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术访谈·

对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进入新时期的思考

———李扬研究员访谈录

　 　 导语： 当前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表现出一些新特点。 从实体经

济到虚拟经济， 有五个比较突出的问题需要引起关注， 包括： 城市化模式转换、 产

能过剩、 金融乱象和地方融资平台以及房地产问题， 因此政策框架也应当与时俱进

地进行相应调整。 中国房地产市场经过十余年的发展， 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 进入

了新时期， 需要适时地做出政策上的调整。 就当前房地产市场出现的新情况及相关

问题以及如何构建新的政策框架， 《城市与环境研究》 编辑部对著名经济学家李扬研

究员进行了专访。
李扬： （１９５１ － ）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学部委员、 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中

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 （ＰＥＣＣ） 中国金融市场发

展委员会委员， 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 副秘书长、 学术委员会委员， 中国国际金

融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城市金融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财政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科学

院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叉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 论文集 《改革大思路》、 专著

《财政补贴经济分析》、 论文 《中国城市土地使用与管理》、 《国际资本流动与宏观经

济管理》 分别获得 １９８８ 年度、 １９９０ 年度、 １９９４ 年度、 １９９６ 年度 “孙冶方经济科学”
著作奖和论文奖， 论文 《中国的货币统计及其调控》 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届

（１９９６ 年） 优秀论文奖。 已出版专著、 译著 ２３ 部， 发表论文 ４００ 余篇， 主编大型金

融工具书 ６ 部， 主持国际合作、 国家及部委以上研究项目 ４０ 余项。

《城市与环境研究》 编辑部： 李扬副院长， 您好！ 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

们的专访， 现在学界有个普遍的认识， 即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

期， 我们刊物对此非常关注， 想请您就当前房地产市场出现的新情况及相关问题做

些讲解， 就如何构建新的政策框架谈一谈您的思考。 首先请您就房地产市场发展进

入新时期的原因为我们做些分析。 谢谢！
李扬： 之所以说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新时期， 有这样三个主要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中国的城镇化战略发生了重大调整。
城镇化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 但是长期以来， 在制定城镇化规划时， 都仅从城

市扩张的角度来考虑、 测算多少农村人口、 多大规模， 以什么样的速率进入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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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 中央政府考虑城镇化问题的角度开始从单纯的城市扩张

转变为城乡一体化发展， 即从城乡一体化的角度来考虑城镇化进程， 而且很多地方

政府也已经开始注意到了中央政府的这种转变。 在城乡一体化框架下考虑城镇化，
需要注意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四个：

一是农业问题。 与以往的一些农村政策不同， 现在农业作为一个行业被真正界

定了出来， 既然农业是一个职业， 它就应当规模化， 纯粹用一亩三分地去经营农业

既不适合当今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也不适合新型城镇化的要求。 所以， 要大力推

进农村新型产业组织的发展， 就必须强调规模化、 集约化、 市场化和现代化。
二是农民问题。 农业的规模化、 集约化发展必然会使一些农民离开农业。 那么，

这部分离开了农业之后的农民生活怎么办？ 这个问题必须认真解决。 土地是农民赖

以生存的基础， 是农民生活的基本保障， 因此要让农民获得土地的权利。 农民对土

地有三方面的权利： 一是承包权， 二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权， 三是宅基地权。 截至

２０１４ 年底， 全国土地确权已经取得较大成就， 有的地方已经完成过半。 权利确认之

后的土地必须能够进入市场， 能够交易， 因为如果不能交易则很难说它是一种权利。
三是土地市场问题。 刚才说到上述三种土地权利应当是可以流转的， 当然， 不

同的权利可以有不同的安排。 国家已经展开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农村土地承包、 经

营权已经可以被用于抵押， 新型的城乡一体土地市场正在构建。
四是推进城镇化问题。 现在我们要推进的城镇化是在城乡一体化总框架下的城

镇化， 是在土地制度实行城乡一体化基础上的城镇化， 是在农民掌握了一些土地权

利的基础上的城镇化， 因此农民明确地获得了三项权利之后， 农民和城里人的相对

比较利益也就发生了变化， 而且这个变化非常明显。 掌握了这三项权利的农民愿不

愿意成为市民， 正是现在城镇化的一个非常突出并且需要关注的问题。 因为当我们

从土地城镇化转到人的城镇化时， 却发现很多掌握土地权利的农民不愿意被城镇化，
不愿意成为城里人。 我到县里面去调研， 曾问农民， 现在城镇化正在扩展， 你们怎

么看农民工市民化？ 他们说 “有土地心里才踏实， 当市民干什么？”。 在这种情况下，
城镇化怎么办？ 房地产市场怎么办？ 长期以来一个普遍的观点认为， 中国的城镇化

还需要 １５ 年到 ２０ 年， 因此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还会有 １０ 年的辉煌， 甚至有人认为会

有更长的时间， 依据是每年有一千多万农业转移人口将要进入城市， 他们需要住房，
所以房价还要涨。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 如果农民不愿意当城里人， 那种认为农民为

了成为城里人愿意交换土地权利的假设就要被重新审视。 这正是房地产市场进入新

时期非常重要的基本的前提， 而且是一个体制性的前提。
第二个原因是房地产市场发生了分化。
中国房地产市场经过十几年的发展， 逐渐成熟， 并且正在分化。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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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至今， 中国房地产市场经过将近 ２０ 年的发展， 经历了一个完整的周期， 现在可能

是在这个完整周期的闭合阶段。 一个市场必须经过一个完整周期人们才能对它的性

质有充分的了解。 有很长一段时间， 相当大一部分买房的、 盖房的、 批准盖房的人

都不真正知道房地产市场是什么， 认为盖了房子就挣钱， 不知道房子的核心价值在

于位置。 事实上房子要和城镇化连在一起， 要和基础设施有关联， 要有优雅的环境

等等。 经过这样的周期之后， 大家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 住宅市场是高度区域化的

市场。 城市也要区分为一线、 二线、 三线、 四线， 等等， 北京、 上海、 广州这样的

一线城市可能会保持房价总体上涨的趋势， 但其他一些地方供过于求的情况已经显

露， 出现了所谓的 “鬼城”。 我们不妨做个统计计算一下， 中国这么多年商品房的销

售面积加起来除以 １３ 亿人口， 人均有多少房子？ 事实上已经很多了。 这些年中国已

经建造和销售了很多住房， 不再是以往房子短缺的情况， 所以， 住房市场也要回归

区域化的特点， 回归位置这样一个基本原则， 如此， 就会发现其实房地产市场正在

走向分化。
第三个是技术性原因。
所谓技术性原因， 是指房地产登记系统对全国房地产进行的调查和登记。 过去

十几年来国家也不太清楚到底有多少房、 哪些人有多少房、 谁在需要房？ 房地产登

记将会弥补这个缺陷。 以前在各种情况都不清楚的情况下就开始调控， 当然会有一

些调控不精准的地方， 也就会出现一些我们不希望发生的情况。 可以预计， 今年即

将开始的不动产登记， 包括房地产登记会产生明显 “水落石出” 的效果， 市场也会

随之有很大的不同。
总之， 中国房地产市场面对着很多制度性变化， 这些变化对市场的走势和未来

都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说， 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城市与环境研究》 编辑部： 我们国家目前正处在城镇化的进程中， 城市里的住

房需求有相当大的比例属于刚性的， 当然， 无论是刚性的还是投资性的， 房地产市

场的变化都将会给他们带来较大的影响， 您认为这个影响表现在哪些方面？
李扬： 从房地产市场的发育趋势看， 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时期， 房地产价格可

能会有不同的走势， 不一定单方向上涨， 也可能会跌， 有些地方则可能会有涨有跌。
如果这些情况发生， 就会产生一系列的影响。 关键是， 明确认识到这样一个情况即

将发生之后， 必须要有对策。
房地产市场发生变化， 首先直接影响的就是贷款。 ２０１１ 年银监会前主席刘明康

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银监会从 ２００８ 年就开始对房地产贷款做压力测试， 已经做

了三轮。 结果显示， 即便在最坏的情形下， 即房价下跌 ５０％ ， 风险也还是可控的。
所谓压力测试， 就是用一个模型来计算抵押品的价值如果变化 １０％ 、 ２０％ 、 ３０％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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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分别会有多少贷款变成不良贷款。 现在银监系统始终在做压力测试， 房地产价

格如果有变化， 特别是如果反向变化将会对银行的贷款产生怎样的影响。 宏观而言，
还是在可控的范围内， 但从宏观过渡到结构上来， 也不排除部分区域、 部分金融机

构可能问题会突出一些。 总的来说， 没有特别大的问题， 我们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
《城市与环境研究》 编辑部： 如果说房地产市场发生的变化在可控范围内， 其影

响还不会特别大， 但如果这种变化继续向分化的方向发展， 那么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李扬： 已经出现的房地产市场分化情况是值得警惕的， 特别是目前还在全球危

机的过程之中。 现在的全球危机是经济危机、 债务危机、 金融危机、 货币危机等全

面的危机。 最初这个危机在美国发生的时候， 是房地产市场危机即次贷危机。 危机

产生的原因是， 一种金融工具和房地产市场相关联， 房地产市场出现动荡之后这项

工具就不能兑现了， 因而引起了它本身以及以它为基础的衍生产品都出了问题。 住

房市场是准金融市场， 放眼望去，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凡是发生的危机都

与房地产市场有关， 或者是房地产市场危机引起的， 或者说它反过来引起了房地产

市场危机， 越是靠近现代就越是这样。 日本所谓失去的 ２０ 年也是由房地产市场引起

的， 以至于现在安倍经济学三箭齐发也难以扭转局面， 因此对日本的伤害是很大的。
其他很多国家也有类似情况， 只要调控不当或者政策设计不当， 都会出现这样的问

题。 所以， 一旦中国房地产市场出现危机， 要注意防止向其他领域蔓延。
《城市与环境研究》 编辑部： 看来国家需要对房地产市场的具体情况有个全面和

准确的把握， 如何来把握呢？
李扬： 全面和准确把握房地产市场， 就要对中国房地产市场下一步的发展有研

究、 有预案。 房地产市场千头万绪， 有几个问题需要明确：
第一，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房地产市场。 首先， 要不要统一的住房市场。 从一开

始， 中国就没有建立一个统一的房地产市场。 有一些房和一些人的住房需求不在这

个市场之内， 这些人这样住， 那些人那样住， 没有一个统一市场。 其次， 是以销售

市场为主还是以租赁市场为主？ 中国十几亿人是以买房为主还是以租房为主？ 西南

财经大学做了个调研， 说中国有 ８５％ 的城里人都有房子。 如果这个数字是可靠的，
则中国的住房自有率在世界上是最高的， 美国是 ６５％ ～ ６６％ 的水平。 这一点非常重

要， 因为它涉及政府解决弱势群体住房问题时， 是着眼于让他们买房还是提供房源

让他们去租？ 现在有很多政策是促使那些下岗的、 刚工作的人去买房。 如果着眼于

让弱势群体去买房， 是根本不能解决问题的。 所以， 下一步需要明确的是， 中国的

房地产市场应该是什么样的。
第二， 国家提供的所谓商品房是什么意思。 中国现在的住房种类繁多， 有两限

房、 经济适用房、 廉租房、 自住房、 小产权房等等， 至少有 ２０ 多种。 到底有多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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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 行内行外的专家都说不清楚。 因为房子的种类不同， 才有人在中间得利， 所

以下一步需要整顿。 经济适用房一开始就受到批评， 因为从经济适用房一出现就有

开宝马车的人去住。 所以， 必须要明确所谓商品房是什么意思， 包括哪些种类， 这

样才能统计， 才能调控。
第三， 如何提高大众的住房支付能力。 首先是住房市场的 “可承受” 能力问题。

房价是工资的多少倍才可以买得起房？ 什么样的房价是合理的？ 中国的房价是工资

的几十倍， 按照这个比例人人都买不起， 但是人人都要买， 很多人也确实买了， 为

什么会有这种情况， 需要搞清楚。 然后是租价的问题。 租价应当在一个合理的水平

上， 租房市场和住房市场应当是联动的关系。 如果有一些人确实买不起房子， 政府

用什么方式来资助他？ 自然是应该盖房子让他们去租， 绝对不能让他们买房了。 如

果对一些买不起房的人进行补贴的话， 用什么方式补？ 是补砖头还是补人头？ 这个

问题也需要明确和解决。
第四是金融体系问题。 住房是个耗钱的事儿， 需要有与其相匹配的金融系统来

支持。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探索建立政策性住房金融体系。 政策性金融体系

涉及两个方面， 一是城市基础设施的政策性金融体系， 二是住房的政策性金融体系。
先回顾一下中国的住房系统、 金融系统所经历的变化， 最早有三家从事住房贷款的

银行， 还没怎么开展业务就搞了住房公积金， 公积金现在还有多少钱？ 都借给了谁？
还都还没有搞清楚。 有一些地区开始模仿德国的模式， 别国经验要借鉴， 但一定要

结合中国的实际， 符合中国国情。 这些都需要有一个统筹的安排。
第五， 调控问题。 迄今为止， 中国的住房调控就是以房价调控为主， 这种做法

是否有偏颇？ 还有没有其他更重要的东西需要重视？ 我认为还是有的， 如住房政策

的区域性问题， 不宜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出同一个政策， ２０１４ 年以来不少城市采取了

一些地区特色性的政策， 表明住房的区域化已经开始政策化。
总之， 房地产市场是一件大事， 面对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及其出现的新问题、

新情况， 要掌握第一手资料， 认真研究， 积极思考。 最终还是要向改革要发展， 向

改革要效益。 在通过理顺整个市场关系、 理顺金融和实体经济关系的过程中推进中

国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
《城市与环境研究》 编辑部： 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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