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效性保障房供给规模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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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者利用城市经济学理论模型分析长效性保障房供给规模对城
市空间和社会福利的影响。长效性保障房的供给会提高低收入居民的效用，

缩小社会的贫富差距，抑制商品住房价格，但是也会扩大城市边界并减少公

共服务。过度的长效性保障房供给将导致财政困难，减少社会福利。因此，

应把握好长效性保障房供给规模和商品住房供给规模的均衡问题，只有供给

适当规模的长效性保障房，才能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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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共有产权房根据土地划拨方式可分为共有产权经济适用房和共有产权限价房。共有产权经济适用房由

原经济适用房转化而来，其土地是无偿划拨的；而共有产权限价房的土地是有偿出让的。

一、引言

１９４９年以来，中国城镇住房制度建设过程中，一直存在住房保障和住房市场的
均衡问题。过度的住房保障使财政压力过大，无法持续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过度的

住房商品化则导致越来越多的中低收入家庭面临住房困难。

目前中国各地存在着多样化的保障性住房形式，本文根据住房保障功能和土地

使用性质 （无偿划拨或有偿出让）对保障性住房加以归类。狭义的保障性住房，土

地是无偿划拨的，包括封闭式运营的产权式保障房 （如合作型住房、共有产权经济

适用房①）、公共租赁房和廉租房等；广义的保障性住房，土地是有偿出让的，是一

次性 “购房式”的保障性住房，包括限价房、拆迁安置房、棚户区改造房和旧城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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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房等①。地方政府以无偿划拨方式供应狭义保障性住房的建设用地，承担土地收入

减少的机会成本。因此，地方政府对狭义保障性住房建设的积极性不高，一般只愿意

建在机会成本 （地价）较低的区位。

一次性 “购房式”保障房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保障性住房，不具有长效性 （王小

广，２０１２）。潘爱民和韩正龙 （２０１２）认为，只有改变原有的 “购房式”保障理念，

构建新的住房保障制度，才能解决当前保障房制度存在的问题。Ｈｕａｎｇ（２００３）实证
分析发现，住房制度对城镇户籍家庭影响很大，但是对没有享受到住房实物分配的非

城镇户籍家庭影响非常小。郑思齐等 （２０１１）研究表明，农民工聚居区住房供给能
力的提高和居住环境的改善将增加城市人力资本的总量，并促进城市经济的增长。但

是，在以户籍为前提的住房保障制度和高企的房价下，大部分农民工解决住房问题面

临着政策失灵和市场失灵。Ｏｈｌｓ（１９７５）研究表明，在私有市场中开发商不可能为低
收入家庭建设新住房。顾澄龙等 （２０１６）研究表明，城镇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水平
只有通过保障房建设才更有可能得到提高。

但是，我国福利分房制度的实践证明，长期、大规模的公房供应导致了财政问题

并降低了整体社会福利。究竟供应多少保障房才能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呢？本文主

要围绕长期发挥住房保障功能的狭义保障性住房 （以下简称 “长效性保障房”）进行

研究，分析长效性保障房供给规模对房价、城市空间、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影响。

目前以理论模型分析保障房政策对房价、城市空间、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影响的研

究较少。Ｂｒｕｅｃｋｎｅｒ（１９８１）和Ｓａｓａｋｉ（１９９０）建立住房空间模型，只分析了商品住
房消费、交通系统和收入变化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没有分析保障房政策。Ｓｗｅｅｎｙ
（１９７４）、Ｂｒａｉｄ（１９８６）、Ａｒｎｏｔｔ和 Ｂｒａｉｄ（１９９７）、Ｈａｒｄｍａｎ和 Ｉｏａｎｎｉｄｅｓ（１９９９）、
Ｓｕｓｉｎ（２００２）和Ｇｌａｅｓｅｒ（２００３）建立非空间模型，分析了开发商补贴、收入补贴、
维修补贴、租金补贴和租金管制等住房保障政策的效果。Ｃｈｕｄａｃｏｆｆ和 Ｓｍｉｔｈ（２００９）
分析发现，在实施公共住房建设政策过程中，如果逐渐放宽商业开发条件使开发商获

取更多利益，使解决低收入者住房问题变成次要目的，那么社会福利将下降。Ｓｍｉｔｈ
和Ｆｅｒｒｙｍａｎ（２００６）认为，美国集中建设的公共住房居住环境的恶化降低了居民福
利，通过 “希望六号”计划建立贫富混合社区改变公共住房的居住条件并提升居民

福利。在我国的保障房政策研究中，只有少数研究分析了保障房政策的福利效应，但

是主要通过被保障居民及周边居民满意度来衡量福利效应，例如，李梦玄和周义

（２０１２）、余劲和程甜 （２０１５）。顾澄龙等 （２０１６）分析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的结果显
示，只有加入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居民其住房福利才得到提升，但未加入该制度的居民

其住房福利反而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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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它们都属于产权式保障性住房，对政府而言均有土地出让金收入，只解决购买人的住房问题 （一次性

保障）。限价房以出让方式获得建设用地，棚户区改造房和旧城改造房可以盘活部分土地获得土地出让收入。通

过调研发现，它们的开发资金回笼较快，政府和开发商较倾向于这些项目的开发。



本研究的贡献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结合中国特色元素与西方经济学理论，

弥补有关我国住房保障制度方面的理论模型研究较少的空白。本文把商品住房和长

效性保障房的区别聚焦于我国特色的土地制度、住房价格和选址，结合城市经济学

原理建立数学模型。第二，通过政策模拟，客观、系统地分析长效性保障房和商品

住房的政策效果，尤其是对长效性保障房的政策模拟分析为住房保障制度的长期规

划提供了理论依据。第三，分析方法上的创新。区别于从宏观层面分析住房政策的

大部分研究方法，本文从居民和政府的微观层面分析保障房的政策效果，分析结果

更为直观。

二、城市理论模型

假设一：城市里只有商品住房和长效性保障房两种住房。政府主要通过土地供给

控制商品住房和长效性保障房的建设。商品住房用地为出让的土地，而长效性保障房

用地为划拨的土地。政府为获得更多的土地出让金收入，把商品住房建设在城市内部

区域 （从ＣＢＤ到ｚｎ之间的区域），把长效性保障房建设在城市边缘地区 （ｚｎ和 Ｚ之
间的区域），如图１所示。

图１　在线性城市中的住房选址的空间布局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假设二：政府利用土地租金收入供给公共服务Ｇ，同时决定城市基准地租 （内部

边界的地租）珋ｒ和长效性保障房供给规模，即准入门槛收入 （阈值）珋ｙ。一次性收取
的土地出让金属于存量 （ｓｔｏｃｋ），土地租金属于流量 （ｆｌｏｗ），在土地出让年限内收取
的土地租金总额等于土地出让金额。本文采用流量概念，即土地租金。

假设三：使用封闭的阿隆索城市模型 （ＡｌｏｎｓｏｔｙｐｅＵｒｂａｎＳｅｔｔｉｎｇ）假设，即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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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线性平原城市，所有居民通勤于中央商务区 （ＣＢＤ，在原点且面积为零）。假定
城市有ｎ个不同收入 （离散分布）阶层，并且 ｙ１＜… ＜ｙｉ－１＜ｙｉ＜… ＜ｙｎ。假设 珋ｙ＝

ｙｉ－１，收入ｙｊ居民人口为Ｎｊ，那么高于准入门槛收入的居民人口为Ｎ
ｈ＝∑

ｎ

ｊ＝ｉ
Ｎｊ，低于准

入门槛收入的居民人口为Ｎｌ＝∑
ｉ－１

ｊ＝１
Ｎｊ，总人口为Ｎ＝Ｎ

ｈ＋Ｎｌ。

假设四：住房建筑面积与住房占地面积 （ＬｏｔＳｉｚｅ）成正比例，住房的建筑成本
包含于综合商品消费。① 因此，住房占地面积可视为住房面积。

假设五：土地征用费和农业用地租金为零。因此，土地征用的机会成本为零，商

品住房的价格等于土地租金，长效性保障房的价格等于土地征用费为零。

至此，本文把研究焦点放在商品住房和长效性保障房的本质区别上。这不仅有利

于分析土地出让金对公共服务的贡献，而且可以进一步分析财政可持续、社会可持续

的住房保障政策实施的限度。

（一）高收入家庭行为

在收入ｙｊ预算内，消费者理性选择消费品需求 ｘ、商品住房需求 ｑ（面积）追求
效用Ｕｊ最大化。在Ｓａｓａｋｉ（１９８７）和张金水 （２００３）的研究基础上，将居民家庭效
用模型设定如下：

ｍａｘ
｛ｘ，ｑ｝
Ｕｊ＝αｌｎｘ＋βｌｎｑ＋γｌｎＧ　（０＜α，β，γ＜１）

ｓｔ　ｙｊ＝ｘ＋ｒ（ｚ）ｑ＋ｋｚ （１）

其中，ｚ代表离ＣＢＤ的距离；ｒ（ｚ）代表ｚ地点的每单位土地面积的租金 （根据

假设五，商品住房价格等于土地租金）；ｋ代表单位交通成本；消费品价格是单位化
的 （Ｎｕｍｅｒｉａ），即为１；α、β和γ分别为对消费品、住房、公共服务的消费弹性；Ｇ
为公共服务水平。

消费者为追求效用最大化而进行居住选址。开发商在销售商品住房的同时把土地

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在某宗居住用地的出让过程中，一般出价最高的开发商才能获得

该地块的使用权。因此，市场均衡地租 ｒ（ｚ）等于消费者达到均衡效用时的最高竞
价地租ｒｊ（ｚ），可以描述为式 （２）：

ｒ（ｚ）＝ｒｊ（ｚ）＝ｍａｘ
｛ｘ，ｑ｝

ｙｊ－ｋｚ－ｘ
ｑ

ｓｔ　 Ｕｊ＝Ｕ（ｘ，ｑ，Ｇ） （２）

其中，ｚｊ－１≤ｚ≤ｚｊ。
在封闭城市的均衡中，收入相同的家庭拥有相同的竞价地租曲线，即同一个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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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建筑品质与建筑成本正相关，收入越高的家庭愿意购买品质越高的住房，因此假设建筑品质属于消费

品需求。



阶层居住在同一个区域。有：

∫
ｚｊ

ｚｊ－１

１
ｑｄｚ＝Ｎｊ （３）

根据所有家庭拥有住房的假设，城市内部区域的商品住房总户数等于高收入者总

人口，见图１。

∑
ｎ

ｊ＝ｉ
∫
ｚｊ

ｚｊ－１

１
ｑｄｚ＝Ｎ

ｈ （４）

根据封闭城市的均衡条件和假设，城市内部边界的地租等于珋ｒ：

ｒ（ｚｎ）＝ｒｎ（ｚｎ）＝珋ｒ （５）

在均衡中，两个收入阶层相邻居住地点的竞价地租相同，即 ｒｉ（ｚ） ＝ｒｉ－１ （ｚ），
见图１。

ｒｎ（ｚｎ－１）＝ｒｎ－１（ｚｎ－１）



ｒｉ＋１（ｚｉ）＝ｒｉ（ｚｉ）
（６）

利用式 （２）、式 （３）、式 （５）和式 （６）推导城市内部边界ｚｎ为：

ｚｎ ＝ｚ（ｙｉ，…，ｙｎ，Ｎｉ，…，Ｎｎ，珋ｒ，ｋ） （７）

对式 （２）用拉格朗日乘数法 ［Ｌ＝
ｙｊ－ｋｚ－ｘ
ｑ ＋λ（Ｕｊ－αｌｎｘ－βｌｎｑ－γｌｎＧ）］求

极值，即
Ｌ
ｘ
＝０，Ｌ

ｑ
＝０。再代入式 （５）、式 （６）和式 （７）可求得：

ｘ＝α（ｙｊ－ｋｚ）
ｑ＝ｑ（ｙｉ，…，ｙｎ，Ｎｉ，…，Ｎｎ，珋ｒ，ｋ，α，β，ｚ） （８）

ｒ（ｚ）＝ｒｊ（ｚ）＝ｒ（ｙｉ，…，ｙｎ，Ｎｉ，…，Ｎｎ，ｚ，珋ｒ，ｋ，α，β）　（ｊ＝ｉ，ｉ＋１，…，ｎ）

从式 （８）可求得高收入家庭的间接效用为：

Ｖｈｊ ＝αｌｎｘ＋βｌｎｑ＋γｌｎＧ＝Ｖ（ｙｉ，ｙｉ＋１，…，ｙｎ，Ｎｉ，…，Ｎｎ，珋ｒ，ｋ，α，β，γ）　（ｊ＝ｉ，ｉ＋１，…，ｎ） （９）

高收入群体的边森型社会福利 （ＢｅｎｔｈａｍｔｙｐｅＳｏｃｉａｌＷｅｌｆａｒｅ） （Ｂｕｒｎｓ，２００５）可
表示为：

ＴＶｈ ＝∑
ｎ

ｊ＝ｉ
ＮｊＶ

ｈ
ｊ ＝Ｖ（ｙｉ，…，ｙｎ，Ｎｉ，…，Ｎｎ，珋ｒ，ｋ，α，β，γ） （１０）

（二）低收入家庭行为

２００７年国务院出台的 《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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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房建筑面积控制在６０平方米左右。为准确地分析长效性保障房政策，本文以低
收入家庭的效用不超过高收入家庭效用为前提，限制长效性保障房面积。门槛收入

珋ｙ＝ｙｉ－１的家庭可以选择商品住房或长效性保障房居住，但是其效用都会相同。即，
在均衡条件下，收入为 珋ｙ＝ｙｉ－１的家庭居住在ＣＢＤ商品住房的效用与住在城市内部边
界ｚｎ长效性保障房的效用相等。

居住在ＣＢＤ商品住房的效用：

Ｕｃ＝ｍａｘ
｛ｘ，ｑ｝
Ｕ（ｘ，ｑ，Ｇ）

ｓｔ　珋ｙ＝ｘ＋ｒ（０）ｑ （１１）

居住在城市内部边界长效性保障房的效用为：

Ｕｅ＝ｍａｘ
｛ｘ｝
Ｕ（ｘ，珋ｑ，Ｇ）

ｓｔ珋ｙ＝ｘ＋ｒ（ｚ）珋ｑ＋ｋｚｎ （１２）

根据假设，长效性保障房的土地租金为零：

ｒ（ｚ）＝ｒｊ（ｚ）＝ｒａ＝０　（ｊ＝１，２，…，ｉ－１） （１３）

满足Ｕｃ＝Ｕｅ条件，长效性保障房的住房面积 珋ｑ为：

珋ｑ＝ ααββ珋ｙ
ｒ（０）β（珋ｙ－ｋｚｎ）

[ ]α
１
β

（１４）

其中，ｒ（０）和ｚｎ是内生变量。
为便于分析，假设长效性保障房区域内的交通成本为零，低收入家庭只承担从

ＣＢＤ到城市内部边界的通勤费用。
尽管长效性保障房的住房面积 （珋ｑ）为内生变量，但是对低收入家庭而言仍然是

外在给定的面积。由式 （１２）和式 （１４）可求得低收入家庭的间接效用为：

Ｖｌｊ＝αｌｎｘｊ＋βｌｎ珋ｑ＋γｌｎＧ＝αｌｎ（ｙｊ－ｋｚｎ）＋βｌｎ珋ｑ＋γｌｎＧ

＝Ｖ（ｙｊ，ｙｉ，ｙｉ＋１，…，ｙｎ，Ｎｉ，…，Ｎｎ，珋ｒ，ｋ，α，β，γ）　　（ｊ＝１，２，…，ｉ－１）
（１５）

由此可见，对低收入家庭而言收入越高效用越高，即Ｕｉ－１＞Ｕｉ－２＞…＞Ｕ１。
低收入群体的总效用为：

ＴＶｌ＝∑
ｉ－１

ｊ＝１
ＮｊＶ

ｌ
ｊ＝Ｖ（ｙ１，ｙ２，…，ｙｎ，Ｎ１，…，Ｎｎ，珋ｒ，ｋ，α，β，γ） （１６）

由式 （７）和式 （１４）可求得城市边界为：

Ｚ＝ｚｎ＋Ｎ
ｌ珋ｑ＝ｚ（ｙｉ，…，ｙｎ，Ｎｉ，…，Ｎｎ，Ｎ

ｌ，珋ｒ，ｋ，α，β） （１７）

（三）政府行为

政府拥有所有的城市土地，土地租金的总收入为：

９６

姜雪梅：长效性保障房供给规模对城市空间和社会福利的影响



ＴＲ＝∑
ｎ

ｊ＝ｉ
∫
ｚｊ

ｚｊ－１
ｒ（ｚ）ｄｚ （１８）

在收支均衡的条件下，政府以土地租金进行融资，供给公共服务，负责土地开

发。所有的交通费用都归于外部的交通部门。

Ｇ＝ＴＲ－ｃＺ （１９）

其中，ｃ为单位面积的土地开发成本，珋ｒ≥ｃ＞０；当ＴＲ≤ｃＺ时，Ｇ＝０。
土地开发成本一般包括征地费用和市政基础设施的铺设费用，如给排水、电、道

路等。这些费用与土地面积成比例，因此可以假设ｃ为常数。
政府决策长效性保障房的供给规模和门槛收入 珋ｙ，追求社会效益最大化：

ｍａｘ
｛珋ｙ｝
ＴＶ＝ＴＶｈ＋ｌ·ＴＶｌ

ｓｔＧ＝ＴＲ－ｃＺ （２０）

其中，ｌ为权重指数。

三、政策模拟

影响长效性保障房政策成效的重要因素有准入门槛收入 （阈值）、供给规模、长

效性保障房面积和公共服务。后两项都是政策内生变量并取决于给定的阈值，长效性

保障房供给规模取决于阈值和低收入者人口规模。因此，政策模拟的焦点放在阈值变

化和观察长效性保障房政策效果上。

本文利用百万人口的虚拟城市进行政策模拟。２０１６年末我国１００万人以上的
城市达１４７个，其中３００万人以上的城市有２６个。城市规模越大，居民就业、消
费的商圈数量越多。比如，人口为２０００多万人的北京市有２０多个商圈，具体有王
府井、崇文门、ＣＢＤ、双井、朝外、燕莎、西单、阜成门、公主坟、石景山、亚
奥、立水桥、中关村、上地、望京、前门、方庄、丽泽桥、木樨园、潘家园、亦

庄、梨园等商圈。马树才和宋丽敏 （２００３）研究了我国的最佳城市规模，认为人
口规模在１００万 ～２００万人和５０万 ～１００万人的城市其城市规模效率和城市可持续
发展能力最高。英国地方政府皇家委员会的研究表明，城市最佳行政管理人口规模

为２５万 ～１００万人 （巴顿，１９８４）。国外最优城市规模研究建立在较为完善的理论
基础上，许多基础理论仍然适用于我国城市的问题研究与分析 （李培，２００７）。因
此，本文选择人口为１００万人的单中心城市进行模拟。假设该城市里有１０个不同
收入阶层 （其收入及人口分布见表 １），阈值 珋ｙ从 ０变化到 ｙ８。本文利用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对第二部分模型编程，给其他外生变量和参数赋予不同的值，反复进
行政策模拟。

０７

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表１　各阶层月收入和人口分布

ｙ１ ｙ２ ｙ３ ｙ４ ｙ５ ｙ６ ｙ７ ｙ８ ｙ９ ｙ１０

收入（元） ２５００ ３０００ ３５００ ４０００ ４５００ ５０００ ６０００ ７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人口（人）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整理。

政策模拟结果显示，随着准入门槛收入 （即长效性保障房供给规模）的提高，

地租总收入和公共服务的供给量都在减少，见图２－Ａ。原因在于：一方面，门槛收
入标准的提高使消费商品住房的居民减少，这导致城市内部地租的下降和城市内部边

界的缩小；另一方面，门槛收入标准的提高使长效性保障房面积变大，更多的居民将

消费长效性保障房，城市边界扩大 （见图２－Ｂ）。
政策模拟结果显示，长效性保障房供给不仅能提高低收入居民的效用，还能一定

程度上抑制商品住房价格，提高部分高收入居民的效用。如图２－Ｃ所示，当阈值从
０增加到ｙ２时，收入为ｙ１和ｙ２的低收入居民的效用明显提高 （见图２－Ｃ左纵轴），
当阈值为ｙ１时高收入为ｙ４居民的效用 （ｖ４）（见图２－Ｃ右纵轴）最高。低收入居民
消费长效性保障房以及商品住房需求的减少导致住房价格的下降，所以高收入居民可

以通过增加居住面积来提高效用。

政策模拟结果显示，长效性保障房供给起到收入再分配的作用，减少贫富差距。

如图２－Ｄ所示，当阈值为０（长效性保障房供给规模为零）时，高、低收入居民之
间的效用差异 （Δ（ｖ１０－ｖ３）、Δ（ｖ９－ｖ２）、Δ（ｖ８－ｖ１））最大；随着阈值
（即长效性保障房供给规模）的增加，高、低收入居民之间的效用差异单调减少。

政策模拟结果显示，只有供给适当规模的长效性保障房，才能实现社会福利的最

大化。如图２－Ｄ所示，当阈值为ｙ２时，整体社会效用最大。即，最佳的政策选择是
准入门槛收入设定为ｙ２，ｙ１和ｙ２低收入居民消费长效性保障房，其他居民消费商品
住房。

政策模拟结果显示，过度的住房保障导致财政困难，降低社会福利。居民的

生活质量与公共服务水平息息相关。当阈值超过 ｙ３ （即长效性保障房供给占住房
总套数的比例超过４０％）时，由于公共服务的缺失，所有居民的个人效用和社会
福利急剧下降 （见图２－Ｃ和图２－Ｄ）。如图２－Ａ所示，当阈值超过ｙ３时公共服
务水平小于零，即长效性保障房供给覆盖收入为 ｙ３以下的居民时，政府将面临财
政困难。这反映了大规模无偿使用长效性保障房用地的负面效果，也部分解释了

福利分房制度的弊端。同时，这也证明了商品住房供给的政策效果。商品住房供

给不仅增加了居住面积，还为公共服务水平乃至整体社会福利的提升做了不可忽

视的贡献。总而言之，政府必须把握好长效性保障房供给的尺度，改善全社会的

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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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长效性保障房政策模拟结果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建立了城市理论模型，分析长效性保障房供给规模对城市空间和社会福利的

影响。长效性保障房供给政策模拟结果表明，如果不断增加长效性保障房供给，不仅

将减少地租收入，而且会使城市边界扩大，公共服务水平下降，甚至会导致整体社会

福利的下降。因此，存在一个最佳的长效性保障房供给量。鉴于本文的研究，提出如

下建议。

第一，长效性保障房的供给量一定要适度。只有供给适当规模的长效性保障房，

才能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适度的长效性保障房供给是行之有效的政策，不仅能解

决低收入居民的住房困难，也将改善中等收入家庭的居住环境。

第二，长效性保障房应进行长期封闭式运营，长期用来解决城市中低收入的住房

问题。已销售的 “购房式”保障性住房会自动终止其再次的住房保障功能，但是在

高企的房价之下不断地涌现新的住房困难户。长效性保障房供给不仅能提高低收入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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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效用，还能起到收入再分配的作用，减少贫富差距。因此，必须保证长效性保障

房的长期住房保障功能，持续解决弱势群体的住房问题，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第三，在住房保障任务考核中，应加大长效性保障房供给比例的权重。中央政府

应以长效性保障房供给比例为主要权重指标来衡量地方政府的住房保障能力，从而引

导地方政府的住房保障长期规划。但是，保障房政策的动态模型分析和可视性预期效

果分析还有较大的研究空白，需要在今后做进一步研究，进而为保障房制度的长期规

划提供更为丰富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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