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向未来 推进房地产高质量发展
——访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会长刘志峰

住有所居 居有所安
——改革开放40年我国住房领域发展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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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大集团：

专注民生改善 推进多元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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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建筑工人在江西峡江县保障性住房建设
工地施工。近年来，峡江县将加快推进保障性住房
建设工程列为民生工程，通过多种方式解决困难群
众住房难题。 陈福平摄

图② 在重庆市沙坪坝区公共租赁住房管理中
心，市民填写公共租赁住房申请表。近年来，重庆市
稳步推进公共租赁住房建设，累计帮助130余万住
房困难群众解决住房难题。 李 攀摄

在改革开放40年这幅壮丽的历史画卷中，商品
住房市场成为推进城镇化进程和提高广大人民群众
居住质量的重要载体。在我国住房市场发展的过程
中，一大批民营房地产企业成长起来，为市场繁荣发
展作出了贡献，恒大集团便是其中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人口年均新增1644万
人，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形成了巨大的住
房需求。恒大成立于1996年，正处于1998年国家
全面推行房改前夕，受益于城镇化红利和改革开放
好政策，恒大从最初只有七八个人挤在不到100平
方米的民房里办公，发展成为现在拥有14万员工的
世界 500 强企业。2008 年，恒大成为一家上市公
司，企业取得了快速发展。2017年，恒大比上市前
总资产增长了62倍，净资产增加了28倍，销售额增
加了84倍，核心利润增加了270倍。

在发展过程中，恒大逐渐找准了企业的核心定
位，即专注打造民生地产，更加契合老百姓的刚需。
恒大集团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一直致力于打
造高品质、高性价比的精品民生住宅。

长期以来，恒大注重建筑质量，合作施工单位多
为在行业内领先的优秀企业。对所用建筑材料也把
关严格，多为国内外知名品牌，依托统一规划、统一
招标、统一配送的标准化运营模式，既确保了产品品
质，又有效控制了成本。恒大2018年中报显示，恒
大集团商品住宅销售均价仅10468元/平方米，处于
排名前十大房企中的较低水平。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形势下，恒大开始从
“规模型”向“规模+效益型”模式转变。2017年
恒大启动战略转型，坚定不移去杠杆，推进高质量
发展。短短两年，恒大集团负债率一降再降，
2018 年上半年净负债率 127.3%，较 2017 年末降
低了 56.4 个百分点，去杠杆成效显著；同时净利
率 、 核 心 业 务 利 润 率 分 别 大 幅 提 升 17.7% 、
18.3%，创历史最高水平。

在夯实民生地产主业的基础上，恒大还积极响
应科技强国、健康中国号召，实施多元化产业布局，
逐步形成以民生地产为基础，文化旅游、健康养生为
两翼，以高科技产业为龙头的产业格局。

恒大成立以来，累计为国家交税1850多亿元，
累计慈善公益捐赠超 113 亿元，每年解决就业 260
多万人。在结对帮扶贵州省毕节市过程中，累计投
入110亿元，帮助30.67万人实现初步脱贫。

“民以居为安。”住房，牵动着亿万城乡
居民的心。居住条件的改善，成为衡量生
活条件改善最重要的指标之一。改革开放
40 年来，城乡居民人均居住面积显著增
大，居住条件显著改善。城市和国有工矿
棚户区改造及农村危房改造工程也让许多
住房困难群众圆了安居梦。住房，也是每
一个家庭安居乐业，生活和美的承载空间，
人们在属于自己的住房中，与家庭成员一
道，谱写着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画卷。

面积更大品质更高

改革开放初期，绝大多数城镇居民租
住单位或房屋管理部门的房屋，只有少数
居民拥有自己的住房。1984年，城镇居民
居住公房的比重为 88.2%，居住自有房的
比重仅有 9.4%。人口多、住房面积小、三
代同居一室是当时住房较为普遍的现象。

老家在四川省新津县的杜洋出生于
1985 年，他对住房的第一个记忆，是靠近
山脚下的县城平房，居住条件相对简陋。
他还清楚地记得，1991年母亲单位福利分
房，举家搬进了楼房，居住在6层楼房中的
第3层，尽管这套房子面积不是很大，但有
了独立的卫生间和厨房，比之前方便和干
净了不少。大约10年前，全家萌生改善居
住条件的想法，父母凭多年积蓄购买了一
套130平方米的商品房，是三室两厅，新房
子更加宽敞，一家人住得更舒心。

后来，杜洋离开家乡上了大学，工作生
活在成都，他如今居住在成都的一个现代
化小区中。可视化对讲机，摄像头、自动防
火装置等现代化设备，也让如今的居住生
活更加便捷和安全。

数据显示，1981年全社会竣工住宅面
积6.9亿平方米，2017年达到15.5亿平方
米。1981 年至 2017 年，全社会竣工住宅
面积473.5亿多平方米。2017年，城镇居
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比1978 年增加30.2
平方米。如今，新建住宅种类丰富多彩，既
有普通住宅、公寓式住宅，也有高档住宅、
别墅，等等。不仅有低层、多层、小高层，还
有高层、超高层等。

与此同时，城市乡村各种新建住宅小
区和谐美丽，园林绿化率更高，配套设施更
加全面先进便利，小区管理更加有序，人们
在住有所居中享受新生活，创造新生活。

从房改到“房住不炒”

说起改革开放以来广大百姓住的变
迁，1998年前后住房制度改革是非常重要
的节点。自那时起，我国从过去靠住房实
物分配，进入到了全面培育住房市场化的
新阶段。住房商品化，住房市场的形成、发
展、壮大，对于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居住需
求，改善居住条件起到了重要作用。

商品住房市场的发展，为城镇居民提
供了大量住房供给，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
在市场中选择适合自己的住房。然而，在
相当长时间里，住房供给满足不了人们的
需求，需求大，房子少，特别是在北京、上
海、广州、深圳等热点城市中，供需矛盾尤
其突出。

房改以后，我国住房市场是伴随政府
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逐步发展起来的。党
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解决好住房发
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特别是“房子是用
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一定位，为住房
领域的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要坚持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一定
位，综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立法等手
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
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既抑制房地产
泡沫，又防止大起大落。要在宏观上管住
货币，微观信贷政策要支持合理自住购房，
严格限制信贷流向投资投机性购房。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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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房住不炒”的定位之下，调控逐步
显现成效。当前，各地坚持因城因地制宜、
精准施策，强化地方调控主体责任，促进房
地产市场逐步回归理性。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基础
性制度和长效机制建设不可或缺。长时间
以来，我国解决居住问题存在重购买轻租

赁现象。“租购并举”提出后，各地积极发展
住房租赁市场，相信未来住房租赁市场将
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保障房共圆安居梦

城市的变化日新月异，在越来越多城
市居民通过购买商品住宅，改善居住条件
的同时，还有一些住房困难群众没有住房，
或者居住条件很差，居住在年久失修的棚
户区中。2007年前后，我国开始大规模推
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公租房由国家提供政策支持，限定建
设标准和租金水平，面向符合规定条件的
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进就
业无房职工和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
人员出租。截至 2016 年底，我国已经有
1000万户家庭住进了公租房。

城市棚户区简易结构房屋较多、建筑
密度较大，使用年限久，房屋质量差，建筑
安全隐患多，使用功能不完善，配套设施不
健全。棚户区改造事关千千万万群众安居
乐业。我们的城市不能一边是高楼大厦，
一边是脏乱差的棚户区。

10年间，1亿人受益于棚改——2008
年至 2017 年，全国棚改累计开工 3896 万
套，帮助约1亿人“出棚进楼”。其中，2013
年至 2017 年，全国棚户区改造累计开工
2645万套，6000多万居民“出棚进楼”，共
享改革发展成果，促进了社会公平，维护了
社会和谐稳定。

农村居住条件改善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居民的房子也越
住越宽敞。家住河北省承德市兴隆县半壁
山镇钓鱼台村的李俊龙今年 55 岁了，在
2010 年时，全家人搬出了破旧低矮的平
房，在自家宅基地上盖起了二层小楼，上下
一共六间屋子，白色的外立面，格外气派。
李俊龙说，在他们村里，他家的新房盖得并
不算早的。现在生活好了，村里的人们都
想着改善居住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居住条件的改善也尤为显
著。2017年，农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比1978年增加了38.6平方米。从2008年
开始，我国推动农村危房改造。截至2016
年底，全国完成农村危房改造 2300 多万
户。2017 年，我国提出力争用 2 年时间，
基本完成重点存量危房改造任务。

在居住条件改善的同时，农村人居环
境也迈上了新台阶。近年来，我国大力整
治农村环境，农村脏乱差状况明显好转，农
村人居环境显著改善。第三次全国农业普
查结果显示，截至 2016 年底，91.3%的乡
镇实现了集中或部分集中供水，90.8%的
乡镇生活垃圾实现了集中处理或部分集中
处理。73.9%的村生活垃圾实现了集中处
理或部分集中处理，17.4%的村生活污水
实现了集中处理或部分集中处理，53.5%
的村完成或部分完成改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住房领域不断推
进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作为改
革的亲历者和参与者，中国房地产业协会
会长刘志峰有着切身的体会。

记者：您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住
房领域取得的成就体现在哪些方面？

刘志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
房改不断深化，群众住房条件

得到了极大改善，取得了举
世瞩目的成就。我参与

了房改重大问题的研
究决策和重要文

件 的 起 草 、部
署 、实 施 。

回 首 往
事，既

有

攻坚克难的艰辛，也有改革成功带来的喜
悦和欣慰。40年的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打
破了传统的福利分房观念，确立了市场机
制配置资源的基础地位，实现了住房供应和
分配制度的重大转变，为我国城镇住房建设
和发展注入了巨大活力，为国民经济平稳健
康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作出了重要贡
献：首先是确立了新的住房基本制度；其次
是推动了住宅建设快速发展；第三是通过房
改促进了居民住房条件的明显改善；第四是
房地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第五是
增加了居民家庭财富。

记者：您认为住房领域改革还面临哪
些挑战？

刘志峰：现阶段，住房领域改革面临以
下四个方面的挑战。一是房价太高，如何
实现住房公平是群众强烈的呼声；二是供

应结构不合理，新移
民、新就业的一些大

学生或者其他人员，原始积累基本没有，也
没有房子，想租房子也很难，市场上真正供
应的住房面积比较大，而不是小户型、中低
价位；三是住宅属性因为炒房被扭曲；四是
杠杆过高，存在金融泡沫风险。我们要深
入贯彻近年来党和国家在房地产领域提出
的新理念、新思想，积极利用房地产制度优
势和创新优势，使房改既符合国情也符合
市场规律。

记者：您认为住房领域改革应该在哪
些方向发力？

刘志峰：住房制度改革是一项涉及国
计民生的重大工程，每一项政策的调整都
要慎之又慎，调查研究要深入细致，尤其要
注重顶层设计，优先保障居民家庭住房权
利。既要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也要保
障没有能力通过市场获得合适住房的家庭

“住有所居”；要继续从土地、金融、财政、税
收等多方面形成配套改革措施，这样才能

确保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短期政策的效
果已经越来越不明显。

首先是大力发展租赁住房，增加租赁
住房供应。近年来，长租公寓发展较快，对
促进住房租赁市场起到了作用，但这种模
式只是提高了住房租赁的运营效率和管理
服务，并没有真正增加租赁住房的供应
量。其次是改善住房供应对需求的适配
度。库存为什么会存在？除了需求不足因
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住房空间布
局、性能、质量、性价比不能适应消费者需
要。第三，依靠工业化提高精度，根治住宅
质量通病，补好短板。第四，依靠信息化、
智能化做好服务，将家政养老、社区医疗、
居家看护等资源接入家庭，为社区居民提
供便捷服务。第五，注重住房全寿命周期
资源能源节约和全方位服务，同时加强标
准化建设，使住房全寿命周期都能按标准
建设管理。

四川华蓥市阳和镇航拍的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安置点——偏岩子新村二期工程。该工程不仅体现了“生态和谐，自然古朴”特
色，还实现了“产村一体”的建设理念，周围有葡萄、柑橘等种植养殖产业基地，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 邱海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