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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事业砥砺前行 让百姓安居圆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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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政策让百姓住有所居

今年初，在北京打拼多年的小
赵在北京郊区为自己购买到首套住
房，正式成为痛并快乐着的房奴一
族，近 200 万元的商业贷款对陕西
老家人来说是个天文数字，但小赵
也得到了父母的全力支持……另一
边，
小赵的同事，
一对儿北京夫妇多
年来一直租房住，并打算一直租房
生活，
他们觉得这样既方便又经济，
想搬到哪里都来去自如。
“安得广厦千万间，
大庇天下寒
士俱欢颜”，房子于中国人来说，从
来就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从农村
到城镇，
从平房到楼房，
从福利房到
商品房，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人民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
的居住空间和生活方式也得到了巨
大改善，
百姓的安居梦正照进现实，
而我国房地产事业也从无到有、从
小到大，
在风雨中砥砺前行，
为经济
社会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

新千年开始后，
国家经济社会飞速发展，
2001 年北京申奥成功，成为很多人难忘的记
忆，这一时期，商品房价格也开始飞速上涨，
不少人开始“望房兴叹”。
“2004 年刚毕业工
作买不起房，后来就更买不起了。”小赵的北
京同事调侃说。
2003 年，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促进
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总结了
1998 年以来住房制度改革的诸多经验，认为
房地产业具备关联度高、带动性强的特征，
从
而确立了房地产支柱产业的地位。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教授
陈杰认为，
从这以后政府文件中再也没有出现
过
“住房制度改革”
的字样，
说明我国城镇住房
已经完成了全面商品化，
即使未来住房制度还
有局部完善和继续建设的需要，
但总体上已经
达到了历史的终点。
“此后政府不再提住房制
度，
只提住房政策，
着眼点也从微观的住房实
物生产与分配转向宏观的市场调控。
”
2004 年到 2015 年，全国共有 70 多项调
控政策出台。2005 年的“老国八条”首次指出
住房价格上涨过快会影响国民经济的健康运
行。随后“新国八条”
“七部委八条”等文件又
分别对供给、税收、房贷、违规及炒房等方面
做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但遗憾的是，
“屡调
屡涨”
几乎成为房地产市场的常态。
在多轮房价上涨的过程中，中低收入人
群的住房保障问题开始被关注，
廉租房、公租
房、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房市场逐渐发展起来。
经济环境叠加调控政策效果，2014 年房地产
市场开始降温，高空置率和高库存成为新的
问题。
“2010 年结婚前想买房，南三环一个大
开间 99 万，算算月供还是放弃了。”小赵同事
说，
“不过大城市租房方便，工作这么多年就
换过两次租房，还是不错的。以后孩子上学，
就到学校附近租房。未来还可以考虑长租公
寓，
反正租房的选择比较多样化。
”
2016 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
“房住不炒”的定位，2017 年广州、深圳、南京
等 11 个城市陆续展开住房租赁试点。2017 年
8 月，北京租房群体的公积金提取手续大大
简化，只需提供身份证，填写《租房提取住房
公积金申请表》，即可按每月 1500 元的标准
每季度提取一次，取消了之前必须提供租房
合同、发票、社保证明等等规定。
真正提出新时期住房发展思路与目标的
是十九大报告，
“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
用来炒的定位，
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
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让全体人民住有
所居”。可以说，
“房住不炒”
“多主体供给、多
渠道保障、租购并举”
将是未来一段时期解决
住房问题的总体纲领，
让房子回归居住属性，
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也是实现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70 年来，我国城镇住房摆脱了绝对短缺
的状况，市场化改革给房地产开发投资注入
了巨大活力。2018 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12.03 万亿元，其中住宅投资 8.52 万亿元。房
地产的高速增长，
带动了上游建材、钢铁和下
游家装、家电等产业链的发展，
也促进了城乡
之间的人口流动。
陈杰教授总结说，
新中国70年住房事业发
展过程坎坷而曲折，
已取得的成就是十分伟大
的，
但也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广泛的
吸收社会意见和平衡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基础
上，
实现整体社会的住房福利最大化，
是今后
中国住房事业更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前提。
“说远也不远，70 年来我妈妈从农村住
到城市，房子越换越好，我从小城市住到北
京，
多亏了各项政策支持。
”
在小赵看来，
未来
还会有更多可能性，
会朝着更加多元化、人性
化的方向发展，
生活一定越过越好。
（中国经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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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事业曲折中砥砺前行
细数 70 年来国人居住条件的变迁，变化
虽大，
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从未改变。
建国初期，
住房资源十分短缺，
住房来源
大多依靠统筹安排现有住房，或者合理分配
新建住房。
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国家更注
重国防建设和工业生产，住房投资得不到支
持，住房领域初步建立起低租金的福利房供
给制度。1970 年，住房投资占累计基本建设
投资的比重仅为 2.6%。
“1974 年去乡政府参加工作，住的是乡
政府提供的土墙房，
”
小赵的母亲回忆道，
“条
件别提有多艰苦了。
”
改革开放前夕，全国 190 个城市人均住
房面积仅 3.6 平方米，缺房户达 869 万，占城
市总户数的 47.5%。存量房中还存在大量危
房和棚户区，
住房质量得不到保障。
住房问题
到了亟待解决的时刻，而中央也注意并重视
起这一问题。
1978 年，邓小平指出，
“解决住房问题能
不能路子宽些，譬如允许私人建房或者私建
公助，分期付款，把个人手中的钱动员出来，
国家解决材料，这方面潜力不小。”1980 年，
邓小平又一次发表了关于住房问题的重要讲
话，
认为不但新房子可以出售，
老房子也可以
出售。
他还提出买房可以分期付款、提倡个人
建房等设想。
邓小平的两次讲话，
为这一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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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的民生难题指明了方向，也拉开了我国
住房制度改革的大幕。
这一时期，全国多个城市进行了住房改
革的实践性探索，诸多创新迈出了第一步：
1979 年第一个商品住宅项目获批、1980 年第
一家房地产公司成立、1985 年第一笔住房按
揭贷款发放、1987 年第一宗土地公开拍卖
……
“1984 年单位分房，第一次住进了楼房，
40 来平两个房间，只给单位交一点点租金。”
小赵母亲说，
“到 1994 年再搬家，还是单位分
的福利房，
就是 70 多平的两室一厅了。
”
20 世纪末期，福利房依然占据着一定地
位，这些房子也承载着 80 后集体的幸福回
忆。
“94 年住进新家，明亮又宽敞，度过无忧
无虑的童年和读书学习的青少年，现在还能
回忆起那时候的趣事，清晰得就像昨天。”小
赵说，
这也算赶上了福利房时代的末班车，
千
禧年过后，
无论是身边的适龄青年结婚，
还是
亲戚换房，
基本都会选择购买商品房。
因为在 1998 年 7 月，国务院下发《关于进
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
通知》，明确提出要停止住房实物分配，与计
划经济相适应了约 40 年的福利分房制度寿
终正寝。
自此，
在风雨中一路砥砺前行的中国
房地产事业，
也迈向了全新的市场化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