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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apan had experienced a serious housing shortage right after World War Ⅱ. This 

problem was eased gradually but lasted during the 1950s-1970s due to the rapid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supply of housing to a sufficient level, Japanese 

government has implemented a series of public housing policies since the 1950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purposes and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of three pillars of Japan's 

public housing policies: (1) Housing loans by the Government Housing Loan Corporation 

established in 1950, (2) Supply of rental housing by local governments for low-income 

households after the Publicly Operated Housing Act was legislated in 1952; (3) Housing supply 

by the Japan Housing Corporation (established in 1955) for middle-income households in 

metropolitan areas. Meanwhile, the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these public housing policies and 

the background of dramatic reforms towards these policies in recent years are also discussed in 

the paper. From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Japan’s public housing policies, which played 

changing roles in the urban housing supply of past six decades, some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China are drawn by the auth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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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美国次级贷款（面向低收入者的住房按揭贷款）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

（2007-2008年）带来人们对住房政策特别是有关低收入者住房政策的反思。过度依存市

场的美国模式的失败，促使国内学界再次重视政府主导的公共住房建设的作用。中国城市

在计划经济时代有过依存公共住房的实践与教训。但是对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共住房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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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定位及其利弊，有必要在国际视野下作进一步的考察与分析。 

战后重建的日本曾面临严重的住房短缺。其后虽然逐步改善，但是 1950年代至 1970

年代的急速人口城市化加大了城市住房问题的解决难度。如何确保住房供给数量的增长，

缓解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问题,是相当长时间内日本住房政策的主要目标。为了实现这一

目标，日本政府采取了用政府资金建设公共住房为主导的住宅政策。本文介绍了 1950 年

代以后日本公共住房政策的三大支柱——“住宅金融公库”、“公营住宅”、“住宅公团”的

运营特征，考察了日本公共住房政策的成就、伴随的问题、以及近年日本对公共住房政策

的改革及其背景。最后，归纳了从日本公共住房政策演变过程得到的若干启示。 

关键词  公共住房政策；三大支柱；演化；日本；启示 

 

1  引言 

住房作为满足城乡居民“居住”这一基本需求的必需品，住房的供给与消费水准已经

成为反映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与此同时，由于土地的稀少性，住房（特别是城

市住房）具有很高市场价值，通常是家庭的主要资产。因此，各阶层的住房拥有状况一般

可反映一国的财富分配状况。无论从住房的居住功能还是资产形成功能考虑，住房政策关

系到各阶层利益，有责任的政府都非常重视。 

与乡村相比，城市地区人口增长快，住房需求大。同时，城市地区人多地少，住房的

供需矛盾更为突出，各阶层间的居住差距以及由之带来的资产差距问题也更引人注目。因

此，城市住房政策通常是各国住房政策的核心。笼统而言，各国的城市住房政策的基本目

标大致有二：(1) 改善住民的居住条件； (2)缩小住民间居住差距（山田浩之，1980）。但

是，由于经济发展阶段、价值观与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差异，各国住宅政策的侧重点与实施

手法存在相当大的差异（本间义人，1983；原田泰・井上裕行，1991；塩崎賢明，2006）。

同其他经济政策一样，住宅政策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别。第 1 类重视市场对资金、房地产资

源的分配效率以及分配过程的公平性，主要借助刺激需求来促进住宅市场的发育，从而实

现国民住宅条件的不断改善，美国是这一类住宅政策的代表。第 2 类重视社会成员间在生

活福祉上的平等（分配结果的平等）以及居住环境的外部性对城市全体的影响，以保障所

有家庭（包括低收入家庭）达到可满足文明生活需求的基本居住条件为目标。后者更重视

政府的作用，倾向于通过政府介入（扩大）住房供给来改善低所得阶层的居住状况。社会

主义国家以及战后至 1980 年代的日本与西欧许多国家的住宅政策大致属于或接近这一

类。但是 1990 年代以后，市场至上的观念逐步风行全球，各国住宅政策也逐步向第 1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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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拢。 

然而，以美国次级贷款（面向低收入者的住房按揭贷款）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

（2007-2008 年）带来人们对住房政策特别是有关低收入者住房政策的反思。过度依存市

场的美国模式的失败，促使中国国内学界再次重视政府主导的公共住房建设的作用（林家

彬，2008）。中国城市在计划经济时代有过依存公共住房的实践与教训,但是对于市场经济

体制下的公共住房建设的定位及其利弊，有必要在国际视野下作进一步的考察与分析。本

文通过对战后日本公共住房建设政策的形成过程、成就与问题、以及其最近的改革的介绍，

期待对讨论、设计中国的住房政策有所借鉴意义。 

本文由 4 节构成。第 2 节介绍了 1950 年代以后日本公共住房政策的三大支柱及其形

成背景，第 3 节考察了日本公共住房政策的成就、伴随的问题、以及近年对公共住房政策

的改革。最后的第 4 节，归纳了从日本公共住房政策演变过程得到的若干启示。 

 

2  日本公共住房政策的三大支柱 

战后的日本，受战争破坏的废墟遍布城乡，各地面临严重的住房短缺。据 1945 年的

调查统计，全国缺少住房 420 万套。当时通过建设简易住房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住房难问题。

但是，经过战后的经济恢复，1950 年代，日本进入高速经济成长期（野口悠紀雄，2008）。

家庭收入水准的上升与急速的人口城市化与收入水准的上升加剧了城市住房供需矛盾。如

何确保住房供给数量的增长，解决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问题,成为当时及其以后 20 多年日

本住房政策的主要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日本政府采取了用政府资金建设公共住房为

主导的住房政策。1950 年，日本政府设立了为有一定资金能力建设或购买住房的家庭提

供长期低息房贷的“住宅金融公库”；1951 年制定了“公营住宅法”指导地方政府在中央

政府资助下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公营住宅”（廉租公房）；1955 年创设了“住宅公团”，主

要为大都市中等收入家庭建设小康水准住房的“公团住宅”。其中公营住宅与公团住宅是

公认的（狭义的）公共住房，居民依靠“住宅金融公库”长期低息贷款购买或建造的住房

可归入广义的公共住房，本文将此三类住房通称为公共住房。在 1950 年代以后的近 50

年间，为日本（主要是城市地区）提供公共住房的“住宅金融公库”、“公营住宅”、“住宅

公团”被称为日本住房政策的三大支柱（BCJ，2008；塩崎賢明，2006）。 

 

2.1  住宅金融公库 

设立于 1950 年的住宅金融公库，乃政府全额出资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当初的主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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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于为有一定资金能力建造或购置住房的中等以上收入家庭提供一般民间金融机构尚

难开展的长期低息住房贷款，帮助国民拥有高质量的永久性住居，改善城市面貌。 

公库的贷款对象除了建造或购置私有住房的个人（占贷款总额的 85%左右）外，还包

括建造出租用或出售用住宅的个人、地方住宅供给公社、民间不动产开发商以及从事旧城

改造的企业等。个人申请公库房贷需要满足收入条件：月收入在每月还款额的 5 倍以上。

同时，还需资料证明自己计划建造或购置的住房满足公库独自制定的技术基准。这反映了

公库“为建造良质的住宅与城市做贡献”的宗旨。 

以中央财政拨款为经营后盾，公库可为合格贷款申请者提供占建造或购置费用总额

60%的贷款，贷款的偿还期可长达 35 年，利息基本固定，为广大中上收入家庭有计划地

建设家园提供了安心的金融服务。在公库成立初期的 1950 年代，每年房贷资助的建房数

为 8 万套左右，随后业务发展迅速，1970 年时达到每年 25 万套左右，高峰的 1994 年达

到了 95 万套左右，贷款规模达到 12.6 万亿日元，占当年全日本房贷业务总额的 45%。虽

然此后贷款规模逐步缩小，到 2001 年公库被废止、事业内容被调整为止，利用公库贷款

建造或购置的累计住房总数已高达 1890 万套，约占同时期（1950-2001 年）日本建造的住

房总数的三分之一（BCJ，2008；总务省统计局，2011）。  

 

2.2  公营住宅 

1951 年制定的日本《公营住宅法》第 1 条规定公营住宅的目的是：“通过国家与地方

政府的协力，建设可满足健康文明的生活需求的住宅，并以低租金将之出租给低所得者，

从而为国民生活的安定与社会福祉的增进作出贡献”。公营住宅的具体运营制度如下： 

受惠对象：原则上必须是住房困难的低所得家庭（当初，定为收入分布百分比中，底

层的 33%以下家庭。2006 年以后改为 25%以下）。近年对于高龄者家庭、残疾者家庭，其

收入分布可放宽为底层的 40%。另外, 近年建设的小部分优良住宅, 因房租较高,对入住者

的收入限制更加宽松。 

建设标准：《公营住宅法》专门规定公营住宅必须有独立的煤气、浴室、卫生间、厨

房；必须有防火、避难设施、通讯设施；必须有儿童游玩用园地等公共设施。公营住宅的

基本结构与功能和一般住宅相近，但公营住宅的面积一般较小。法律规定公营住宅的面积

最小要在 19 平方米以上，全国实际平均面积在 40 平米左右 (2003 年，参见表 3)。 

供给与管理主体：由各地方政府（47 个都道府县与数百城市）负责提供与管理。提

供方式包括 1）地方政府新建；2）地方政府从民间收购或租赁。按不同提供主体，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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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分别称为都营、道营、府营、县营、市营、町营住宅等。 

资金来源：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担。在地方政府提供公营住宅过程中，中央政府 对

具体运营公营住宅的地方政府提供两种资金辅助。一种是对新建或收购费用的补助，另一

种是对房租差额（受惠的入住家庭支付的标准租金额与民间房产市场同等住宅租金额之间

的差额）的补助。其中，对面向一般困难户的第一种公营住宅补助二分之一，对面向特别

困难户的第二种公营住宅补助三分之二。 

房租（月租金）水平：由各地政府（供给与管理主体）根据入住家庭每年申报的收入

以及公营住宅所处的位置、面积、房龄等条件决定。通常仅为民间市场价格的数分之一。 

入住者的确定方式：由于申请者多于公营住宅数，好地段的申请倍率高达数十倍乃至

上百倍。因此，公营住宅一般采用抽签方式，在符合经济收入基准与人口构成条件（原则

上必须是家庭）的申请者中决定入住者。但对于住房特别困难者、高龄者、母子家庭、残

疾者家庭等给予优先照顾。 

退出机制：对于入住之后年收入超过基准上限的承租户，公营住宅法规定其必须在 3

年内搬出公营住宅，在超标到搬出期间的住房月租额须按规定进行上调。实际执行过程中，

各城市对收入超过基准的允许范围的规定以及搬出时限有一定差异。 

1951 年成立公营住宅法以后，日本每年的公营住宅供给规模经历了从急剧上升到逐

步减少的显著变化。在经济高速增长、地方圈劳动力向都市圈大量迁移的 1950 年代至 1970

年代，公营住宅供给规模持续扩大，1970 年前后达到每年 10 万套以上。此后，每年公营

住宅的供给规模逐步减少。2006 年以后，公营住宅的建造数仅为每年 2 万套左右，且其

中的 4/5 为改建。但是，公营住宅的存量规模一直在增加，直到 2007 年达到峰值后才开

始略微下降。同年 3 月，日本全国有 219 万套公营住宅，其中，60%建于 1965-1984 年（表

1）。 

 

表 1  按建筑年代分的日本公营住宅存量（2007年 3月） 

 1945-54 1955-64 1965-74 1975-84 1985-94 1955-2006 合计 

户数 

(万户) 

2.3 12.7 72.7 58.6 40.5 32.2 219 

比重(%) 1.1 5.8 33.2 26.8 18.5 14.7 100.0 

资料来源：The Building Center of Japan,2008, A Quick Look at Housing in Japan (6th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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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日本住宅公团 

住宅公团创建于 1955 年。当时，日本正进入国民总生产年均增长近 10%的高度经济

成长与城市化加速时期，从地方圈迁入大都市圈的人口迅速增加，全国仍然缺少 270 万套

左右住房。新市民们不属于低所得者，但没有足够经济实力在城市中心租借或购买满意的

住房。为这些迅速增加的中等收入工薪家庭及时提供小康水准的住房，成为当时日本政府

的一项重要任务，1955 年 7 月，日本通过了住宅公团法。 

住宅公团的主要业务是，1）在大城市开发大规模的住宅用地（一般可建规模为数百

户至数千户的居住小区）；2）与住宅区相关的配套设施与公共设施的建设；3）建设出租

用的大型公寓以及出售用商品房（包括独栋住宅和大型公寓）。其中，出租用以及出售用

的大型公寓是公团建设的主力产品，一般统称为公团住宅；4）所建公团住宅的出租管理。 

因为住宅公团的开发建设规模（用地、投入资金）相当大，土地征用与基础设施建设

的对象地域往往跨越行政区范围。所以住宅公团归日本政府（建设省）管辖。公团的性质

为政府全额出资的特殊法人。其中中央政府出资约占 3/4，大城市地区的地方政府出资约

占 1/4。 

与主要面向低收入层的公营住宅不同，公团住宅的出租与出售对象主要为中等收入家

庭，因此申请资格中规定了家庭收入的上限与下限。住宅公团开发的主流住宅为供一家 4

口用的 60 平米左右的 3 室户：多层建筑、钢筋水泥结构、煤卫浴室设施齐全，厨房设备

中配备不锈钢水槽。从木造住宅为主的当时的标准来看，公团住宅相当时尚，深受广大中

等收入都市家庭（特别是无祖传住宅或土地的地方圈出生新市民）的欢迎。因此，尽管与

民间房地产市场的出租住宅相比，公团住宅价格并不便宜，位置较好的公团住宅的入住机

会通常也要通过排队等候或者抽签才能获得。 

自 1955 年到 2006 年，住宅公团累计建设住宅约 150 万套（其中出租住宅约 80 万套），

为缓解住宅短缺做出了很大贡献。住宅公团在大都市地区住宅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也影响

了地方圈的住宅建设政策。1965 年，日本通过了地方住宅供给公社法，随后各地相继设

立了地方版住宅公团——地方住宅供给公社。 金融公库、公营住宅、住宅公团这三大支

柱加上地方住宅供给公社构成了日本公共住房政策的基础。在此基础上，自 1966 年开始

到 2005 年，日本连续制定了 8 个住宅建设 5 年计划。作为一个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的

资本主义国家，日本的住房政策却以公共住房建设为主导，可以说带有相当浓的社会主义

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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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本公共住房政策的成就、问题与改革 
战后日本的住房政策经历了（1）1950 年代的公共住房政策确立时期、（2）1960 至

1970 年代中期的重视住房数量和公共住房大量供应时期（3）1970 年代中期至 1990 年代

中期的重视住房质量（面积、结构）时期、（4）1990 年代后期至 2007 年的重视市场与公

共住房政策改革时期、（5）2007 年以后的重视整体居住生活质量与政策摸索时期，等阶

段的变化（BCJ，2008）。 

大致而言，1950-1970 年代，是日本公共住房政策发挥重要作用的辉煌时期。而 1980

年代以后，日本公共住房政策的作用呈现下降趋势。特别是 1990 年代后期以来，公共住

房政策经历了大幅度调整。为何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本节对日本公共住房政策的成就、问

题与最近的改革背景作一简要考察。 

 

3.1  日本公共住房政策的成就 

以金融公库、公营住宅、住宅公团为三大支柱的日本公共住房政策的成就，主要体现

在在以下几方面： 

（1）1950 年代以后的 50 多年中，为城市地区低收入群体、弱势群体提供了基本住

房保障。 

1950 年代至 1980 年代，住宅总数中的公共租赁住宅比例迅速上升至 7%以上，目前

仍保持在 6%以上（表 2），成为各时期住宅租赁市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5%-24%）。公

共住房政策的最大得益者是处于收入分布底部的低收入家庭与生活困难的老弱病残家庭。

日本城市中不存在贫民区，24 小时男女老少可以安全地在城市各处步行。一定程度上，

这归功于公共住房的建设。 

 

表 2  日本各类住宅比重的变化(%) 

 1963 年 1973 年 1983 年 1993 年 2003 年 2008 年 

自有住宅 64.3 59.2 62.4 59.8 61.2 61.1 

公共租赁住宅 4.6 6.9 7.6 7.1 6.7 6.1 

私有租赁住宅 24.1 27.5 24.5 26.4 26.8 26.9 

其他(企事业宿舍等) 7.0 6.4 5.5 6.7 5.3 5.9 

资料来源：The Building Center of Japan,2008, A Quick Look at Housing in Japan (6th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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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缓解 1950 年代-1970 年代城市地区整体的住房不足问题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5 年，日本缺少住房 420 万套。经过 20 多年的建设，1968 年，日本全国的住房数

量首次超过家庭户数；1973 年，包括住房难问题严重的东京都在内，日本各都道府县（47

个）的住宅数量均超过了家庭户数。这一显著改善与日本集中资金建设公共住房密切相关。

据统计，1945 年至 1975 年，日本共建住宅 2588.9 万套，其中，民间企业与个人建造的住

宅为 1652.1 万套，占 63.8%；利用公共资金建造的公共住房为 936.8 万套，占 36.2%。公

共住房中，公营住宅 203.6 万套，占 7.9%；公团住宅 98.1 万套，占 3.8 %；公库住宅（利

用公库融资购买或建造的住宅）415.1 万套，占 16.0%；其他 220 万套，占 8.5 %（山田浩

之，1980）。如果除去日本新建住宅总数中的农村住宅数，同时期公共住房在城市地区新

建住房中的比例要更高，其贡献显而易见。 

（3）促进了 1970 年代以后日本城市的住房条件与居住环境质量的显著改善。 

1973 年以后，随着城市地区整体住房不足问题的消除，住房政策的重点转向住房质

量（面积与结构）的改善。在此后的 30 多年，尽管民间不动产开发企业发展迅速，公共

住房建设逐步不再成为住房建设的主角，但是金融公库、公营住宅、住宅公团这三大支柱，

配合住宅建设 5 年计划（1966-2005 年），在住房的规模、结构、建筑标准、配套设施、周

围环境的设计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示范引导作用。 

表 3 反映了 1960 年代以后日本各类住宅（自有住宅、公共租赁住宅、私有租赁住宅、

全体）平均面积的显著上升。表 4 比较了 2003 年左右主要发达国家的住宅面积水准，可

以看出：虽然日本的租赁住宅的平均面积要明显小于美英法德各国，但是 60%左右的家庭

拥有的自有住宅的平均面积水准，与英法德不相上下。此外，据 2008 年的调查，57.6%

的日本住户对住房质量（面积、结构）表示满意与比较满意。由于日本重视居住小区公共

设施建设与环境保护，同一调查表明，71.5%的日本住户对整体居住环境表示满意与比较

满意（BCJ，2008）。 

表 3  日本各类住宅平均面积的变化（单位：平米） 

年份(年) 全体住宅平均 自有住宅 公共租赁住宅 私有租赁住宅 

1968 73.9 97.4 37.8 34.1 

1988 89.3 116.8 45.9 41.8 

2003 94.9 124 50.3 44.3 

资料来源：The Building Center of Japan, 2008, A Quick Look at Housing in Japan (6th edition)。 

注：公共租赁住宅包括公营住宅与公团住宅,后者平均面积高于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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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主要发达国家各类住宅平均面积的比较（单位：平米） 

 全体平均 自有房 租赁房 调查年 

日本 95 124 46 2003 

美国 152 157 114 2005 

英国 87 95 75 2001 

德国 99 127 77 2002 

法国 99 114 76 2002 

资料来源：The Building Center of Japan,2008, A Quick Look at Housing in Japan (6th edition)。 

 

3.2  问题 

尽管公共住房建设在战后日本的城市化与经济发展过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随

着国内人口、经济、政治环境的的变化以不动产市场的发育，及国民意识的变化，金融公

库、公营住宅、住宅公团的重要性逐步减弱，其负面问题则日益显露。 

3.2.1  公营住宅的问题 

公营住宅中的各种问题，大致可概括为以下三类： 

（1）不断增加的维修费改造费用 

日本各地住宅总量中的公营住宅比例略有差异，1980 年代以前的全国平均值在 5%以

上，2008 年下降到 4 %。公营住宅存量在 2007 年前后达峰值（219 万户），此后因老朽处

分而略有减少，2008 年仍有 208.9 万户。前面提到，公营住宅建设资金的一半以上来自中

央政府的补助。但是建成后的维修管理与运营费用主要依靠地方政府财政拨款与少量的房

租收入。由于，公营住宅大多建于 1960 至 1980 年代，高龄住房的老朽化严重，日常维护

修缮费用逐年增加。此外还要与时俱进地为住户更新互联网、卫星电视收视系统等必要的

公共设施。在经济增长停滞、财税收入下降的近年，这些支出已经成为大多地方政府不胜

负担的财政压力。 

（2）分配中的不公平 

公营住宅的外墙等处通常有醒目的“市营”、“都营”等永久标记，尽管其“面向低收

入者”这一形象对入住者来说不大体面，但毕竟租金低廉，基本设施与功能也齐全。因此

在房价高昂的都市圈，公营住宅的需求一直很大。僧多粥少，公平分配绝非易事。 

日本各地负责公营住宅的地方政府官员总体上非常廉洁，从信息发布、接受申请、资

料审查、入住者决定各个环节，极少营私舞弊。问题是，为了强调公营住宅的公益性与表

面上的收益群体的广泛性，各地对申请者的家庭收入上限定得偏高（收入分布的底部 33%

以下），使得每年的申请者远大于可提供的公营住宅量。结果是，各地的公营住宅入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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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是靠抽签决定。最需要住房帮助者往往反而失去入住机会，减弱了公营住宅的本来目

的。 

（3）管理中的漏洞 

根据相关管理条例，各地每年要对公营住宅入住家庭的收入、人口状况做调查。原则

上，如果入住家庭的收入超过规定标准，必须在规定年限内退房。有些城市根据收入超标

程度，对超标户要求分为“尽努力退房”或“必须退房”（强制性）。但是，实际上，因为

政府专管人员人数、精力有限，对各类资料（一般为住户自己申报并添附收入、就业、纳

税状况等证明）的正确性不一定能完全确认。或者，即使发现超标者，也无精力和有效的

手段及时说服、催促他们搬离。 导致一部分已经属于中高收入者仍然滞留在公营住宅中。

此外，近年公营住宅入住者中有相当大比例（部分城市达四分之一左右）存在拖欠房租现

象。这一切，加大了纳税者与舆论的不满。一部分偏激意见认为，入住公营住宅会导致住

户自力更生的精神乃至道德水准的下降。 

3.2.2  公团的问题 

公团的问题主要有二。一是经营效益的问题。日本是土地私有制的国家，住宅公团也

需通过竞争在土地市场取得建设用地。作为特殊法人的都市住宅公团相当于国营企业，由

于有政府支持，在经营上一般不如民间企业精打细算。特别是，在 1980 代后期的泡沫经

济（股价、房地产价格高涨）时期，公团高价购入、开发了大量土地和住宅。泡沫经济破

裂后，这些高成本开发项目带来巨大赤字与经营包袱；二是 1980 年代后公团开发的出售

住宅或出租住宅，越来越偏离中心城区（单程通勤时间超过 90 分钟），不但不再具有以往

的新式住宅形象，而且背上了“高（价格高）、远（距市中心远）、狭（面积狭小）”的恶

名（林家彬，2008），从而逐步失去了最初的人气。作为一个生产不受欢迎住宅的巨大国

有亏损企业，公团的必要性在 1990 年代以后受到舆论的强烈质疑。 

3.2.3  住宅金融金库的问题 

与批评主要来自市民的公营住宅、公团不同，对公库的批评很多来自财经界。随着日

本民间金融机构房贷业务的发展，政府出资的住宅金融公库的必要性受到质疑。批评意见

主要有： 

（1）政府用全体国民的税金，支援一小部分并非低收入的公库房贷利用者，其公益

性薄弱。  

（2）融资规模巨大（2005 年 3 月末的融资残余额为 55.3 万亿日元），打压了民间金

融机构的业务开展。 



第五辑                                   中国城市研究                                162~175 

商务印书馆 2012 

（3）以政府财政为后盾的住宅金融公库，经营风险小，收入待遇高，成为政府官员

退居二线后的肥缺。 

 

3.3  改革 

1990 年以后，日本资产市场的泡沫破裂给金融机构带来巨额不良债权（坏账），导致

日本的金融体系在其后 10 余年中经历了连锁倒闭与机能瘫痪。为了挽救作为日本经济的

供血系统的金融体系，日本政府投入近 50 万亿日元的公财支援各大民间银行处理不良债

权(野口悠紀雄，2008)。同时，为了刺激经济，保障就业，采取积极财政政策，上马了大

量传统领域的基础设施工程项目。其结果是，尽管逐步恢复了金融体系的正常机能，维持

了日本经济的缓慢增长，但是给日本政府积下了巨大的财政赤字包袱。近年，日本已经成

为主要发达国家中财政赤字与 GDP 之比最大的国家，2008 年，日本的这一数值高达 170% 

（总务省统计局，2011）。 

公共财政的严峻状况使得上节中介绍的公共住房政策中的问题点日益突出。与此同时,

伴随苏联解体与冷战时代结束,1990 年代以后,日本的左翼政党势力日益萎缩。日本社会

党、日本共产党等左翼政党在战后日本国会曾长期拥有 30%左右的席位，虽为在野党，但

是一直代表中低收入阶层的利益，在国家法律与政策的形成中起到了重大作用。然而 1990

年代以后，各左翼政党走向分裂与或衰落，影响力日减。在这样的政经背景下，日本的公

共住房政策经历了大幅度的改革(BCJ，2008)。 

首先，在 1996 年，公营住宅法被大幅度修改。修改后，一方面，减低了公营住宅建

设维修中的国库补助率以及对象阶层的收入分布上限（从以往的低端 33%改为低端 25%）；

另一方面，对于高龄家庭、母子家庭、和残疾者家庭等，允许各地政府可根据当地状况将

收入分布上限提高到 40%。此外，公营住宅的新建户数大幅减少，东京都在 2000 年以后

的新建公营住宅户数为零。一些城市导入了“租借或买入民间住宅转租给低所得者”的方

式提供公营住宅。在房租标准上，也采取了“以市场价格为基准，根据入住户的收入承受

能力与住宅所处地段等适当减额”的灵活方式。使公营住宅的受惠对象集中到低收入家庭

与高龄、离异、残疾家庭等最需要援助弱势群体。 

其次是对住宅公团的改组。1999 年，日本政府将住宅公团和宅地公团于 1981 年合并

的“住宅和都市整备公团”改编为“都市基盘整备公团”；2001 年决定废止公团，2004

年正式将之整编为都市再生机构。都市再生机构的主要任务变为：（1）为大都市地区的民

间再开发事业提供基础设施的建设与配套支援。（2）对既有公团住宅（存量）的管理与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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缮。不再新建与供给公共住宅。 

最后是对住宅金融公库的改革。在重视市场经济机制的小泉内阁（2001 年 4 月至 2006

年 9 月）数年推进“构造改革”的背景下，2001 年住宅金融公库被废止，2007 年 4 月改

组为独立行政法人住宅金融支援机构。住宅金融支援机构的直接融资（房贷）业务大幅削

减，主要业务变成为：（1）通过买取民间金融机构的长期房贷债权等方式，为私企的房贷

业务提供援助；（2）实施民间金融机构难以开展的融资业务。改组后的业务内容，惠及面

更广，一定程度上更能体现公益性。 

至此，战后 50 多年以上支撑日本公共住房政策的三大支柱全部被解体、重建。同时，

以这三大支柱的运作为前提编制的住宅建设 5 年计划也不得不在 2006 年以后宣布停止。

在人口老龄化加速，总人口自 2005 年开始减少，流向三大都市圈的国内人口迁移规模也

大幅度减少的背景下，对住宅的数量问题的关注渐渐薄弱。2006 年，日本制定了以“富

足的住生活”为目标的“住生活基本法”。日本的住宅建设，进入了重视住房质量与存量、

重视居住需求多样性、重视居住整体环境、重视市场经济机制的时代。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结构性住房不足问题并没有消除。虽然从 1950 年代到

1980 年代，日本国内的收入差距经历了从扩大到缩小的过程，但是近年来，受经济全球

化、雇佣制度变化、与人口结构变化等影响，日本的居民间收入差距再次出现了扩大趋势。

经济全球化迫使制造业向海外转移，使国内工业部门的雇用萎缩，三分之一的年青人毕业

后无法找到传统的终身制正式工作。低收入的非正规劳动者已经从 1980 年代中期的 650

万人左右上升到 2010 年的 1750 万人左右（总务省统计局，2011）。同时，世界最高的人

口老龄化率也使日本的高龄贫困者日益增加。这些因素导致原本收入差距甚小的日本，其

近年的收入差距基尼系数（2005 年为 0.321）超过了 OECD 诸国平均值（OECD，2008）。

收入差距的扩大影响到居住差距，以车站、公园、网吧为家的无固定住所者的大量增加，

便是其反映。 

针对贫困者、无固定住所者的增加，日本的媒体与学界、政界中，强化包括公共住房

政策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呼声重新抬头。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

（2007-2008 年）进一步提醒了过度依存市场的政策风险。2009 年，战后执政 60 多年、

只有过一次短暂失去政权的日本自由民主党黯然下台，取而代之的是承诺更加关注福祉民

生、关注低收入群体的日本民主党：其前身的一部分是 1990 年代后分裂的日本社会党。

但是一旦执政，民主党首先面临的是巨大的财政赤字与如何恢复日本经济活力的难题。巧

妇难为无米之炊，新政党体制下的日本的住房政策何去何从，尚在摸索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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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中国城市住房政策的启示 

战后，日本政府以三大公共住房政策为支柱，结合 1966-2005 年的 8 次“住宅建设 5

年计划”与 2006 年后“住生活基本计划”的实施，显著地改善了日本城市居民的居住条

件。但是，随着日本国内外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日本的公共住房的作用在经历了 1950-80

年代的上升时期以后逐步下降。1990 年代后期以后，40 多年来积累的各种问题甚至使国

民对公共住房政策产生“是否弊大于利”的怀疑，导致日本政府对公共住房政策进行了大

幅度改革。这一过程值得中国深思。 

在 1949-1978 年期间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城市住房制度是一个几乎由政

府包办一切（投资、建设、分配、管理、维修）的公共福利制度。虽然房租极其低廉，但

是由于政府财政困难、住房建设投入少，1978 年城市人均住房面积仅为 6.8 平方米（国家

统计局，2010），而且大多住房是设施不全、质量低下的非标准住房。住房不足（数量少、

面积小）成为那个时代以及其后 10 余年的市民最关心的城市问题。改革开放以后，城市

住房制度逐步改革，1992 年，中国建立了全国性的房地产市场，为市民提供了通过市场

购买住房（商品房）的机会；1999 年，中国政府鼓励绝大多数有经济能力的住户购入了

原来居住的福利公房；2000 年以后，中国进一步废除了传统的福利性住房分配制度

(Gao,2010)。通过这一系列的改革，中国建立起一个以市场经济机制为基础的新的城市住

房制度，推动了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和繁荣，也显著地改善了城市住房条件。2009 年的中

国城市人均住房面积超过 28 平方米（国家统计局，2010）。但是人均值掩盖了中国城市中

的新问题：居住差距的日益扩大(Dai、Xue， 2007； Dai、Xue，2012)。一方面，中上以

上的富裕阶层的住房条件已经普遍接近或超过日本与欧洲发达国家水平。另一方面，伴随

中国的高速工业化、城市化涌入城市的上亿新市民（特别是在各类统计分析与规划中常被

忽略的农民工）大多仍然在人均仅数平方米的蜗居中生存。在今后设计中国的住房政策时，

日本的经验可以提供以下启示： 

（1）在经济发展水平尚低、城市化高速增长时期，一个有责任的政府应当承担起保

障全体居民基本居住水准的责任。在这样一个供求矛盾突出、国民强烈关心的特定时期，

推进公共住房建设有不可估量的社会效益，是一个值得推崇的选择。由于中国已经存在大

量国有或准国有的、可开展房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中国没必要再设立类似日本住宅金融

公库这样的专业机构。但是，象日本的公营住宅与公团住宅这样的公共租赁住房的建设必

不可少。虽然公共住房建设之直接受益者是一小部分弱势群体，但从居住环境的外部性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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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考虑，公共住房建设可带来社会和谐，有利城市治安与城市形象的改善，最终惠及城市

全体成员。 

（2）中国作为一个土地公有制国家，比土地私有制的日本应该更有义务与能力建设

公共住房。但是公共住房占用公共土地资源与财政资源，直接受益者越多意味着其他未收

益者必须付出的人均负担（损失）越大。而且，与私有住房相比，公共住房有建设效率高，

但分配效率低、维持费用巨大且长久。因此，公共住房的目的应该定位于保障小部分低收

入家庭与急需帮助家庭的基本居住水准。财政计划上要有长远打算，量力而行，并非建设

得越多效果越好。建设的房型在面积、材料方面，也应当选择较低的标准从而抑制其他收

入阶层对公共住房的不当需求。此外，对于居民在住房消费上的过高需求以及由此产生的

对政府的过高依赖期待，应当正确诱导。 

（3）在公共住房的具体分配管理过程中，为了保证制度的公正性，提高资源分配效

率，对于各类不同水准的公共住房，受惠对象与条件应该明确、透明。受惠者的申请资格

与续租（住）资格应该由工作单位与政府主管部门定期严格审查，同时还应该接受公众的

监督。 

（4）在经济发展与城市发展的任何时期，相对的低收入者与需要救济的弱势群体永

远会存在，因此公共住房制度不能轻易放弃。但是，公共住房在分配管理上也存在许多问

题，加上随着经济发展、收入水准的上升以及人口状况的变化，公共住房的的作用总体上

会有下降趋势，而其负面问题却会上升与扩大。对此，要充分认识，提前准备。 

（5）从长远目标看，要实现城市全体的居住环境的持续改善，更重要的是要在保持

城市经济活力的前提下，促进更有效率、也更容易做到公平的房地产市场（包括商品房市

场与私房租赁市场）的规范与繁荣。当然，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需要政府的监督。在

土地公有制的中国，地方政府是实际上的一级市场土地供给者：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因此，

要监督与诱导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并非易事，必须有中央政府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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