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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国务院住房租
金改革领导小组成立，徐景
安任小组成员。

组员立刻行动起来，选
择若干城市做了大量测算工
作，最终形成两种意见。建
设部房管局的意见是提高房
租，徐景安的主张则是卖
房。“各城市、各单位差别很
大，职工的情况也千差万别，
要拿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
方案，挺难的。”徐景安说。

1985年4月19日，《关于
改革城镇住房制度试点方
案》提出两种方案。

其一是按人均10平方米
的标准，把财政和企业单位
解决职工住房的实际支出，
作为住房补贴发给职工，按
住房实际经营成本收取租
金。住房补贴还实行了工龄
补贴、职务补贴。这样一来，
实际使用面积高于标准的，在
补贴以外需要多付钱；而低于
标准的，除了补贴以外还能增
加收入，这部分收入以住宅券
发放，限定用于支付房租、购
买住宅、住宅修建。

其二是鼓励职工购买住
宅，新建住宅一次性付款优
恵30%，老房一次性付款优
恵40%，没有能力一次性付
款可向银行低息贷款。为了
不增加负担，房价只以单体
工程造价计算，土地及配套
设施不列入成本。

住房买卖从中小城市试
点起步，最终确定在锦州、石
家庄、邢台、镇江、佛山五个
城市试行。

住房改革的模式由地方
决策，先后形成了青岛模式
——提高房租，发放住宅券
作为过渡；上海模式——小
步快跑，逐步提高房租；深圳
模式——提高房租，折价出
售，一步到位。

“经过十多年的探索，殊

途同归，最后都实行了住宅
商品化。”徐景安说。

与之相应的，还有土地
制度改革。深圳因为建设急
需资金，开创了有偿使用土
地的先例。1987年5月，深圳
借鉴香港模式，制定了《深圳
经济特区土地管理体制改革
方案》，确定了土地所有权与
使用权分离的原则，采取协
议、招标、拍卖的方式，出让
国有土地使用权。

1988年，宪法修正案也
提出“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
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1992年5月，徐景安在深
圳召开的第三期土地使用制
度改革市长研讨班上提出，
城市调节经济的手段主要有
三个：第一是土地规划，第二
是人口规划，第三是产业规
划。土地被他放在第一位。

“我们很多城市为什么
总是破破烂烂？原因就是没
有钱搞城市建设。”徐景安认
为，如果把土地作为重要财
源，可以实现良性发展。从
土地获得收益，用于城市基
础设施建设，从而吸引投资
办厂盖房，地价上涨，再投入
城市建设。这样就形成了良
性循环。

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事情。徐景安回忆，当年上
海因为住房紧张，侨眷手里
有钱却买不到房。一个从香
港过来的商人对市政府说，
只要划一块地给他，就可解
决这个难题。政府正为此焦
头烂额，于是给了他一块地。

这位商人从香港请设计
师画图纸，然后在报纸、电视
上做广告，实行预交房款，在
规定时间交房。结果房子被
侨眷一抢而空。“十多年过去
了，我们才明白房地产是怎
么回事，原来是自己拿着金
饭碗讨饭。”徐景安说。

1964年，徐景安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
系。大学期间，他读了不少马列理论著
作，每每灵光乍现，他都记下自己的感悟
和想法。现在回想起来，正是这些阅读，
培养了他日后独立思考的能力，也让他走
上为经济改革建言献策的道路。

从1980年到1984年，徐景安先后参
与了八篇经济体制改革的年度规划、汇报
提纲、初步意见的起草工作。

1984年9月，莫干山会议召开。在莫
干山的7天7夜，徐景安待在价格组，针对
价格的“调”和“放”，大家讨论得热火朝
天，“价格双轨制”的改革思路由此萌发。

会议结束，徐景安写了2300字的报
告，题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

莫干山会议提出的解决价格改革思
路，打破了计划、物资、价格的僵硬体制，
为转向市场经济奠定了基础。

1986年9月，在一篇《股份制：我国经
济改革的新探索》文章里，徐景安提出：

“我国的城市改革也需要找到带动全局的
链条，这根链条也许就是股份制。”

当时，企业改革的论争鼎沸，赞同股
份制的并不多。保守者认为股份化就是
私有化，激进派则认为股份制“换汤不换
药”。

徐景安深谙改革痛点，“所谓‘彻底、

过瘾、痛快’的改革是等不来的，改总比不
改强啊！”

1987年，徐景安以中国体改所副所长
的身份，去河北沧州、浙江湖州和温州推
动试点，将沧州轻化局改为资产经营公
司，后来上市；湖州两个乡的企业管理局
改为资产经营公司。

这样跑了一年后，正值深圳体改委主
任空缺，在时任市委书记李灏邀请下，
1987年底，徐景安毫不犹豫离京南下。

徐景安在北京想做而做不了的，到深
圳后一步步推行。

在徐景安的主持下，《深圳特区股份
有限公司规定》由市政府通过颁发。据
此，先后将17家国有企业改造为股份公
司，除原深发展外，万科、金田、安达、原野
等4家公司被改组为上市公司，史称“深市
老五股”。

深圳证券交易所在1990年成立，徐景
安任副理事长。但交易所几度濒临关
停。直到1992年，邓小平来到深圳，发表
著名的南巡讲话：“证券、股市，这些东西
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
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
看，但要坚决地试。”

“实践证明，试点是有意义的。星星
之火，已经燎原。”徐景安说。

徐景安
1941年生于上海，1964年

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曾在
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政
策研究室、国家计委、国家体改
委工作。

1985年任中国经济体制改
革研究所副所长，1987年调任
深圳市体改委主任，是深圳证
券交易所第一任副理事长。

现为中国幸福研究院院
长，深圳市景安精神关爱基金
会执行理事长，深圳市市民情
感护理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
学、深圳大学兼职教授。

1979年参与起草了我国经
济体制改革的第一部总体规划。

1980年提出发展消费品生
产的建议，使我国较早地调整了
轻重工业不合理的生产结构。

1984年主持起草了“关于
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提出的

“放调结合、以放为主”的价格
改革方针被采纳实施。

1985年提出的住房改革建
议被采纳，后推向全国。

1987年调深圳后，推进了
股份制改革和股票市场，首创
了企业产权转让市场，主持设
计了深圳社会保险制度改革方
案等。

上世纪四十年代，徐景安出生在上海。一家几代人，挤在一间很小的屋子里生活。在福利分房的制度下，当时大多数人都
住在简易的筒子楼里，一条长走廊，并排着许多单间，家家户户门窗相对，使用公共的厨房与卫生间。

七八十年代，城市住房问题日益严峻。1985年，国务院住房租金改革领导小组成立，徐景安是小组成员。他在《试论我国
的经济发展战略》一文中提出：“现行的住房政策必须代之以住宅商品化，这是解决住宅问题的唯一出路。”

今年78岁的徐景安，在深圳天展大厦的办公室，向记者回忆了住房改革历程。这栋8层的写字楼坐落在福田区，建于1988
年。1987年底，徐景安来到深圳，几乎从同一时间开始，他在这里见证了城市住房日新月异的改变。

住房制度改革参与者徐景安：

住房制度改革以前，住房短
缺是中国各个城市面临的严重问
题。

1978年出台的《关于加快城
市住宅建设的报告》显示，1977年
底全国190个设市城市，人均居住
面积仅为3.6平方米，城市缺房户
达323万户。

徐景安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从各个方面看来，住房制度改革
是势在必行的。”

1980年4月，邓小平在《关于
建筑业和住宅问题的谈话》中提
到，“房子是可以卖的”。邓小平
的讲话为住房改革提供了重要依
据和外部环境。随后，中央正式
出台规定：“准许私人建房、私人
买卖、准许私人拥有自己的住
宅。”

徐景安说，在计划经济制度
下，我国城市住房制度一直采取

“包下来”的办法，由职工所在单
位出资建房，再无偿分配给职
工。当时，全国城镇公有住宅9亿
多平方米，实收租金1亿元，每平
方米租金0.11元。所收金额远不
够管理、维修之用，导致失修失养
的住宅占一半以上。

1984年初，建设部房管局提
出意见，要将房租提高到每平方
米0.54元弥补亏损。“提高房租，
涨不涨工资？不涨工资，老百姓
要骂娘。”徐景安说。提高租金涉
及到职工、企业、政府间的利益关
系。

彼时徐景安正任国家体改委
宏观规划处处长。1984年5月，徐
景安在《试论我国的经济发展战
略》一文中提出：“现行的住房政
策必须代之以住宅商品化，这是
解决住宅问题的唯一出路。”

他提出的具体做法是：“变住
房无偿分配为补贴出售、优价出
售和全价出售”，“变低房租为半
价、全价房租”，“公有住宅折价出
售”，“住宅建设产业化”。

据此，1984年底和1985年初，
徐景安两次向国务院领导建议，
提高房租不是为了弥补亏损，而
是立足于把房子卖掉。

徐景安算了一笔账，全国9亿
多平方米的公有住宅，以每平方
米50元出售，国家可以收回450亿
元，投入住宅再生产。“提高房租，
职工可以买房，就不会有意见。
若得不到房子的所有权，就算房
租提高一点点，职工也不愿接
受。”

1958年至1977年，在新中国成
立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实
行“统一管理，统一分配，以租养房”
的公有住房实物分配制度。

1978年，邓小平提出房改问
题，拉开住宅商品化的序幕。其重
要讲话内容于同年9月在中央召开
的城市住宅建设会议上进行了传
达，并在相对发达的城市得以实施。

1980年2月28日，上海市委召
开住宅建设工作会议，住宅的商品
属性开始渗入到普通住宅中。

1980年4月2日，邓小平明确提
出住房制度改革的总体思路，提出
要走住房商品化的道路。他指出：

“城镇居民个人可以购房，也可以自
己建，不但新房可以出售，老房子也
可以出售。可以一次付款，也可以
分期付款，10年、15年付清。住宅
出售后，房租恐怕要调整，要联系房
价调整房租。使人们考虑到买房合
算。”“房租太低，人们就不买房子
了。”“将来房租提高了，对低工资的
职工要给予补贴。”邓小平关于住宅
商品化的提出，为我国后来的城镇
住房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

1981年，公房出售试点扩展到
23个省、自治区的60多个城市和一
部分县镇。

截至1985年底，全国共有160
个城市和300个县镇实行了补贴售
房，共出售住房1093万平方米。在
出售公房的同时，有的地方还实行
了住房租金的改革，进行了一些有
益的尝试。

1986年2月，“国务院住房制度
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下设办公室，
负责领导和协调全国的房改工作。

1988年1月，国务院召开了“第
一次全国住房制度改革工作会议”，
同年2月印发《关于在全国城镇分期
分批推行住房制度改革的实施方
案》，标志着住房制度改革进入了整
体方案设计和全面试点阶段。

1994年7月18日，国务院下发
了《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
决定》，确定房改的根本目的，将房
改的基本内容概括为“三改四建”。

1998年7月3日发布的《国务院
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
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进一步确定
了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目标。
同时决定，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停
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
配货币化。

至此，我国已实行了近四十年
的住房实物分配制度从政策上退出
历史舞台。这一通知被人们称为中
国住房制度改革的里程碑，它宣告
了福利分房制度的终结和新的住房
制度的开始。

从1998年开始，我国房地产业
发展迅速。

2003年，国发［2003］18号文提
出，让“多数家庭购买或承租普通商
品住房”，“增加普通商品住房供
应。……采取有效措施加快普通商
品住房发展，提高其在市场供应中
的比例……”同时将经济适用房的
性质重新定位为“是具有保障性质
的政策性商品住房”。

这一文件的出台，将大多数家
庭的住房推向了市场，实现了我国
住房市场化的根本转变。

“数十年的实践证明，住房制度
改革的方向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
徐景安说，住宅商品化加上土地制度
改革，让房地产业就此诞生。房地产
业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
柱，土地收益成为各级政府财政收入
的重要来源，城市建设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居民的住房水平大大提
高。

徐景安说，按理论上讲，住宅是
生活资料，实行商品化是市场化改革
的必然。从实际情况看，住房制度不
改革，城市建设难以为继。

徐景安出生在上海，过去住在贫
民窟里，几代人挤在很小的屋子里生
活。即使有房住的老百姓，在北京、
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也多数住在大杂
院和筒子楼里，有独立的“煤卫”成为
梦想和追求。

如今这些城市到处高楼林立，公
路、桥梁和其他公共设施一应俱全，
老百姓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住
房水平明显改善。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中国住
房发展报告（2018-2019）》显示，中
国居民已基本告别“蜗居”时代，进入

“适居”时代，人均住房面积达40.8平
方米。城镇人均住房面积从1978年
的3.6平方米提高到如今的40.8平米，
增加了10余倍。

与此同时，人均住房面积的增
加，也造成了新的问题产生，一些人
拥有不少房子和豪宅，另一些人买不
起房，甚至租不起房。“从根本上来
说，这不是住房改革造成的，而是国
民收入分配的不合理、不公平导致的
结果。市场经济带来贫富差别是不
可避免的，这需要二次分配来调节。”

徐景安认为，“解决住房问题，主
要不是采取行政的限购政策，而是要
将‘居者有其屋’作为基本国策，为低
收入群体提供适用房和廉租房，资金
从土地收益中出，从高价炒房者的税
费中出。”

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安居是人
民幸福生活的必须。在徐景安看来，
对人口众多的中国，解决住房问题仍
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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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3 月，
发展改革委宣
布 5 月 1 日起
施行商品房销
售明码标价规
定。图为一名
广州市民在房
地产中介了解
房地产信息。
新华社资料图片

8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7月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统
计数据。数据显示，上海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环比微降0.1%。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