目标和任

务袁带有明显的计划色彩袁从理论上讲袁政府在客观

准确分析保障房需求的基础上袁所建设的保障房不应

该存在野过量冶的问题袁况且野十二五冶之前我国保障

房实物供给十分有限袁实际上是欠账的遥 事实上袁在

保障房供求失衡的野假象冶下袁城镇中还有相当一部

分弱势群体的住房需求未得到满足袁目前住房保障

制度不完善和政策执行偏差是造成保障房空置的

真正原因遥
渊一冤住房保障制度不完善袁尚未实现野应保尽保冶
我国住房保障制度实施较晚袁 因缺乏实践经

验袁制度设计并不完善袁现有住房保障体系衔接存

在缝隙以及定价机制的不足袁致使部分目标群体的

居住需求未得到满足袁未完全实现野应保尽保冶遥
1. 愿者不能院住房保障体系衔接存在缝隙袁野夹

心层冶的住房需求被掩盖

中低收入群体作为保障房的供给主体袁因其收

入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袁需建立多层次住房保障体

系以满足差异性需求遥 我国目前已形成以公租房为

主尧涵盖廉租房尧经适房尧限价房以及棚户区改造房

等多种形式尧租售并举的城镇住房保障体系遥 然而袁
在准入环节袁地方政府由于对收入水平的划分并不

科学袁难以合理确定保障对象袁致使现有住房保障

体系衔接存在缝隙袁不能有效保障野夹心层冶的住房

权袁住房保障野夹心层冶包括野租与租之间的夹心

层冶尧野租与售之间的夹心层冶和野售与售之间的夹心

层冶袁 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住房消费水平的重

要指标袁房价收入比是指住房价格与城市居民家庭

年收入之比遥 在我国许多城市商品房价格居高不下

的背景下袁野夹心层冶群体的房价收入比大都超过 10
倍袁远远超出世界银行所指出的房价收入比 4~6 倍

的合理区间遥 [3]显而易见袁夹心层的住房消费水平孱

弱袁 通过市场化机制解决住房问题面临巨大障碍袁
因此袁 保障房成为其实现住有所居目标的主要选

择袁然而袁制度性排斥阻滞其进入保障房袁其有效的

住房需求被掩盖袁出现了野一方空置袁一方无房冶的
住房保障困境遥 由此可见袁野夹心层冶的住房问题突

出袁对保障房需求迫切袁其住房需求被掩盖袁是保障

房出现空置的一个重要原因遥
2. 能者不愿院保障性住房定价过高袁价差优势

不足

目前保障性住房存在定价过高的问题袁超出了

符合住房保障申请资格者的支付能力袁致使无力租

售和野弃购弃租冶现象发生遥 一是公租房定价机制仍

有缺陷袁定价过高遥 我国公租房由政府依据成本或

市场租金进行定价袁目前国内主要城市公租房租金

的定价方式主要有准成本回报定价法尧运行管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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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定价法尧成本回报定价法和市场租金加补贴定价

法四种遥 [4]然而袁以成本或市场租金为核算基础的定

价机制未能将不同收入水平群体的租金支付能力

进行充分考虑袁致使公租房租金定价过高遥 从全国

范围看袁除重庆市将公租房租金控制在市场租金的

60%以内之外袁 我国大部分城市公租房租金达到市

场租金的 70%~90%曰[5] 根据北京市住建委 2012 年

发布的北京市公租房租金补贴相关规定袁全市公租

房租金价格达到项目周边房屋市场租金价格的

80%~90%袁且 3 年不变遥 公租房制度作为救济性保

障袁是一项由政府野托底冶的保障袁目前的租金水平

对部分低收入住房困难群体来说是一笔巨大的家

庭支出袁迫使他们弃租遥 另一方面袁限价房也存在定

价不合理的问题遥 限价房定价由政府指导袁根据同

期市场价格袁适当降低一定比例以达到中低价格水

平遥 [6]市场价格一般是指特定区域商品房市场公开

销售价格的均价袁 由于商品房价格本身并不合理袁
以此为依据的限价房价格自然不合理遥 同时袁限价

房与商品房价差优势不足袁进一步制约了人们的购

买动机袁如青岛白沙湾人才公寓项目中标价较高的

房子价格可达 5600 元/平米袁而相距不远的蔚蓝群岛

高层商品住宅均价仅为 6000 元/平米上下袁譻訛且经过

多年运作配套设施健全袁促使符合条件的购房者放

弃购买限价房袁而去选择价格稍高一点的商品房遥
渊二冤住房保障政策执行偏差

所谓住房保障政策执行偏差袁是指执行者在实

施政策过程中袁由于主客观因素的作用袁其行为效

果偏离政策目标袁 并且产生了不良后果的政策现

象遥 [7]政策执行偏差已成为当前制约政策执行效果

的主要障碍之一袁住房保障政策亦不例外遥 保障性

住房政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袁 暴露出申请程序繁

琐袁选址偏僻袁配套设施不完善等问题袁偏离了住房

保障政策提高低收入群体福利水平的目标袁产生了

保障性住房空置的不良后果遥
1. 面向流动人口的公租房数量有限且申请程

序繁琐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袁 流动人口数量增长较

快袁居住环境普遍存在着脏乱差的问题袁对保障房

需求迫切袁然而部分城市虽然在制度上允许流动人

口申请保障房袁但是配给数量有限袁难以满足需求袁
存在野象征性冶政策执行的问题遥 以开展流动人口保

障房分配工作较好的北京市为例袁2013 年 1 月 25

日北京开启最大规模的一次公共租赁住房配租袁首
次对外地来京工作人员公开摇号配租袁配租总量为

2540 套袁其中只有 118 套专门面向符合公租房申请

条件并已通过公租房备案的外省市来京工作人员

配租袁仅占配租总数的 4.646%遥 譼訛同时袁目前各地政

府普遍实施野两级公示三级审核冶制度袁申请程序繁

琐袁申请者投入的时间尧资金等成本过高袁降低了其

申请公租房的积极性遥 如广东省公租房申请需要 7
个证渊身份证尧收入证明尧财产证明尧居住证尧结婚

证尧计生证尧劳动合同冤袁申请者须多次往返于户籍

地和就业地开上述证明袁证件齐全后还需至少等待

90 天袁譽訛申请周期长尧成本高袁申请者的正常工作和

生活受到影响袁因此弃租遥
2. 保障性住房选址偏僻袁造成空间失配

受政策执行者的利益驱使和级差地租的影响袁
当前我国保障性住房选址偏僻袁存在着郊区化的趋

势遥 保障性住房空间选址以政府为主导袁缺乏公民

参与袁未能综合考虑住房保障主体的意愿袁保障房

相对于商品房收益较低袁有悖于地方政府的野土地

财政冶理念袁当政府面临土地价格与区位选择之间

的矛盾时袁城乡结合部或郊区等土地市场价格相对

较低的地段自然成为政府的选择遥
保障性住房选址偏僻造成空间失配遥 首先袁选

址偏僻增加了人们的通行时间和通行成本遥 中低收

入者主要以公共交通作为日常出行工具袁而保障性

住房远离市区公共交通线路单一尧通达性差袁造成

人们的出行成本和时间成本相对较高袁李梦玄等对

武汉市 15 个保障性住房小区的调查结果表明袁保
障房小区居民平均通勤时间由入住前的 23.5 分钟

增加到入住后的 30.2 分钟,通勤成本平均值在入住

保障房社区之前为 102.86 元袁入住后为 187.31 元袁
增加了 84.45 元遥 [8]其次袁选址偏僻减少了就业机会遥
中低收入群体普遍受教育程度低袁缺少必要的就业

培训袁就业面相对狭窄袁特别是年龄偏大的居民袁一
旦辞职就很难再就业袁然而保障性住房选址远离市

区袁就业机会相对较少袁人们获取就业信息的途径

也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袁致使中低收入群体就业更

加困难袁降低了人们对保障房的满意度袁进而制约

住房保障目标群体的购买或租赁意愿遥
3. 保障性住房配套设施不完善袁公共服务水平低

首先袁保障房由于开发建设时间短袁周边经济

未得到有效带动袁配套设施不完善成为现实而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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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遥 [9]即使有新建的医院和学校袁质量也参差不

齐袁而教育作为中低收入家庭子女改变未来生活状

况的重要寄托袁显得尤为重要,部分保障房目标群体

为使子女受到良好教育袁宁愿在学区附近租赁价格

昂贵的商品房袁而不愿居住在教育资源贫瘠的保障

房社区遥 其次袁物业服务水平低袁降低了保障房社区

居民的满意度遥 保障房所具有的福利性决定了其物

业管理费应低于商品房物业费袁据调查袁青岛市高

层住宅的物业费和电梯费一般在 2 元/平方米左右袁
而青岛市河马石公租房社区居民交纳物业费仅为

0.33 元/平方米遥譾訛然而袁物业管理公司的运营资金主

要来源于居民交纳的物业费袁物业费低则运营资金

来源不足袁无法对保障房小区进行卫生尧绿化尧房屋

维修等日常管理袁这就造成了企业追求利益与提供

物业服务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袁因此出现保障房社

区物业公司服务质量差尧水平低的问题遥
三尧解决保障性住房空置的对策

野十二五冶时期是我国保障房加快建设的重要

阶段袁实物供给的野井喷冶状态尧住房保障制度的缺

陷以及政策执行偏差袁导致出现较为严重的空置问

题袁如何尽快消化存量保障房的空置袁并预防未来

保障房的空置袁事关住房保障的健康稳定发展和人

民安居乐业遥 笔者以为袁对保障房存量空置以及未

来可能产生的空置进行野双重治理冶袁有助于切实解

决保障房空置问题遥
渊一冤解决存量保障房的空置

1. 健全保障性住房准入机制袁完善住房保障体系

一方面袁适当降低准入标准袁精简申请程序遥 完

善准入机制是实现野居者有其屋冶的必然路径袁逐步

取消户籍限制袁将不具备当地城镇户口但是在本地

就业和居住的居民包含在保障房的保障范围内袁这
样可以让更多的保障房需求者野住有所居冶袁从而更

稳定地工作和生活袁为城市发展做出贡献遥 同时袁精
简申请程序袁建立互通式信息共享机制袁运用现代

互联网技术袁建立健全联接各级政府尧相关部门的

互通式信息共享平台袁加强保障房申请者户籍所在

地政府和工作地政府的信息共享袁 缩短申请周期袁
降低申请成本袁提高申请者的申请意愿袁吸引更多

的流动人口进入保障房分配遥 另一方面袁完善住房

保障体系袁实现无缝隙连接遥 各个地区根据保障对

象的收入状况尧需求状况尧房价收入比等动态调整

廉租房尧公租房尧经济适用房尧限价房的准入线袁租尧

售尧补等多种保障方式互补袁实现住房保障有效覆

盖和无缝衔接袁将不同层次尧不同收入水平的野夹心

层冶包含在保障范围内袁满足野夹心层冶住房需求遥
2. 多元参与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物业服务水平

以政府为主导袁发挥市场尧社会公众和非营利

组织的作用袁提高公共服务水平遥 保障房公共服务

供给不应是政府单方面的责任袁 应该引入竞争机

制袁鼓励企业尧非营利组织以及社会公众积极参与袁
从而提高公共服务水平遥 政府建设公共服务设施的

财政负担较重袁应该完善融资机制袁向企业和社会

融资袁形成多元参与的供给格局袁同时注重人才引

进袁着力提高保障房社区医院和学校的质量遥
提高物业服务水平遥 保障房所具有的福利性要

求其物业管理公司不能只以营利为目的曰保障房作

为准公共产品要求政府对其物业管理加强干预遥 为

增加物业管理公司的运营资金袁政府应提供优惠政

策和补贴曰对保障房物业管理的从业人员的素质应

给予明确要求袁进行岗前培训和考核曰畅通居民意

见反映通道袁接受保障房社区居民的监督袁以此提

高保障房社区的物业服务水平袁提高居民满意度遥
渊二冤预防未来保障性住房的空置

1. 适当减少保障房实物供给袁增加货币补贴

目前我国保障房实物供给已初具规模袁未来保

障房建设不应继续实施野十二五冶期间野井喷式冶供
给袁应该适当减少实物供给渊包括建设新房和以购

代建冤袁同时为提高中低收入者的住房支付能力袁应
适当增加货币补贴遥 货币补贴较实物供给存在优

势袁实物供给的运作和管理成本高袁而货币补贴无

需政府直接干预袁提高了市场调控效率袁降低了监

督成本袁并且提高了居民的购渊租冤房能力袁从而满

足不同层次的居住需求袁充分体现了野用地市场化尧
补贴货币化尧购房自主化尧效用最大化尧运作透明

化冶遥 [10]实行货币补贴要注意以下几点院首先袁实行弹

性货币补贴制度遥 实行不同额度的租金补贴袁对特

困群体应实行全额租金补贴袁对有一定支付能力的

低收入家庭实行缴纳的租金与实际承受能力之间

的差额补贴遥 其次袁货币补贴实施中要避免野骗补寻

补冶行为袁严格申请条件袁用身份证实名登记实行

野一人一卡制冶袁避免资金浪费遥
2. 新建保障房应科学规划选址和布局

首先袁实行配建制遥 保障房与商品房混合建设袁
会实现不同收入群体混合居住袁有利于防止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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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集聚而成野贫民窟冶激发社会矛盾袁也有利于防

止社会分化遥 同时保障房应避免孤立选址袁将其纳

入城市总体规划袁充分利用野居住社区冶已有的健全

的配套设施袁减少自身配建袁从而降低建造成本遥 其

次袁保障房选址应注重公共交通的便利性遥 公共交

通的便利性与人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息息相关袁是
人们购买保障房必然考虑的因素袁保障房选址必须

结合城市的公共交通路线袁以方便居住者的就业和

生活遥 再次袁保障房选址要适当与工业用地相结合袁
中低收入群体普遍面临着就业问题袁保障房选址要

适当与一些劳动密集型工业区相结合袁 如纺织厂尧
棉纺厂尧电子配件制造厂等袁在解决中低收入群体

居住问题的同时促进就业遥 同时应注意袁保障房选

址要远离污染严重的工业区袁环境是人们赖以生存

的客观条件袁保障房选址要选择适合人们居住的环

境袁以此提高人们对保障房的满意度和申请意愿遥
3. 将空置率纳入政府绩效考核袁引导政府摆脱

土地财政的窠臼

我国目前尚未将空置率纳入住房保障绩效考

核中袁 缺乏有效的政府绩效评估指标和评估标准袁
相应的问责机制缺失袁地方政府以完成建设任务为

目标袁野重量不重质冶遥 因此要通过制度设计进行严

格的问责机制和绩效考核袁增强地方政府的责任意

识袁摆脱急功近利的政绩观遥 首先袁明确评估考核机

制袁将空置率纳入住房保障绩效考核遥 保障房空置

率的科学统计是一切后续工作开展的前提袁将空置

率作为政府绩效评估的一项硬性指标袁政府有责任

制定统一的空置率统计方法袁并定期公示袁使降低

空置率成为政府应尽的义务遥 同时注重绩效考核的

全过程性袁 绩效考核要贯穿保障房建设前期的招

标尧土地批复尧财政审批等环节袁以及建成后的准入

与分配等环节袁只有做到严格考核每个环节袁才能

保证结果的科学有效遥 其次袁明确配建比例袁引导政

府摆脱土地财政的窠臼遥 野通过保障房用地优先供

应尧指标挂钩尧供应计划执行奖惩等措施提升地方

政府的供地动机袁及时供应适宜用地冶遥 [11]明确规定

保障房配建比例袁美国住宅与都市发展部渊HUD冤指
出公共住宅比例的合理区间为 20%耀60%袁 在实际

操作中配建比例依据住房市场状况因地而异遥 [12]实
行相同地段保障房和商品房的配建袁防止地方政府

过度依赖土地财政袁提高保障房建设的质量袁从而

有效解决空置问题遥

四尧结语

保障性住房空置已成为客观存在的现实问题袁
空置问题的解决事关人们安居乐业和社会公平正

义遥 对保障性住房空置问题进行研究袁有利于促进

野十三五冶规划的科学制定袁实现野住有所居冶的目

标遥 本文深入分析了保障性住房空置是住房保障制

度不完善和政策执行偏差导致的结果袁提出野双重

治理冶减少保障房空置袁一方面通过完善准入标准尧
改善基础设施尧多元参与社区治理来解决存量保障

房空置曰另一方面通过适当减少实物供给尧增加货

币补贴尧科学规划选址尧完善政府绩效考核来预防

未来保障房空置遥

注 释院
淤 根据财政部网站公布的 2001 年至 2015 年住房保障财政

预算支出汇总所得遥
于 资料来源于部分省份审计厅发布的审计报告遥
譻訛 实地调研所得数据遥
榆 新华网院北京首次对外地来京工作人员公开摇号配租袁http院

//news.xinhuanet.com/2013-01/25/c_114505173.htm遥
虞 人民网院广东公租房申请需办 7 个证等 90 天袁http://gd.

people.com.cn/n/2014/0102/c123932-20282417.html遥
愚 对青岛市市北区河马石公租房小区物业公司工作人员访

谈所得数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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砸esearch on the Problem of the Indemnificatory Housing Vacancy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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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demnificatory housing vacancy not only wastes resources, but also affects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of the fol鄄

low-up housing security policy. Understand the indemnificatory housing vacancy problem objectively and analysis the reason
deeply, and then put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It is conductive to make the "Thirteenth five year plan" scientifically and im鄄
prove the housing security system so that overcome the low-income groups living goal. Housing security system is imperfect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deviation, leading to the unsatisfactory results. Security system has gap; rental price is too high; lo鄄
cation is remote; facilities are imperfect; public service level is low. These are the reasons contributing to vacancy problem.
Based on this, by expanding the coverage appropriate, improving the level of public services and property services to solve
the stock housing vacancy. Through scientific planning and location layout, reducing physical supply and increasing monetary
subsidies, strengthening government performance assessment to prevent the future security room va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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