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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房地产部门作为中国经济的支柱行业，对宏观经济增长有着显
著影响。作者假设经济人的第一期为低收入阶段，第二期为高收入阶段，并

基于世代交替模型，分析不同收入人群的行为如何通过房地产对宏观经济产

生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房地产市场供给出现波动时，会对经济增长产生

影响，但是影响的程度取决于房地产市场和消费品市场的关系。作者还发

现，当经济人更偏好当期福利时，不论是否存在新增住房供给，消费性房地

产存量与房地产价格是负相关的。最后，作者得到物业税增加可以有效降低

住房价格的结论，但交易税对住房价格的影响还无法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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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美国经济强势复苏，中美贸易争端前景不明，部分

新兴市场国家经济风险加大，诸多外部条件的不确定性影响着中国经济的稳定运行。

国内经济也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人民币贬值的压力、金融风险的增加和投资增速的

大幅下滑等威胁着中国经济的有序发展。

房地产部门作为中国经济的支柱行业，对宏观经济的波动有着显著影响。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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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不仅占ＧＤＰ比重大，而且通过信贷体系与金融系统紧密相连，特别是居高不
下的居民负债率使得房地产成为政府调控的重点部门。政府对房地产的宏观调控也从

“坚决遏制房价过快上涨”上升到 “坚决遏制房价上涨”，这表明政府工作的重点在

于稳定房地产价格。

房地产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一直是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前期研究主要涉及房地

产与经济周期、房地产泡沫与资产定价、房地产价格的影响等方面，这些研究主要从

实证角度进行验证，理论方面的研究则主要集中于 ＣＧＥ和 ＤＳＧＥ分析。在本文中，
我们试图构建新的理论模型，并基于理论模型对该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本文主要考查消费和投资的不确定性、人口变动等因素是怎样通过房地产部门对

宏观经济波动产生影响的。由于需要分析房地产对宏观经济波动产生如何的影响，本

文的研究建立在世代交替模型的基础之上。另外，为了分析不同收入水平人群对房地

产会产生如何的影响，本文在世代交替框架中假设经济人的第一期为低收入阶段，第

二期为高收入阶段，并基于此分析不同收入人群的行为如何通过房地产对宏观经济产

生影响。

本文的具体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回顾了关于房地产与宏观经济波动以及房地产泡

沫和资产定价的文献；第三部分提出了理论假设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理论模型；第四

部分分析了住房供给对经济人的跨期消费所带来的影响；第五部分着重分析了当房地

产市场的供给具有不确定性时，经济人在第一期和第二期消费时的选择情况；第六部

分分析了租房、购房的人口变动对真实经济会产生如何的影响；第七部分分析了住房

价格变动对经济所带来的影响；第八部分对模型的分析结果进行了总结。

二、文献综述

学者们通过分析房地产周期的规律以及这种周期是否与宏观经济周期相一致来研

究房地产周期对于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基于无套利的资产定价模型和消费的资产定

价模型分别进行房地产泡沫与资产定价的研究；从贷款利率、抵押率及首付比例、房

地产税、房地产开发建设成本、人口等角度分析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因素。

（一）房地产周期与宏观经济波动

Ｇｒｅｂｌｅｒ和Ｂｕｒｎｓ（１９８２）对美国房地产的短周期和长周期分别进行了研究，他们
发现住宅的周期性波动与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基本一致。Ｒｅｎａｕｄ（１９９７）截取了
１９８５～１９９４年的全球房地产数据，分别从国内和国际两个角度对该时期的房地产周
期进行分析，其结果表明：国内影响因素主要是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如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和对外开放政策等；国外影响因素主要是全球宏观经济情况，如金融自由化

的普及、资本管制的放松和国际资本流动的方向等。

Ｍｅｅｎ（２００１）发现了市场预期对于房地产价格的影响。房地产既是消费品又是
投资品，因此，房地产的资产价格与房产持有人对于其持有期内房产收益的心理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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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相关。为了证实其结论，他对瑞典市场进行了实证分析，其结果表明：房地产价

格不仅与购房者的收入和使用成本有关，也与开发商的建筑成本有关，还与消费者心

理预期密切相关。

关于宏观经济政策与房价波动方面的研究有很多。Ｈｏｆｅ（２００２）研究了纽约经
济政策与纽约房价之间的关系，他通过运用区域 ＣＧＥ模型，模拟当贷款政策、税收
政策和保障性住房政策变化时，房地产需求会产生怎样的变化，并且这种变化对于经

济增长有何影响。ＫｉｍＪｕ（２００３）基于相同的模型分析了房地产供应与宏观经济增长
以及房地产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Ｉａｃｏｖｉｅｌｌｏ（２００５）、Ｌｕｓｔｉｇ和 ＶａｎＮｉｅｕｗｅｒｂｕｒｇｈ
（２００５）、Ｄａｖｉｓ和Ｈｅａｔｈｃｏｔｅ（２００７）、Ｐｉａｚｅｓｓｉ等 （２００７）分别采用代表性个体假设方
法对房地产与宏观经济的关系进行了研究。Ｉａｃｏｖｉｅｌｌｏ和 Ｍｅｒｉ（２０１０）的研究表明宏
观经济政策会对房地产的价格造成影响，并且将这种影响进一步传导到宏观经济运行

中。Ａｏｋｉ等 （２００４）分析利率变动对房价的影响。Ｉａｃｏｖｉｅｌｌｏ（２００５）研究了房地产
价格、信贷政策以及宏观经济周期之间的关系，其研究证实了房地产价格与信贷政策

会相互影响，且这种影响在交互作用中具有乘数效应。Ｐｉｎｔｕｓ和Ｗｅｎ（２００８）的研究
也验证了这种乘数效应的存在。Ｉａｃｏｖｉｅｌｌｏ和 Ｎｅｒｉ（２０１０）对美国房地产周期的影响
因素进行了研究，他们基于贷款人的效用函数，假设消费是连续性的，发现市场需

求、技术进步和货币是造成近 ４０年来房地产周期性波动的主要原因。Ｅｌｂｏｕｒｎｅ
（２００８）采用ＳＶＡＲ模型分析英国房价与货币政策的关系。

（二）房地产泡沫与资产定价

无套利的资产定价模型基于两个假设：一是房地产的投资收益与其他资产的投资

收益相等，二是房地产的投资收益与其持有成本相等。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２０００）使用无套利
的资产定价模型，对美国的房屋租售比进行了分析。

基于消费的资产定价理论则认为房地产价格取决于房地产需求和消费品需求的跨

期均衡。Ｏｋｕｍｕｒａ（１９９７）和Ｈａｙａｓｈｉ等 （１９８８）从该理论出发，研究了日本的房地
产价格。Ｐｏｔｅｒｂａ（１９８４）、Ｂｅｒｋｏｖｅｃ和 Ｆｕｌｌｅｒｔｏｎ（１９８９、１９９２）则研究了美国的房地
产价格。

房地产所有者一方面有房价下跌的风险，另一方面也规避了房租上涨的风险。因

此，房地产具备投资和消费的双重特性，可以作为一种对冲手段。Ｓｉｎａｉ和 Ｓｏｕｌｅｌｅｓ
（２００５）的研究证实了房地产的避险作用，尤其对于通货膨胀的防范。而这种避险需
求会导致总需求增加，从而造成房地产价格上涨。

（三）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因素

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很多，学者们主要分析了信贷杠杆和首付比例的影响。

Ｔｈｏｍ（１９８５）分析了美国１９６７～１９８４年的月度数据，发现贷款的难易程度及其利率
高低会显著影响房地产需求。Ｐａｘｓｏｎ（１９９０）的研究表明，贷款额度较低时人们更愿
意持有流动性高的资产而非房地产。

房地产开发建设成本和房价密切相关。Ｍｅｅｎ（２００１）的研究证实了二者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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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关系。Ｊｕｄ和Ｗｉｎｋｌｅｒ（２００２）分析了美国１９８４～１９９８年１３０个大城市的房地产
价格影响因素。他们发现，人口、收入、房地产开发建筑成本以及利率是主要影响因

素。张娟锋和贾生华 （２００９）对浙江省２９个城市的土地价格进行考查，他们发现城
市房地产业从业人数、城市房地产投资额、人均持有流动资产水平、城市人口结构是

导致城市间住宅土地价格差异的主要因素。张娟锋和刘洪玉 （２０１０）对２００４～２００６
年３５个大中城市的住宅市场与土地市场进行考查的结果表明，人口、可支配收入、
房地产开发建设成本、房地产持有期间的预期收益和土地供给市场化是中国房地产价

格的主要影响因素，而平均工资与城市宜人性的影响并不显著。他们对３５个大中城
市在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的土地价格和住房价格的实证中发现，土地单位价格变动将导致
房地产单位价格同向变动７６１％。

人口对于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十分显著。Ｐｏｔｅｒｂａ（１９９２）通过对美国加利福尼亚
的实证分析证实了该结论。Ｅｒｍｉｓｃｈ（１９９６）通过对英国房产市场的实证分析，从人
口的年龄结构角度分析了房地产市场需求的变化，从而解释了英国房地产市场在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价格波动。Ｍａｅｎｎｉｇ和Ｄｕｓｔ（２００８）分析了德国房地产价格和人口
的关系，他们发现：当人口增长时，房地产的价格是比较稳定的；而当人口减少时，

房地产的价格会下降很快。

三、模型构建

为了区分不同收入水平人群和房地产市场的关系，假设经济人存活在两个阶段，

即青年阶段和老年阶段，且每个阶段的产品都是易腐品。为了分析方便，先假设这个

经济中人口的增长率为零。另外假设，房地产市场在上一个阶段结束后、下一个阶段

开始前开放。经济人在房地产市场进行购买住房和租房活动。

在第一阶段，年轻的经济人进入经济中，由于年轻的经济人在这个阶段没有足够

的储蓄来购买住房，只能通过租房来解决住房问题。另外，在这个阶段，经济人进行

生产，由于产出都是易腐品，所以经济人考虑在房地产市场上把其消费剩余转化成储

蓄 （或投资）并用于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结束后、第二阶段开始前，年轻的经济

人变成年老的经济人，由于经济人有了一定的储蓄，他们可以购买住房。另外，为了

分析住房的投资和消费特征，经济人在房地产市场上通过所购买的住房分为两种用

途，其中一个用途是用于自身的消费，另外一个用途是用于出租以获得租金。在第二

阶段，又有新的年轻经济人进入经济中，他们没有太多的财富，因此他们只能租住年

老经济人的住房。年老经济人可以用这部分房租与年轻经济人的部分产出进行交换，

以使年老经济人在这个阶段也能维持一定的生活消费水平。

另外，存在一个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市场只在上一期结束后、下一期开始前开

放。在这个经济中，只有进入下一期的老年人拥有住房，老年人选择自己居住或者是

出租，住房存在一个折旧率，住房在这一期内就折旧完毕。因此，在这个经济中，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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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的数量取决于房地产市场的供给。在每期经济中，老年人可以出租自身的住房给年

轻人以获得房租，然后老年人利用房租收入向年轻人交换消费品。在第一期，年轻人

进行生产，再通过房地产市场进行自身财富的分配，选择合适的消费和住房。经济人

的目标函数使其一生的效用最大化。其效用函数为：

Ｗ（Ｃ１，Ｈ１，Ｃ２，Ｈ２）＝Ｕ（Ｃ１，Ｈ１）＋Ｖ（Ｃ２，Ｈ２） （１）

其中，Ｃ１、Ｃ２为经济人第一、第二期的消费，Ｈ１、Ｈ２为经济人第一、第二期的住
房消费。定义年轻人为Ｙ，年老人为Ｏ，第ｔ期的住房供给为Ｈｔ，所以住房满足：

Ｈｔ＝Ｈ
Ｙ
ｔ＋Ｈ

Ｏ
ｔ （２）

由于年轻人的住房是向老年人租住的，年轻人需要向老年人缴纳一定的房租，设

房租为Ｒ。老年人用房租收入向年轻人购买消费品，所以：

Ｒｔ·Ｈ
Ｙ
ｔ ＝Ｃ

Ｏ
ｔ （３）

在这个经济中，年轻人在第一期中使用ｌ单位的劳动力，生产了Ｍ单位的产品和
Ｈｔ单位的住房，由此可得：

Ｍｔ＝Ｃ
Ｙ
ｔ＋Ｃ

Ｏ
ｔ （４）

在这个经济中，经济人所享受到的消费是来自其第一期的产品，当经济人进入老

年时，需要对其房地产进行分配：自住和出租。其自住为 Ｈ２，这部分的住房消费相
当于使用了其Ｒ２·Ｈ２部分收入。另外，定义消费的贴现率为ｒ。

Ｃ１＋Ｒ１·Ｈ１＋（Ｃ２＋Ｒ２·Ｈ２）／（１＋ｒ）＝Ｍ１ （５）

四、住房供给和消费产出确定下的分析

下面分析住房供给对经济人的跨期消费所带来的影响。在这个经济中，可以认为

住房既是一种消费品也是一种投资品。一方面，经济人可以把当期易腐的产品通过房

地产市场转化为下一期进行消费。另一方面，住房市场本身的供给也会影响到经济人

对住房、易腐品跨期等产品的跨期选择。而房地产市场本身的供给会影响到经济人的

选择。当房地产市场的供给是可以被经济人准确预期到时，经济人可以根据其所预期

的房地产市场所提供住房的数量和下一期的产出来分配下一期自住住房和所出租的住

房，以获得更高的效用。对此可以把上面的目标函数和约束，构造Ｌ乘式：

Ｌ＝Ｕ（Ｃ１，Ｈ１）＋Ｖ（Ｃ２，Ｈ２）＋λ·［Ｃ１＋Ｒ１·Ｈ１＋（Ｃ２＋Ｒ２·Ｈ２）／（１＋ｒ）－Ｍ１］ （６）

其中，λ是拉格朗日乘数。可得经济人的优化条件为：

Ｕ′Ｃ１（Ｃ１，Ｈ１）＝λ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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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Ｈ１（Ｃ１，Ｈ１）＝λ·Ｒ１ （８）

Ｖ′Ｃ２（Ｃ２，Ｈ２）＝λ／（１＋ｒ） （９）

Ｖ′Ｈ２（Ｃ２，Ｈ２）＝λ·Ｒ２／（１＋ｒ） （１０）

经济人对于第一、第二期的易腐品和房地产的优化行为满足式 （７）至式 （１０）。
其中，式 （７）、式 （８）是经济人在第一期易腐品消费和租房的优化条件。式 （９）、
式 （１０）是经济人在第二期易腐品消费和住房的优化条件。

（一）关于易腐品的跨期消费关系

根据式 （７）、式 （９）可得：

Ｕ′Ｃ１（Ｃ１，Ｈ１）
Ｖ′Ｃ２（Ｃ２，Ｈ２）

＝（１＋ｒ） （１１）

根据式 （１１），可得经济人跨期消费边际效用比为利率。在这里，我们并没有具
体化效用函数。如果经济人跨期的效用是不变的，则可以发现：经济人会平滑自身的

消费。另外，经济人在不同期消费数量的不同是和代表时间偏好的利率有关的。

（二）关于住房的跨期消费关系

根据式 （８）、式 （１０）可得经济人住房的跨期选择。具体结果如下所示：

Ｕ′Ｈ１（Ｃ１，Ｈ１）
Ｖ′Ｈ２（Ｃ２，Ｈ２）

＝
Ｒ１·（１＋ｒ）

Ｒ２
（１２）

根据式 （１２），可知经济人在第一、第二阶段的住房消费和住房的价格是相关
的。如果第一期的住房 （租房）价格相对于第二期的住房 （租房）价格变高的话，

经济人会选择在第一期减少住房消费。在实际经济中，经济人会选择较小面积的住

房，或者是地段较差、公共设施较差的住房。经济人会把节省下来的住房支出用于下

一期房地产市场的住房购买。另外可以发现，如果在第二期房租价格变高，则经济人

会减少自身住房的消费，增加易腐品的消费。

（三）第一期经济人租房和消费的关系

根据式 （７）、式 （８），可以得到第一期经济人在住房和易腐品消费之间的关系，
具体结果如式 （１３）所示：

Ｕ′Ｃ１（Ｃ１，Ｈ１）
Ｕ′Ｈ１（Ｃ１，Ｈ１）

＝ １Ｒ１
（１３）

根据式 （１３），可以发现，经济人在第一期住房和消费的关系与该期住房 （租

房）的价格有关。如果住房的租金较高的话，经济人会减少该期住房消费，增加当

期易腐品的消费和下一期的消费。

（四）第二期经济人住房和消费的关系

同理，根据式 （９）、式 （１０），可以得到经济人在第二期的住房消费和易腐品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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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的关系。具体结果如式 （１４）所示：

Ｖ′Ｃ２（Ｃ２，Ｈ２）
Ｖ′Ｈ２（Ｃ２，Ｈ２）

＝ １Ｒ２
（１４）

由式 （１４），可知经济人在第二期的选择也和第二期的住房租金有关。如果租金
提高，那么经济人就会减少自住住房，并更多地增加出租住房，以获得更多的收入，

增加易腐品的消费。根据上面的分析，假设经济人的效用函数为 ＣＲＲＡ型效用函数，
其中第一期效用函数为：

Ｕ（Ｃ１，Ｈ１）＝
Ｃ１－σ１
１－σ

＋
Ｈ１－θ１
１－θ

（１５）

其中，σ为经济人易腐品消费的跨期替代弹性的倒数，θ为住房的跨期替代弹性的
倒数。定义第二期的效用函数为：

Ｖ（Ｃ２，Ｈ２）＝（１＋ρ）
－１ Ｃ１－σ２
１－σ

＋
Ｈ１－θ２
１－( )θ （１６）

其中，ρ是经济人的主观贴现率。根据式 （１１），可以得到跨期消费比为；

Ｃ２
Ｃ( )
１

σ

＝（１＋ｒ）／（１＋ρ） （１７）

对式 （１７）取对数，变形为：

σｌｎＣ２
Ｃ( )
１

＝ｌｎ［（１＋ｒ）／（１＋ρ）］≈ｍ或者ｌｎＣ２－Ｃ１＋Ｃ１
Ｃ( )
１

≈ｍ／σ （１８）

其中，ｍ＝ｒ－ρ１＋ρ
，式 （１８）意味着，经济人第二期的消费比第一期的消费增加

了ｍ／σ倍。由于在这个经济中，人口的增长率为零，如果第一、第二期的产出都为
Ｍ，那么经济人在第一、第二期的消费分别为：

Ｃ１ ＝Ｍ／（２＋ｍ／σ）　　　　　Ｃ２ ＝（１＋ｍ／σ）·Ｍ／（２＋ｍ／σ） （１９）

同理分别对式 （１２）至式 （１４）具体化，得到如下的结果：

Ｈ２
Ｈ( )
１

θ

＝
Ｒ１·（１＋ｒ）
Ｒ２（１＋ρ）

或者θｌｎＨ２
Ｈ( )
１

＝ｌｎ
Ｒ１（１＋ｒ）
Ｒ２（１＋ρ）

（２０）

如果经济人在第一、第二期的住房供给是不变的，都是 Ｈ，定义
Ｈ－Ｈ１
Ｈ１

为经济

人的住房增长率。我们可以看出，当
Ｒ１
Ｒ２
变大时，即经济人在年轻时租房的价格上升、

年老时出租自己住房的租金下降时，经济人会在年老的时候增加自身的住房消费、减

少年轻时的住房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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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θ１
Ｃσ１
＝ １Ｒ１

或者σｌｎＣ１－θｌｎＲ１ ＝ｌｎＲ１ （２１）

从式 （２１）中可以看到在第一期时，年轻人支付的房租 （或者住房的价格）与

在该期时的消费是正相关的，与其住房消费数量是负相关的。如果经济人能够预期到

未来的住房供给 （或者未来的住房供给是稳定的），则由 Ｈ－ＨＹｔ＋Ｈ
Ｏ
ｔ，可得：Ｈ＝

Ｈ１＋Ｈ２。由此式 （２１）可以变形为：

σｌｎＣ１－θｌｎ（Ｈ－Ｈ２）－ｌｎＲ１ （２２）

根据式 （２２）可以发现，如果住房供给的增加会造成租房 （住房）价格的下降，

且第二期住房消费的增加会提高第一期住房的价格。在真实经济中，也意味着，当住

房拥有者希望增加自身的住房消费时，会提高住房出租 （或转让）的价格。同理可

得式 （２３）：

Ｈθ２
Ｃσ２
＝ １Ｒ２

或者σｌｎＣ２－θｌｎＨ２ ＝ｌｎＲ２ （２３）

这意味着如果住房拥有者希望增加第二期的消费时，会提高住房出租 （转让）

的价格，住房拥有者自身拥有住房的多少与住房出租的价格是负相关的，同理根据

Ｈ＝Ｈ１＋Ｈ２，可以发现，当住房供给的增加会减少住房的价格时，第一期住房的增
加 （减少）会增加 （减少）第二期住房的价格。

根据Ｒｔ·Ｈ
Ｙ
ｔ＝Ｃ

Ｏ
ｔ，可得Ｒ１·Ｈ１＝Ｃ２／（１＋ｒ），把该式代入式 （２１），可得第一、

第二期住房的数量为：

Ｈ１ ＝｛（１＋ｒ）（２＋ｍ／σ）［Ｍ／（２＋ｍ／σ）］σ／［（１＋ｍ／σ）·Ｍ］｝
１／（θ－１） （２４）

Ｈ２ ＝Ｈ－｛（１＋ｒ）（２＋ｍ／σ）［Ｍ／（２＋ｍ／σ）］σ／［（１＋ｍ／σ）·Ｍ］｝
１／（θ－１） （２５）

这种经济也可以理解为，在经济的第一阶段经济人进行了消费品和住房的生产，

经济人根据这些生产的情况，确定了自身最优的跨期住房消费和跨期消费品消费。由

于消费品是易腐产品，经济人需要用出租住房的收入来决定第二期消费品的数量，因

此经济人确定了自身最优的住房跨期消费、当期易腐品消费和住房出租数量。

五、住房供给不确定下的分析

在真实经济中，经济人是在不确定性中进行选择的。虽然经济人可以预期到住房

的供给，但是经济人需要面对不确定性。此处着重分析的是住房供给不确定的情况，

为此我们省略了消费品产出是随机的情况。由于住房供给是随机的，假设住房的供给

符合一个马氏过程。可以认为住房供给为：

Ｈ１－Ｈ０＋ε１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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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Ｅε１ ＝０，由此可得 ＥＨ１ ＝Ｈ０。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人的优化行为满
足：

ｍａｘＥ［Ｕ（Ｃ１，Ｈ１）＋Ｖ（Ｃ２，Ｈ２）］　或者ｍａｘＵ（Ｃ１，Ｈ１）＋ＥＶ（Ｃ２，Ｈ２） （２７）

经济人的约束条件是不变的。因此可以对式 （２７）和约束条件构造出 Ｌ乘子。
得到的具体一阶条件如下所示。

易腐品的跨期消费条件：

Ｕ′Ｃ１（Ｃ１，Ｈ１）
ＥＶ′Ｃ２（Ｃ２，Ｈ２）

＝（１＋ｒ） （２８）

住房的跨期消费条件：

Ｕ′Ｈ１（Ｃ１，Ｈ１）
ＥＶ′Ｈ２（Ｃ２，Ｈ２）

＝
Ｒ１·（１＋ｒ）
ＥＲ２

（２９）

第一期经济人租房和消费的条件：

Ｕ′Ｃ１（Ｃ１，Ｈ１）
Ｕ′Ｈ１（Ｃ１，Ｈ１）

＝ １Ｒ１
（３０）

第二期经济人住房和消费的条件：

Ｖ′Ｃ２（Ｃ２，Ｈ２）
ＥＶ′Ｈ２（Ｃ２，Ｈ２）

＝ １
ＥＲ２

（３１）

可以看到，经济人在面对住房供给不确定性时的优化条件和面对住房供给确定性

时的条件基本相同。其中细微的差别为，在经济具有不确定性的时候，经济人是优化

其期望函数的。由于经济人是优化其期望函数的，再考虑到经济人的风险偏好，根据

Ｈｏｌｄｅｒ不等式，得到：Ｅｆ（ｘ）≤ｆ（Ｅｘ）。
房地产的供给是随机的，因此经济人在房地产市场交易时将面对一个随机的房地

产数量。根据一阶条件的性质，经济人的跨期效用函数是影响经济人选择的关键，根

据效用函数的性质和Ｈｏｌｄｅｒ不等式，可以知道经济人预期的经济选择将不等于经济
选择的预期，即Ｅｆ（ｘ）≠ｆ（Ｅｘ）。根据式 （２８），可得：

ＥｌｎＣ２
Ｃ( )
１

σ

＝ｌｎ（１＋ｒ）－ｌｎ（１＋ρ） （３２）

对式 （３２）左侧进行泰勒展开，省略三阶及以上导的成分，可得：

ＥｌｎＣ２
Ｃ( )
１

－σ

≈ｌｎＥ Ｃ２
Ｃ( )
１

－σ

＋１２Ｖａｒｌｎ
Ｃ２
Ｃ( )
１

－[ ]σ （３３）

同理，可以得到住房的跨期选择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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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ｌｎＣ２－ｌｎＣ１ ＝ｌｎ（１＋ｒ）－ｌｎ（１＋ρ）＋
１
２Ｖａｒ（ｌｎＣ２－ｌｎＣ１） （３４）

由式 （３４）可以发现，当房地产市场的供给具有不确定性时，经济人会倾向于
减少在第一期的消费，增加在第二期的消费。同理，可得经济人住房消费动态为：

ＥｌｎＨ２－ｌｎＨ１ ＝ｌｎ（１＋ｒ）－ｌｎ（１＋ρ）＋
１
２Ｖａｒ（ｌｎＨ２－ｌｎＨ１） （３５）

住房市场对不确定性的反应也是减少第一期的住房消费，增加第二期的住房消

费。在现实经济中，经济的不确定性也许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在这个经济中，易腐

品的产出也许是随机的，房地产市场的供给也是随机的。另外，这两种随机的供给也

许会有关联。在经济的生产方面，可以认为房地产和易腐品的供给是整个经济的供

给，有限的投资使得房地产市场与消费品市场的供给是负相关的，对此经济人将面对

更复杂的情况来确定自身的优化行为。下面我们对此进行分析。定义房地产供给和易

腐品供给的相关系数为γ。我们仅认为当期两个产品是有关的，跨期产品市场是不相
关的，这样可以得到两个产品市场的关系为：

Ｈ２－Ｈ１ ＝Ｋ＋γ·（Ｃ２－Ｃ１）＋μ （３６）

由于跨期产品市场是不相关的，所以可以省略时间下标。其中，Ｋ是一个常数，μ
是一个随机变量，满足Ｅμ＝０，Ｖａｒμ≠∞，且Ｅμ·Ｙ＝０，由于两个市场的供给是
负相关的，所以γ＜０。先利用式 （３１）分析房地产市场的情况。可以把式 （３１）
变形为；

ＥＲ２·
Ｖ′Ｃ２（Ｃ２，Ｈ２）
ＥＶ′Ｈ２（Ｃ２，Ｈ２）

＝ＥＲ２·Ｅ
Ｖ′Ｃ２（Ｃ２，Ｈ２）
ＥＶ′Ｈ２（Ｃ２，Ｈ２）

＋Ｃｏｖ［Ｒ２，
Ｖ′Ｃ２（Ｃ２，Ｈ２）
ＥＶ′Ｈ２（Ｃ２，Ｈ２）

］ （３７）

由ＥＨ２
Ｈ( )
１

θ

＝Ｅ
Ｒ１·（１＋ｒ）
Ｒ２（１＋ρ）

，可得：

Ｅｌｎｌｎ
Ｈ２
Ｈ( )
１

θ

＝Ｅｌｎ
Ｒ２（１＋ρ）
Ｒ１（１＋ｒ）

＋θ
２

２Ｖａｒｌｎ
Ｈ２
Ｈ( )
１

＋１２Ｖａｒｌｎ
Ｒ２（１＋ρ）
Ｒ１（１＋ｒ）

－Ｃｏｖｌｎ
Ｒ２（１＋ρ）
Ｒ１（１＋ｒ）

，ｌｎ
Ｈ２
Ｈ[ ]
１

（３８）

从式 （３８）可以得出，房地产市场随机变化导致房租比的随机变动，这样真实
的房地产市场住房的变化就需要增加一项：跨期房租比与跨期住房的关系。根据上面

的分析，可知住房租金的上涨将导致住房消费的下降。另外，根据上面的分析，可知

Ｃｏｖｌｎ
Ｒ２（１＋ρ）
Ｒ１（１＋ｒ）

，ｌｎ
Ｈ２
Ｈ[ ]
１

是为负的。但在式 （３８）中，住房到底是怎样变化的，还

取决于
１
２Ｖａｒｌｎ

Ｒ２（１＋ρ）
Ｒ１（１＋ｒ）

与 Ｃｏｖｌｎ
Ｒ２（１＋ρ）
Ｒ１（１＋ｒ）

，ｌｎ
Ｈ２
Ｈ[ ]
１

的差值。在真实经济中，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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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的加入，使得住房租金比的方差会远远大于住房比和房租的协方差。因此很可能

出现当房地产市场供给波动加大时，经济人会增加自身的住房需求。

由于消费与住房之间具有相关性，所以消费的变化就为式 （３９）：

Ｅｌｎｌｎ
Ｃ２
Ｃ( )
１

θ

＝Ｅｌｎ（１＋ρ）
（１＋ｒ）＋

θ２
２Ｖａｒｌｎ

Ｃ２
Ｃ( )
１

－σγＣｏｖｌｎ
Ｒ２（１＋ρ）
Ｒ１（１＋ｒ）

，ｌｎ
Ｃ２
Ｃ( )
１

（３９）

由 Ｃｏｖｌｎ
Ｒ２（１＋ρ）
Ｒ１（１＋ｒ）

，ｌｎ
Ｈ２
Ｈ[ ]
１

＜ ０， Ｃｏｖｌｎ
Ｃ２
Ｃ１
，ｌｎ
Ｈ２
Ｈ( )
１

＜ ０， 可 以 得 出

Ｃｏｖｌｎ
Ｒ２（１＋ρ）
Ｒ１（１＋ｒ）

，ｌｎ
Ｃ２
Ｃ[ ]
１

＞０。由γ＜０，可得：当房地产市场和消费品市场都出现

波动时，经济人更倾向于减少第一期的消费并增加第二期的消费。

因此，如果房地产市场的供给和消费品市场的供给是负相关的，那么当房地产市

场和消费品市场都出现波动时，经济人更加倾向于减少第一期的消费并增加第二期的

消费。当房地产市场的供给和消费品市场的供给是正相关的，住房租金比和跨期易腐

品消费不是完全正相关的，我们无法明确确定经济人跨期消费的增长。经济人跨期消

费具体和住房租金比及跨期易腐品消费的相关性有关。如果房地产市场的供给和消费

品市场的供给是正相关的，住房租金比和跨期易腐品消费是完全正相关的 （这意味

着γ＝１，且协方差等于住房供给的方差），经济人会增加第一期的消费并减少第二
期的消费。

六、购房人数变动下的分析

在中国真实经济中，人口是不断增长的。另外独生子女政策造成当独生子女进行租房

和购房选择时，来自父母的支持使得这些独生子女的行为不再像上面分析中的年轻人那样

选择租房，而是向老年人那样选择购房，其经济行为有向老年人靠拢的倾向。为此，需要

分析租房、购房的人口变动对真实经济会产生如何的影响。假定不再以单个经济人为单

位，而以家庭为单位。假设家庭第一期人口数量为Ｌ１，人口增长率为ｎ。第二期为Ｌ２ ＝
Ｌ１·（１＋ｎ）。这意味着，尽管家庭在第二期有新增 （也许是年轻人）的人口进入，但是
这些新增人口的经济行为是以老年人的经济特征来进行优化选择的。为此家庭的效用函数

仍为式 （１），第一期的效用函数也不变，第二期的人均效用函数就变为：

Ｖ（Ｃ２，Ｈ２）＝［（１＋ｎ）（１＋ρ）］
－１ Ｃ１－σ２
１－σ

＋
Ｈ１－θ２
１－( )θ （４０）

对此效用函数和约束 （５）进行优化，优化的条件依旧是式 （１１）至式 （１４），
购买住房人口的变动，对跨期消费和跨期住房的影响为：

Ｃ２
Ｃ( )
１

σ

＝（１＋ｒ）／［（１＋ρ）（１＋ｎ）］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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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２
Ｈ( )
１

θ

＝
Ｒ１（１＋ｒ）

Ｒ２（１＋ρ）（１＋ｎ）
（４２）

由式 （４１）和式 （４２）可以看出，ｄ Ｃ２
Ｃ( )
１

／ｄｎ＜０，ｄＨ２
Ｈ( )
１

／ｄｎ＜０。这意味着，

自住人的增多，将使得消费的增加减少，也使得人均自住的增量减少。购房人数的增

加是否会增加自住总量呢？我们定义自住人数没有增加的情况为：
ＨＷ２
ＨＷ( )
１

θ

＝

Ｒ１（１＋ｒ）
Ｒ２（１＋ρ）

。代入式 （２５），可得：

ＨＷ２ ＝Ｈ－｛（１＋ｒ）（２＋ｍ／σ）［Ｍ／（２＋ｍ／σ）］σ／［（１＋ｍ／σ）·Ｍ］｝
１／（θ－１） （４３）

Ｈ２（１＋ｎ）＝Ｈ－｛（１＋ｒ）（２＋ｍ′／σ）

［Ｍ／（２＋ｍ′／σ）］σ／［（１＋ｍ′／σ）·Ｍ］｝１／（θ－１）（１＋ｎ）
（４４）

其中，ｍ′＝ｒ－ρ－ｎ（１＋ρ）
（１＋ρ）（１＋ｎ）

。将式 （４３）与式 （４４）相减得：ΔＨ２ ＝Ｈ
Ｗ
２ －

Ｈ２（１＋ｎ）。
由式 （４３）和式 （４４）可以看出，该比较静态的符号取决于经济人消费品的跨

期替代和住房的跨期替代的性质。如果经济人住房的跨期替代弹性的倒数大于１，且
消费的跨期替代弹性的倒数也大于１时，则ｄΔＨ２／ｄｎ＞０。如果经济人住房的跨期替
代弹性的倒数大于１，且消费的跨期替代弹性的倒数小于１时，比较静态可能大于或
者小于零。如果经济人住房的跨期替代弹性的倒数小于１，且消费的跨期替代弹性的
倒数大于１时，则ｄΔＨ２／ｄｎ＜０。如果经济人住房的跨期替代弹性的倒数小于１，且
消费的跨期替代弹性的倒数大于１时，比较静态可能大于或者小于零。由此可知，自
住人数的增加未必会导致自住住房数量的增加。根据ｄΔＨ２／ｄｎ＞０成立的条件，可以
发现，如果经济人同时偏好未来的住房和消费，当自住人数增加时，自住住房的数量

会增加。如果经济人不偏好未来的住房而偏好未来的消费，当自住人数增加时，自住

住房的数量反而会减少。由此，可以认为在房地产市场中，即使购买住房人数出现上

升，对房地产真实购买的数量也未必会上升，一部分新增的自住住房人群可能挤出了

更多的自住需求。在房地产市场中，刚性需求可能会造成跨期替代弹性的倒数大于

１。另外，真实经济中，消费的平滑性特征使得消费跨期替代性较差，消费品跨期替
代弹性的倒数也会大于１。在这些情况下，自住人数的增加将使得对未来房地产市场
的需求增加。

七、房地产价格变化与宏观经济分析

以上的分析是建立在世代交替的分析框架上，认为住房的出租租金是住房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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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然而在实际经济中，有些经济人购买住房是为了追求住房价格的上涨所带来的

收益。接下来，本文进一步分析住房价格变动对经济所带来的影响。

在这个经济中存在两个市场：消费品市场和住房市场。经济人在这两个市场中进

行交易，以确定自身最优的消费和住房数量。这两个市场在每期都是开放的，根据序

贯交易的结论，可知每个经济人会确定自身的消费和住房，因此假设存在一个代表性

经济人，其个人选择能代表整个经济的选择。下面首先分析住房存量不变的情况，然

后比较住房存量不变与可变这两种情况时的异同。

假设代表性经济人在消费序列 ｛Ｃｔ｝∞ｔ＝０和自住型住房序列 ｛Ｅｔ｝∞ｔ＝０间进行选择，
以满足自身的效用最大。经济人的效用函数如下所示：

Ｅ０∑
∞

０
βｔ［Ｕ（Ｃｔ）＋ｕ（Ｅｔ）］　（０＜β＜１） （４５）

其中，β为经济人的主观贴现率，经济人的效用函数中包括消费品和住房，其中
Ｃｔ为第ｔ期的消费、Ｅｔ为第ｔ期消费者对住房的使用。在这个经济中，存在一个房地
产市场，经济人在这个市场上交易房地产获得交易收入并使得自身的长期效用最大。

（一）没有住房供给的情况

因为没有新住房供给，可定义Ｅｔ＋Ａｔ＝１。房地产对经济人具有双重属性，即消

费品和投资品的属性。房产本身能够给经济人带来效用的增加，这方面的偏好满足

Ｕ（Ｅｔ）。另外，经济人也可以根据房地产的价格进行买卖，合理地配置Ｃｔ和Ｅｔ的组
合，以使自身长期效用最大。另外，假设经济人可以自由无成本地买卖房产。经济人

的预算约束满足：

Ｃｔ＋ｑｔ＋１·Ｅｔ＋１＋Ａｔ＋１·ｑｔ≤（Ｒｔ＋ｑｔ）Ａｔ＋ｑｔ·Ｅｔ　　　（ｔ＝０，１，…） （４６）

其中，Ｃｔ为经济人在第ｔ期的消费。Ｒｔ为第ｔ期房产的租金收入，ｑｔ为第ｔ期房产
的价格，ｙｔ为经济人在第ｔ期的收入。另外，标准化消费的价格为１。可以构造经济的
递归均衡如下：

ｖ（Ｅ，ｓ）＝ｍａｘＣ，Ｅ′［Ｕ（Ｃ）＋ｕ（Ｅ）＋β∫ｓｖ（Ｅ′，Ｓ′）Ｆ（ｓ，ｄｓ′）］ （４７）

根据式 （４６）和式 （４７）可得：

β
Ｕ′（Ｃｔ＋１）
Ｕ′（Ｃｔ）

＋
ｕ′（Ｅｔ＋１）
Ｕ′（Ｃｔ）

·
１
ｑｔ
＝１ （４８）

证明如下：

对式 （４５）和式 （４６）构造Ｌ乘子：

Ｌ＝∑∞

ｔ＝０
βｔ｛［Ｕ（Ｃｔ）＋ｕ（Ｅｔ）］＋λｔ［（Ｒｔ＋ｑｔ）Ａｔ＋ｑｔ·Ｅｔ］－Ｃｔ－ｑｔ＋１·Ｅｔ＋１－Ａｔ＋１·ｑｔ｝

（Ａ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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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Ｃｔ求导，可得：Ｕ′（Ｃｔ）＝λｔ。对Ｅｔ求导，得：

βｔｕ′（Ｅｔ）＋β
ｔλｔ·ｑｔ－β

ｔ－１λｔ－１·ｑｔ＝０ （Ａ２）

β
ｕ′（Ｅｔ）
λｔ－１

·
１
ｑｔ－１
＋β

λｔ
λｔ－１

＝１ （Ａ３）

对Ａｔ求导，可得：

βλｔ（Ｒｔ＋ｑｔ）－λｔ－１·ｑｔ－１ ＝０ （Ａ４）

证毕。

式 （４８）是得到的经济人跨期优化的条件。可以从式 （４８）看到消费的增长、
住房消费、住房价格的关系。在这个经济中，由于住房具有消费和资产的性质，住房

出现在经济人的优化条件中。① 假设效用函数为对数或者为ＣＲＲＡ型。
对数型效用函数：

Ｕ（Ｃｔ）＋ｕ（Ｅｔ）＝ｌｎ（Ｃｔ）＋γｌｎ（Ｅｔ） （４９）

ＣＲＲＡ型效用函数：

Ｕ（Ｃｔ）＋ｕ（Ｅｔ）＝
Ｃ１－θｔ
１－θ

＋
Ｅ１－σｔ
１－σ

（５０）

其中，θ为经济人消费跨期替代弹性的倒数，σ为经济人住房消费的跨期替代弹性
的倒数。当效用函数为对数型时，式 （４８）为：

β
Ｃｔ
Ｃｔ＋１

＋
γＣｔ
Ｅｔ＋１
·
１
ｑｔ
＝１和β·

（Ｒｔ＋１＋ｑｔ＋１）
ｑｔ

＝
Ｃｔ＋１
Ｃｔ

（５１）

当效用函数为ＣＲＲＡ型时，式 （４８）为：

β Ｃｔ
Ｃｔ＋

( )
１

θ

＋
Ｃθｔ
Ｅσｔ＋１
·
１
ｑｔ
＝１ （５２）

下面仅分析式 （５１）的情况。此时房产的价格为：

ｑｔ＝Ｅ∑
∞

ｉ＝１
βｉ·
Ｕ′（Ｃｔ＋ｉ）
Ｕ′（Ｃｔ）

·Ｒ{ }ｔ＋ｉ ＝Ｅ∑
∞

ｉ＝１
βｉ·

Ｃｔ
Ｃｔ＋ｉ
·Ｒ{ }ｔ＋ｉ （５３）

其结果由βλｔ（Ｒｔ＋ｑｔ）－λｔ－１·ｑｔ－１＝０所得。式 （５３）为住房价格的核定义。如

果经济中的消费是平滑的，可以认为
Ｃｔ＋１
Ｃｔ
＝１，则住房的价格为住房租金的贴现。另

外，可以从式 （４８）中得到住房和正常品消费的关系，具体如下式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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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Ｃｔ
Ｅｔ＋１

＝Ｅ｛∑
∞

ｉ＝１
（１－β）·βｉ·Ｒｔ＋ｉ｝ （５４）

从式 （５４）可以看到，经济人跨期的消费和自住住房的组合。如果经济中的房
屋租金越高，则经济人越倾向于减少下期的自住住房。这是因为随着房租的升高，住

房作为一种资产的价值开始升高，因此经济人会减少自住型住房的数量，增加投资型

住房的数量。如果住房价格上升，则将导致自住型住房的减少；住房的存量不变，因

此住房价格的上升将提升经济人的财富水平 （财富效应）。这种提升的财富水平可以

解释为，当住房价格上升时，有些人群会维持不变的住房水准并增加消费，有些人群

会维持不变的消费减少自住房的面积。

当房产是以投资品的形式出现时，住房价格和住房数量的关系如下。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得：

β
Ｕ′（Ｃｔ＋１）
Ｕ′（Ｃｔ）

·
Ｒｔ＋ｑｔ
ｑｔ

＝１ （５５）

从式 （５５）中可以看出：当房产被认为是资产时，房产收益率的提高会带来财
富效应，使得购买住房居民的消费提高。如果设 Ｃｔ＋１／Ｃｔ＝ｇｔ＋１为经济增长率。如果
经济增长率为常数时，当房产的价格较高时，那么居民自住型购买房产就会减少，而

会增加投资性购买。当经济增长处于稳态时 （ｇｔ＝０），这时Ｃｔ等于一个常数δ，那
么房产自住型购买与房产价格的关系就分别为：

γＣｔ＋１
Ｅｔ＋１

＝ｑｔ·（ｇｔ＋１－β） （５６）

如果效用函数是对数型效用函数，则式 （５６）就可以变形为：

δ＝ｑｔ·（ｇｔ＋１－β）·Ｅｔ＋１／γ （５７）

如果效用函数是ＣＲＲＡ型效用函数，则式 （５６）就可以变形为：

δθ＝Ｅσｔ＋１·ｑｔ·（ｇｔ＋１－β）／γ （５８）

根据式 （５６），可以发现住房价格和自住住房负相关。在经济稳态时，如果有关
住房偏好的参数γ越大的话 （这意味着经济人更加偏好住房），则经济人在住房数量

和住房价格方面的权衡余地就越大。同理，如果有关住房偏好的参数γ越小的话，则
经济人在住房数量和住房价格方面的权衡余地就越小。这也意味着，如果经济人对住

房更加偏好的话，在享受同样住房的情况下，将促使未来住房价格的上升。另外，经济

人的时间偏好β越大时，经济人在未来住房方面的权衡余地就越小。这意味着，如果经
济人对未来更偏好时，经济人在享受同样住房的情况下，将促使未来住房价格的上升。

（二）有房产供给的情况

在上面的分析中，新增住房供给是为零的。如果这个经济中有新增的房产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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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会影响经济人在以住房为消费和以住房为资产的经济选择方面产生影响。下面分析

存在新增住房供给情况时，经济人的经济行为以及相应的经济后果。令Ｅｔ＋Ａｔ＝Ｔｔ，

且 ωｔ·Ｔｔ ＝Ｔｔ＋１，房产长期供给速度收敛，即 ∏
∞

ｉ＝１
ωｉｔ＋ｉ→ Ｃ０，且 βｉωｉ ＜１

（ｉ＝１，２，…）。这个经济的目标函数仍为式 （４４）。
其约束条件如下：

Ｃｔ＋ｑｔ＋１·Ｅｔ＋１＋Ａｔ＋１·ｑｔ≤（Ｒｔ＋ｑｔ）Ａｔ＋ｑｔ·Ｅｔ＋（ωｔ－１）（Ａｔ＋Ｅｔ）·ｑｔ （５９）

经过变形，约束条件如下所示：

Ｃｔ＋ｑｔ＋１·Ｅｔ＋１＋Ａｔ＋１·ｑｔ≤Ｒｔ·Ａｔ＋ωｔ·（Ａｔ＋Ｅｔ）·ｑｔ （６０）

对于将要得到的优化条件，具体证明如下所示：

对上面目标函数与约束构造Ｌ算子：

Ｌ＝∑
∞

ｔ＝０
βｔ［Ｕ（Ｃｔ）＋ｕ（Ｅｔ）］＋λｔ［Ｒｔ·Ａｔ＋ωｔ·（Ａｔ＋Ｅｔ）·ｑｔ－

Ｃｔ－ｑｔ＋１·Ｅｔ＋１－Ａｔ＋１·ｑｔ］
（Ａ５）

对Ｃｔ求导，可得：Ｕ′（Ｃｔ）＝λｔ。对Ｅｔ求导，得：

βｔｕ′（Ｅｔ）＋β
ｔλｔ·ｑｔ－β

ｔ－１λｔ－１·ｑｔ＝０ （Ａ６）

β
ｕ′（Ｅｔ）
λｔ－１

·
１
ｑｔ－１
＋β

λｔ
λｔ－１

＝１ （Ａ７）

对Ａｔ求导，可得：

βλｔ（Ｒｔ＋ωｔ·ｑｔ）－λｔ－１·ｑｔ－１ ＝０ （Ａ８）

同样设效用函数为对数或者为ＣＲＲＡ型。此时住房的价格为：

ｑｄｔ ＝Ｅ∑
∞

ｉ＝１
βｉ∏

∞

ｉ＝１
ωｉｔ＋ｉ·

Ｕ′（Ｒｔ＋ｉ）
Ｕ′（Ｒｔ）

·Ｒ{ }ｔ＋ｉ （６１）

因为在任何一期内，Ｃｔ＝Ｒｔ，由βλｔ（Ｒｔ＋ωｔ·ｑｔ）－λｔ－１·ｑｔ－１ ＝０可得：

βλｔ（Ｒｔ＋ωｔ·ｑｔ）＝λｔ－１·ｑｔ－１ （６２）

另外，为了能够简化我们的问题，我们假设ωｔ＋ｉ＝ω，且β·ω＜１。
如果是房产的供给没有变动，则ωｔ＝１，在这种情况下，

ｑｓｔ＝Ｅ∑
∞

ｉ＝１
βｉ·
Ｕ′（Ｒｔ＋ｉ）
Ｕ′（Ｒｔ）

·Ｒ{ }ｔ＋ｉ （６３）

从上面两式可以发现：在无新房供给的情况下，住房的价格等于房租的贴现；在

有新房供给的情况下，住房的价格等于房租的供给贴现，供给贴现率为消费者主观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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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乘以住房供给速度。

证明如下：

当ω＜１时，ｑｓｔ ＞ｑ
ｄ
ｔ；当 ω ＞１时，ｑ

ｓ
ｔ ＜ｑ

ｄ
ｔ。设 Ｋ ＝

β
１－β

－ ωβ
１－ωβ

＝

β·（１－ω）
（１－β）·（１－ωβ）

，则当ω＞１时，Ｋ＜０；当ω＜１时，Ｋ＞０。

证毕。

根据上面所推导出来的结果，可得住房价格和自住住房的关系。为了比较无新增

住房和有新增住房的情况，分别得到这两种情况下自住住房和住房价格的关系。

无新房供给：

β
ｕ′（Ｅｔ）
λｔ－１

·
１
ｑｔ－１
＋β

λｔ
λｔ－１

＝１ （６４）

有新房供给：

β
ｕ′（Ｅｔ）
λｔ－１

·
１
ｑｔ－１
＋β

λｔ
λｔ－１

＝１ （６５）

从优化条件中，可以看出无新房供给和有新房供给的优化条件是一致的。下面使

用对数效用函数来表示具体住房价格和自住住房的关系：

β
Ｃｔ
Ｃｔ＋１

＋
Ｃｔ
Ｅｔ＋１
·
１
ｑｔ
＝１ （６６）

另外，可得自住住房使用量与房租的关系。其具体结果如下所示：

Ｅｔ＝
（１－β）·Ｒｔ·Ｒｔ＋１
β（Ｒｔ＋１－βＲｔ）

（６７）

可得：ｄＥｔ／ｄＲｔ＜０和ｄＥｔ／ｄＲｔ＋１＜０。从式 （６７）中可以看出：居民对自住型住
房的需求与住房的房租是负相关的。这意味着如果房租越高，居民将更多地减少自

身居住的住房，以增加出租住房的数量。下面我们分析投资型住房的需求。由于住

房的供给情况将影响到房地产市场的均衡，为此我们分析与比较无、有新房供给的

情形。

把式 （６７）代入房地产存量公式中，可得用于资产方面的房地产存量。具体结
果如下所示。

无新房供给的情形时，房地产资本存量

Ａｔ＝Ｔ－
（１－β）·Ｒｔ·Ｒｔ＋１
β（Ｒｔ＋１－βＲｔ）

（６８）

对式 （６８），做比较静态分析可得：ｄＡｔ／ｄＲｔ＞０和ｄＡｔ／ｄＲｔ＋１＞０。根据价格和房
租的关系ｄＰｔ／ｄＲｔ＞０，ｄＰｔ／ｄＲｔ＋１＞０，可以得出：ｄＡｔ／ｄＰｔ＞０和ｄＡｔ／ｄＰｔ＋１＞０。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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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当房地产价格提升后，经济人用于资产方面的房地产投资将提高。或者说，当

经济人所购买的住房更多地用于资产性投入时，将促使房地产价格的上升。

有新房供给的情形时，房地产资本存量

Ａｔ＝Ｔｔ－
（１－β）·Ｒｔ·Ｒｔ＋１
β（Ｒｔ＋１－βＲｔ）

（６９）

可以发现，在有新增住房供给的情况下，资本性房地产存量和房地产价格的关系

与无新增住房供给的情况是相同的。也就是说，住房供给的类型对住房价格和资本性

房地产存量的比较静态结果无关。

这意味着，不管是否存在新增住房供给，资本性房地产存量与房地产价格是正相

关的。或者说，不管是否存在新增住房供给，消费性房地产存量与房地产价格是负相

关的。

（三）有关房产税的分析

下面分析房产交易税与物业税，其中ｔ为房产交易税，Ｔ为物业税。交易税表现
为在住房交易过程中所需要支付的税收，因此该税收的大小与交易额（Ａｔ＋１－Ａｔ）是成
正比的。物业税是经济人在每期中需要根据住房投资的大小所需要支付的税收。因此

该税收的大小与该期Ａｔ的大小成正比 （不同物业税：仅对投资型征收和对所有房产

进行征收）。先分析仅对投资型房产进行征收。这样约束条件就变为：

Ｃｔ＋ｑｔ＋１·Ｅｔ＋１＋Ａｔ＋１·ｑｔ≤（Ｒｔ＋ｑｔ－Ｔｔ）·Ａｔ＋ｑｔ·Ｅｔ－（Ａｔ＋１－Ａｔ）·ｔ （７０）

Ｃｔ＋ｑｔ＋１·Ｅｔ＋１＋Ａｔ＋１·（ｑｔ＋ｔ）≤（Ｒｔ＋ｑｔ＋ｔ－Ｔｔ）·Ａｔ＋ｑｔ·Ｅｔ （７１）

同样，可以得出经济中有交易税和物业税时的最优条件：

β
Ｕ′（Ｃｔ＋１）
Ｕ′（Ｃｔ）

＋
ｕ′（Ｅｔ＋１）
Ｕ′（Ｃｔ）

·
１
ｑｔ
＝１ （７２）

βλｔ（Ｒｔ＋ｑｔ）＝λｔ－１·ｑｔ－１ （７３）

根据上面的优化条件，可以发现存在税收经济的基本优化条件和不存在税收经济

的优化条件是相同的。该优化条件的具体证明如下所示：

Ｌ＝∑
∞

ｔ＝０
βｔ［Ｕ（Ｃｔ）＋ｕ（Ｅｔ）］＋

λｔ［（Ｒｔ＋ｑｔ＋ｔ－Ｔｔ）·Ａｔ＋ｑｔ·Ｅｔ－Ｃｔ－ｑｔ＋１·Ｅｔ＋１－Ａｔ＋１·（ｑｔ＋ｔ）］
（Ａ９）

对Ｃｔ求导，可得：Ｕ′（Ｃｔ）＝λｔ。对Ｅｔ求导，得：

βｔｕ′（Ｅｔ）＋β
ｔλｔ·ｑｔ－β

ｔ－１λｔ－１·ｑｔ＝０ （Ａ１０）

β
ｕ′（Ｅｔ）
λｔ－１

·
１
ｑｔ－１
＋β

λｔ
λｔ－１

＝１ （Ａ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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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Ａｔ求导，可得：

β·λｔ（Ｒｔ＋ｑｔ＋ｔ－Ｔｔ）－λｔ－１（ｑｔ－１＋ｔ）＝０ （Ａ１２）

对上式进行递归，这样得到了房产的价格如下：

ｑｔ＝Ｅ∑
∞

ｉ＝１
βｉ·
Ｕ′（Ｃｔ＋ｉ）
Ｕ′（Ｃｔ）

·（Ｒｔ＋ｉ＋ｔｔ＋ｉ－Ｔｔ＋ｉ{ }）－∑
∞

ｉ＝１
ｔｔ＋ｉ （Ａ１３）

由此可以看出：物业税的增加将有效降低住房价格。但交易税是如何影响住房

价格的还无法判断。如果经济是 “树”的形式，交易税的征收会使住房的价格下

降。如果经济处于很多的冲击下，经济人针对这些冲击不断调整自身的行为，那么

房产交易税的征收会在某些特定的时期不会对住房的价格产生影响或者会抬高住房

的价格。另外从式 （Ａ１３）中可知，一个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是经济增长。如果

使用对数效用函数，则 （Ａ１３）中的
Ｕ′（Ｃｔ＋ｉ）
Ｕ′（Ｃｔ）

就转化为１／ｇｔ＋１。可见如果经济增长

得到提高，那么会使得房地产价格下降。结合上面的分析，当真实经济增长率保持

在一个较高的水平时，房地产的价格会下降，这使得相对于自住住房数量的增加，

资本性住房的数量相对减少。这是由于当真实经济出现增长时，经济人减少资本性

住房存量，可用于分配消费的产品数量变多，这样使用计价产品表示的房地产价格

会出现下降。

八、结论

如果房地产市场的供给和消费品市场的供给是相互替代的关系，那么当房地产市

场和消费品市场的供给出现波动时，将使得经济人倾向于减少当期的消费以增加未来

的消费。这将导致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当房地产市场的供给和消费品市场的供给是

互补的关系时，且住房租金比和未来消费品不具有正相关的关系时，我们无法明确确

定经济未来的增长和消费的增加。另外，如果房地产市场的供给和消费品市场的供给

是互补的关系时，且住房租金比和未来消费具有正相关时，经济人会增加当期的消费

并减少未来的消费。这导致经济增长降低。

在经济人选择住房自住和住房出租方面，如果经济人更偏好未来的住房和消费，

当自住人数增加时，对未来自住住房的需求就会增加。如果经济人不偏好未来的住

房，且偏好未来的消费时，当自住人数增加时，对未来自住住房的需求反而会减少。

另外，我们还发现在房地产市场中，即使购买住房的人数出现增加，对房地产真实购

买的数量也未必会增加，一部分新增的自住住房人群可能挤出了更多的自住的需求。

最后，即使当自住人数的增加并使得对未来房地产市场的需求增加时，这种情况需要

经济人更加偏好未来的福利水平的条件下才能成立。

首先，在经济人未来消费和自住住房组合中，如果经济中的房屋租金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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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经济人越倾向于减少未来的自住住房。这将导致房地产市场供给的增加。其

次，我们还发现住房价格和自住住房的关系是负相关。当经济处于稳态时，如果

经济人更倾向于自住住房的话，则经济人在住房数量和住房价格方面的权衡余地

就越大。另外，当经济人更偏好当期福利时，经济人在未来住房方面的权衡余地

也就越小。在房价和资本性住房、消费性住房存量方面，资本性房地产存量与房

地产价格是正相关的。或者说，不管是否存在新增住房供给，消费性房地产存量

与房地产价格是负相关的。最后，在税收如何影响房地产价格的方面，我们得到

物业税的增加可以有效地降低住房的价格。但交易税是如何影响住房价格的还无

法判断。

现阶段我国所征收的房产税主要是对出租住房的收入所缴纳的税收。因此这部分

税收的多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住房收入的多少。我们使用２００１～２０１７年３０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住房价格和房租的相关性不是很

显著，这意味着住房价格并不是影响房租的一个因素。从房租和居民收入的相关性

来看，居民收入越高，所需支付房租也就越高。结合住房的销售量来分析，如果住

房销售的增加也会增加房租总量。这可以理解为当住房供给增加时，用于出租的住

房也增加了，尽管单位住房的真实房租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下降，但租房的人数增

加抵销了单位住房房租的下降，使得总房租水平得到了提升。与土地增值不同的

是，住房租金与房地产资金来源中的开发贷款是正相关的。开发贷款可以理解为房

地产企业的生产成本，贷款的提高使得住房成本提升，进而影响到住房的价格进而

影响到住房的租金。另外，土地开发投入和土地使用税及土地增值税也可以提升住

房的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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