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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tch Social Housing Development Model: Operation Managed by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Under 
Governmental Supervision

政府监管、非营利机构运营的荷兰社会住房发展模式

焦怡雪
Jiao Yixue

摘要：荷兰的社会住房以覆盖面广、居住品质高等特点

著称。在百余年的长期发展中，荷兰形成了在政府授权

和监管下，由独立非营利机构“住房协会”以市场化方

式提供和管理社会住房的发展模式。本文聚焦于荷兰社

会住房发展中政府和住房协会的不同角色、住房协会的

管理与运营框架，以及对住房协会社会责任的约束和监

督机制，以期为我国保障性住房的发展与管理提供有益

的经验借鉴与启示。

Abstract: The Dutch social housing is famous for its large 
market share and relatively high quality. During the long 
developing period of more than one century, a social housing 
development model has formed in the Netherlands: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the government, housing associations 
(independent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provide and 
manage social housing in a market-oriented wa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different roles of government and housing 
associations, the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framework of 
housing associations, and the restricting and supervising 
mechanism to housing associations. This paper aims at 
providing useful suggestions for Chinese affordable housing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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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时期，我国明确要“构建以政府为主提供基本保障、以市

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的住房供应体系”，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取得历史

性突破。根据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的要求，“十三五”期间要将居住

证持有人纳入城镇住房保障范围，把公租房扩大到非户籍人口。可以预见，

在当前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保障性住房的需求仍将进一步扩大。但另

一方面，当前以政府为主建设运营保障性住房的模式，面临着政府财政

资金压力和管理人员数量与经验不足等诸多问题，未来如何动员社会力

量、实现保障性住房的可持续发展运营，是必须研究解决的重要问题。

荷兰的社会住房起步早、覆盖面广，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已形成在

政府授权和监管下，由独立非营利机构“住房协会”以市场化方式提供

和管理社会住房的发展模式。本文重点探讨荷兰政府在社会住房不同发

展阶段中职责的变化，住房协会的核心任务、管理架构、资金运营框架

以及约束监督机制，希望能够为我国保障性住房的运营管理提供可资借

鉴的经验与启示。

1  荷兰社会住房的发展历程

在荷兰，社会住房指由政府授权的住房协会建设、出租和管理的，

面向中低收入家庭提供的低租金住房（政府对租金上限进行控制）。荷兰

社会住房以其所拥有的较大市场份额和较高住房品质著称，在欧洲具有

非常独特的地位。 

自 1901 年以来，荷兰社会住房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三大阶段。 

（1）1901 年—二战 ：社会住房的早期发展阶段。1901 年，荷兰出

台《住房法》，其基本思想是向低收入家庭提供由政府公共财政补贴的

社会住房。《住房法》授予住房协会被认可的法律地位——作为只开发

社会住房、接受国家监督的非营利机构，它们可以是政府监督下接受公

共补贴和信贷支持的民营机构，也可以是政府直营的住房公司 [1]。在二

战之前，荷兰社会住房处于发展初期，增长较为缓慢，1940 年全国有

1 080 个住房协会，但平均只拥有 55 套社会住房 [2]。截至 1947 年，荷

兰社会住房仅占住房总量的 12% 左右，明显低于欧洲大陆其他国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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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45—1995 年：社会住房的快速发展阶段。二战

之后由于很多住房在战争中被损毁，荷兰出现了严重的住房

短缺问题。针对这一问题，地方政府在 1950 和 1960 年代直

接参与了社会住房的建造和管理。到 1960 年代中期，荷兰

的战后重建计划已基本完成，政府对住房领域的直接干预逐

渐减少。《住房法》在 1962 年进行修订，明确住房协会在新

建社会住房项目中拥有优先发展权的“首要地位”，地方政

府只在住房协会的供给无法满足需要时才直接建设和管理社

会住房。1974 年政府开始向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补贴以提

高其住房支付能力。在这一阶段，荷兰社会住房数量大幅增

长，到 1990 年代初期，社会住房在全部住房中所占比例达

到了 42%。

（3）1995 年至今 ：社会住房的市场化发展阶段。进

入 1990 年代后，住房短缺问题已基本解决，但用于社会

住房建设补贴的公共财政支出不断飙升。在此背景下，荷

兰政府于 1995 年中止了对住房协会新建社会住房的一般

性财产补贴，标志着荷兰社会住房体系开始进行全面的民

营化和市场化改革。此后，地方政府基本退出了对社会住

房的直接建设和管理 ；住房协会在承担向低收入群体提供

低租金社会住房责任的前提下，开始实行市场化的独立运

营和管理。

在过去 20 年间，荷兰社会住房的数量始终稳定在 240
万套左右，但随着住房自有化政策的推进，荷兰自有住房

的比重已上升到 60%，而社会住房的比重则从 1995 年的

39% 下降到 2012 年的 31.3%，但此数据在欧洲国家中仍然

是最高的（表 1）。随着社会住房比重的降低，社会住房的

供应对象也逐渐从普惠中低收入家庭转为更加聚焦低收入

群体。

2  政府在荷兰社会住房发展中的职责

2.1  不同时期政府职责的变化
自 1901 年《住房法》奠定社会住房发展法律基础的一

个多世纪里，随着社会经济状况、住房条件和供需关系的变

化，荷兰政府在促进社会住房发展方面的角色也在不断调整。

大致而言，在社会住房发展目标从解决住房短缺向提升居住

品质的转变过程中，政府的角色也逐渐从直接建设和分配社

会住房转向支持和监督住房协会提供社会住房，从提供社会

住房建设补贴转向提供低收入家庭房租补贴，从为住房协会

直接提供贷款转向提供金融安全保障。

（1）住房建设

1901 年《住房法》在支持民营住房协会的同时，也支

持地方政府通过直营住房公司建设社会住房。在相当长的一

段时期内，地方政府在社会住房建设中占据主导地位。特别

是二战后住房短缺问题非常严重，地方政府建设了大量社会

住房——二战后到 1960 年代末期，一半以上的社会住房都

是由地方政府建设的。

1980 年代住房短缺问题得到缓解后，荷兰开始重新思

考政府和住房协会的责任界定。自 1990 年代中期开始，政

府退出社会住房供应体系，地方政府公营的住房公司大量转

变为住房协会，同时住房协会走向市场化发展。

（2）住房补贴

在住房补贴方面，荷兰经历了从“砖头补贴”向“人头

补贴”的转变。《住房法》确定中央政府将对社会住房的供

给方提供补贴，因而住房协会获得了新建社会住房的政府补

贴。1970 年代后，随着住房供需矛盾的缓解，政府开始逐

步削减对社会住房的补贴，自 1995 年起完全停止向住房协

会提供一般性的新建社会住房补贴，但住房协会仍然可以获

得由地方政府提供的价格优惠的土地。

另一方面，自 1974 年开始，荷兰中央政府开始面向低

收入家庭提供房租补贴，使其能够在住房市场上有更多选择。

此后，政府不断完善房租补贴制度，2012 年中央政府发放

的房租补贴达到 27.7 亿欧元 [5]，超过百万户家庭受益。

（3）金融支持

自 1950 年代开始，荷兰政府开始向住房协会提供低于

市场利率的贷款，由于政府贷款来自财政预算，实际上给政

府带来了沉重的负担。针对这一问题，1980 年代荷兰政府

决定从直接提供贷款转向构筑金融安全网络。

1983 年，住房协会全国联合会 Aedes 成立了“社会住房

担保基金”，为住房协会从银行贷款提供担保，而中央政府则

为社会住房担保基金提供担保。1988年，中央政府成立了“中

央住房基金”，为遇到财务困难的住房协会提供支持。从而

表 1  欧洲部分国家社会住房占住房总量的比例比较

国家
社会住房占全部住房

比例 / %
社会住房占出租住房

比例 / %

荷兰（2012） 31 78

奥地利（2009） 23 59

英国（2007） 21 68

丹麦（2009） 19 51

瑞典（2008） 17 46

法国（2006） 17 44

芬兰（2008） 16 53

波兰（2007） 12 71

比利时（2008）   7 24

德国（2008）   5   9

意大利（2008）   4 19

资料来源：荷兰社会住房数据来源于参考文献 [2]，其他欧洲国家社会住房数据来源于参

考文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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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综述 

针对社会住房体系形成了由社会住房担保基金、中央住房基

金以及政府提供最终担保的三级融资担保体制，这一体制形

成后，政府于 1988 年完全停止了向住房协会提供的直接贷款。

总体而言，荷兰政府在社会住房方面的角色，经历了从

政府直接介入建设管理转向授权和监督住房协会以市场化方

式运营、管理社会住房的历程。

2.2  不同行政层级政府的责任
荷兰的政府机构划分为三个行政层级：中央政府、省政

府和市镇政府。在社会住房领域，不同行政层级的政府承担

不同的责任。

（1）中央政府的责任

中央政府在住房方面的责任主要在于构建住房发展的法

律与政策框架，目前其具体责任包括 [6] ：

 ● 在《住房法》的基础上通过制定法律法规来促进住房

的均衡供给；

 ● 确保住房领域各相关机构角色与责任的清晰分工 ；

 ● 创造条件以促进充足的可支付住房供给，包括调节租

金（政府每年公布出租住房租金上限和租金上涨幅度上限标

准）和修订相关法律法规 ；

 ● 确保住房的可支付性，对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群体给予

特别关注；

 ● 基于《住房补贴法》制定发放房租补贴和进行预算管

理的政策，并防止资金滥用 ；

 ● 制定为特殊关注群体提供居所的相关政策 ；

 ● 对住房协会执行《社会租赁部门管理通则》的相关要

求情况进行监管；

 ● 确保租户与房东协商确定出租住房管理的权利。

2013 年 2 月，荷兰中央政府针对住房市场低迷、住房

建设量大幅降低的问题，发布了新的《住房发展协议》，对

2013—2017 年的住房发展相关事务作出安排 [7]。确定这一时

期荷兰住房发展的主要目标为促进可持续的住房投资，促进

出租住房市场的均衡发展，继续促进住房自有化，关怀弱势

群体的居住需求 ；并明确了出租住房租金增长幅度控制、增

加对初次购房者贷款资助、对社会住房物业税减征、增加针

对低收入群体的住房补贴预算等措施（表 2）。
（2）省政府的责任

省政府在住房方面的直接责任相对较少，主要是发挥协

调作用，包括：

 ● 确定全省层面的住房发展任务 ；

 ● 促进市镇住房空间布局和地方住房政策的相互衔接。

（3）市镇政府的责任

市镇政府对本地住房发展负有直接责任，一方面要落实

国家的住房政策，另一方面要通过各种地方政策确保住房供

应和住房质量，其责任主要包括：

 ● 与住房协会、居民组织和其他相关利益群体共同协商，

制定市镇住房发展目标和任务；

 ● 与住房协会协商制定住房发展协议，明确住房协会的任务；

 ● 制定社会住房分配等住房领域相关法规和政策；

 ● 制定相关空间规划和土地使用规划；

 ● 作为公共空间的所有者和责任者，负责公共空间的维

护和改善；

 ● 发放建设许可。

3  住房协会的管理与运营架构

3.1  住房协会的核心任务
住房协会是政府授权的、独立的非营利性机构，主要承

担向目标群体（一定收入以下的中低收入家庭、老年人和残

疾人等）提供社会住房的公共责任。2012 年，荷兰共有 383
个住房协会，管理着 241 万套社会住房。

荷兰政府将住房协会任务的责任界定为 [8] 建设、出租

和管理社会住房，以及与社会住房直接相关的具有社会服

务功能的设施，如社区中心等 ；住房协会受市镇政府的直

接监管 ；住房协会的规模须与其所在区域的住房市场及其

自身核心社会功能相匹配 ；住房协会从房租增长中获得的

额外收入须纳税。

根据《社会租赁部门管理通则》的规定，住房协会主要

承担六项核心任务：

（1）优先向目标群体提供适当的住房，确保低收入家庭

优先获得低租金住房；

（2）保持社会住房的居住质量，对存量社会住房进行维

修、维护和更新，并新建社会住房；

（3）确保租户参与社会住房管理和新的发展方针的制定；

（4）确保住房协会财务方面的可持续运转；

（5）致力于提高社会住房所在邻里的生活品质；

（6）在社会住房建设管理中兼顾对特殊群体（如老年

人、残疾人等）的社会关怀。

表 2  2013—2017 年荷兰政府对住房领域财政投入预算的增加情况

（单位：百万欧元）

年份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相关社会住房物业税收的减少 0 120 190 245 290

针对住房更新增值税的减少 188 38 0 0 0

对初次购房者的贷款资助 30 0 0 0 0

能源节约循环基金的政府投入 50 100 0 0 0

对低收入群体住房补贴的增加 45 135 225 315 420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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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欧盟框架下住房协会的 SGEI 与非 SGEI 项目划分
根据欧盟的规定，住房属于一般经济利益服务（SGEI: 

Service of General Economic Interest）项目，政府可以对于提供

这类服务项目的活动提供补贴。同时，欧盟以及荷兰政府都

认为，不应将住房协会的所有住房相关项目均视为 SGEI 项目。

荷兰政府将住房协会针对目标群体提供的社会住房和

在公开市场上参与竞争的住房项目，区分为 SGEI 项目和非

SGEI 项目 [9]，以避免政府资助和支持被用于后者。具体而言，

SGEI 项目包括 ：（1）建设、出租、维护、更新和出售租金

受政府调控的社会住房；（2）改善与社会住房相关的居住环

境的品质；（3）建设、出租和维护社会服务设施。而租金不

受政府调控的租赁住房、商业用途房产、产权住房等相关的

建设、租售、维护等方面的项目则属于非 SGEI 项目。

对于 SGEI 项目，政府的资助和支持包括：由中央住房

基金提供的财政救援、由政府为社会住房担保基金提供的

融资担保，以及由地方政府提供的价格优惠的土地。通过

SGEI 项目和非 SGEI 项目的划分，荷兰政府将资助和补贴范

围聚焦于针对目标群体提供的社会住房，也有效引导了住房

协会核心任务的发展。

3.3  住房协会的管理架构
目前，绝大部分住房协会的法定形式为基金会，中等规

模住房协会的管理架构主要包括三部分（图 1）。
（1）监督理事会：对住房协会的各项职能和业务进行监

督。理事会一般包括 7~9 名成员，法定成员数量最少为 5 名

并必须为奇数。根据政府相关规定，理事会要最少保留 2 个席

位给租户组织提名的理事候选人；理事会其他成员来自不同业

务领域，包括管理、财务、社会事务、技术部门等。

（2）管理人员。一般有 1 名经理总体负责管理工作，并

有若干名副经理分别负责技术管理（响应租户保修、房屋定

期维护、新建房屋项目等）、租户管理（物业管理、租户服务、

租金收取、违规与纠纷处理、邻里与社区建设等）和财务管

理（帐票管理、报表管理、风险控制、税务管理、资金管理等）。

租户管理由于涉及居住与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保证服务质量，

一般会根据社会住房管理规模划分为若干地区，并配置地区

经理管理具体事务。

（3）租户组织。一般在多户住宅楼栋中租户都成立了租

户委员会，各委员会派出代表组建租户理事会，与住房协会

进行沟通协商参与管理，行使法律授予租户组织的知情权、

协商权和建议权。同时租户理事会可提名 2 名代表加入监督

理事会，对住房协会的管理进行监督。

不同的住房协会管理架构也可能存在差异，有些住房

协会选择按照住房管理（划分为不同地区）、资源管理（战

略资产管理、财务管理等）和工程管理（工程准备和工程管

理）的方式来安排管理架构。此外，规模较大的住房协会由

于管理住房数量大，需要处理的业务更为繁杂，一般也会采

取更为专业化细分的管理架构。

3.4  住房协会资金运营框架
在 1995 年住房协会走向民营化和市场化经营后，其

市场竞争力和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形成了较为成熟和完善

的资金运营框架（图 2）。2012 年住房协会拥有的总资产达

到 1 295 亿欧元，其中固定资产 1 200.69 亿欧元，金融资产

24.19 亿欧元，流动资产 70.15 亿欧元 [5]。

住房协会的收入主要来源于社会住房的租售和少量的政

府补贴，同时可以获得政府担保下的银行贷款来补足所需资金。

（1）社会住房的出租和出售收入。荷兰住房协会拥有 241
万套社会住房，租金是其主要收入，2012 年住房协会的租金

收入达到 132 亿欧元。在政府鼓励住房自有化的政策下，住

房协会可以出售部分存量社会住房和新建住房。2012 年，住

图 1  中等规模住房协会的管理架构示意图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0]

图 2  住房协会资金运营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0] 补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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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协会共出售社会住房 1.8 万套（占社会住房总量的 0.75%），

获得收入 11.59 亿欧元。

（2）政府补贴。1995 年，荷兰政府停止发放用于社会

住房建设的补贴，仅对某些城市更新项目给予补贴。2012 年，

住房协会获得与城市更新项目相关的补贴数量为 3 400 万欧

元，在全部收入中所占比例较低。此外，由于获得政府房租

补贴的低收入家庭大多租住社会住房，因而住房协会租金收

入中有一部分是实际来源于政府的。2012 年，荷兰政府共

发放房租补贴 27.7 亿欧元。

（3）政府担保下的银行贷款。住房协会可以通过 “社会

住房担保基金”的担保，从银行获得低于市场利率 10% 的

优惠利率贷款。此外，出现财务困难的住房协会可以获得“中

央住房基金”提供的补贴或无息贷款。

住房协会的支出主要包括贷款利息、非营利性投资（主

要为城市更新、新建社会住房和其他社会服务设施）、经

营费用和维护费用。2012 年，住房协会支出的以上款项分

别为 37.54 亿欧元、35.5 亿欧元、34.66 亿欧元和 32.39 亿

欧元。总体而言，住房协会能够达到收支平衡，运营状况

良好（表 3）。
事实上，通过租金回收社会住房建设成本需要一个较长

周期。有研究表明，一套面积 75 m2 的社会住房需要 27 年

时间的运营，才能回收成本开始盈利 [9]。目前荷兰住房协会

的雄厚经济实力和良好运营状况，是过去一个世纪在政府持

续财政支持下，住房协会不断增加资本积累形成的。

4  对住房协会社会责任的约束与监督机制

尽管住房协会是市场化运营的独立机构，但因承担着向

中低收入家庭提供社会住房的社会责任，因而对其社会责任

履行情况的约束与监督非常严格，主要包括 ：法律法规的约

束、政府的监管、住房协会的行业自律和机构内部监督，以

及社会组织监督等。

4.1  法律法规的约束
住房协会获得政府授权和经营运转的法律基础是《住房

法》，其主要任务和职能则需遵循《社会租赁部门管理通则》

的相关规定。

《社会租赁部门管理通则》于 1993 年开始实施，其中明确

了住房协会的核心任务，并要求住房协会必须满足业绩标准。

住房协会只能提供社会住房服务，以优先安置政策规定的目标

群体（收入符合规定的家庭），并确保机构的服务延续性。

此外，1998 年颁布实施的《协商法》要求包括住房协

会在内的出租住房所有者，在涉及租金、房屋维修维护与更

新、住房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时，必须与租户进行协商，从而

确保了租户的知情权、协商权和建议权。

4.2  政府的监管
（1）中央政府的监管。中央政府通过中央住房基金对住

房协会进行财务监管。中央住房基金要求住房协会每年向其

提供详尽的财务报告，并据此评估住房协会的责任履行和财

务安全状况，从而为中央政府制定和调整住房政策提供依据。

此外，各住房协会每年要向中央政府提交年度报告，说明其

社会住房建设与管理运营情况，并向社会公布。

（2）市镇政府的监管。市镇政府的监管方式主要是与住

房协会协商拟定地方住房发展协议，并定期检查协议履行情况。

4.3  住房协会的行业自律和机构内部监督
住房协会的行业自律主要来自于 Aedes。Aedes 成立于

1998 年，是住房协会的全国性行业联合组织，目前有 95%

以上的住房协会是 Aedes 成员。Aedes 致力于提供社会住房、

改善住房市场功能和提供专业化住房服务，并代表住房协会

的利益与政府进行相关事宜的协商。Aedes 制定了住房协会

的行业行为规范 [11]，涉及住房协会的社会责任、管理与监督、

行业伦理、资源使用等方面的行业自律内容。

对于单个的住房协会来说，在其管理架构中一般都设置

有监督理事会，来对住房协会的各项职能和业务进行监督。

4.4  社会组织监督
此外，在荷兰还有专门的社会组织——住房协会出租

部门质量中心（KWH），对住房协会的服务进行监督，定期

发布对各住房协会的评级标签。KWH 成立于 1995 年，是

Aedes 的合作组织，对各住房协会的服务表现进行评估，并

定期向社会发布评级标签结果。目前 KWH 共有六种标签，

包括：社会住房出租管理标签、租户参与标签、社会发展标

签、优秀雇主标签、优秀管理标签、可持续发展标签等。租

户和希望租赁社会住房的家庭可以从 KWH 网站上查询所在

表 3  2010—2012 年社会住房部门主要收支项目情况（单位：百万欧元）

项目 2010 2011 2012

租金 12 439 12 805 13 240

政府补贴 41 36 34

出售新建社会住房的净收入 -113 -170 64

出售存量社会住房的净收入 1 228 1 093 1 095

非营利投资 -2 478 -2 810 -3 550

净经营费用 -3 340 -3 449 -3 466

维护费用 -3 278 -3 342 -3 239

利息及其他类似支出 -3 559 -3 633 -3 754

纳税 -403 -78 -280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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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住房协会的评级标签。这促进了不同住房协会间的良性

竞争，也有利于提高住房协会对社会住房的管理和服务水平

（表 4）。

5  荷兰经验对我国保障性住房发展的启示

5.1  构建保障性住房发展的法律法规基础
健全的法律法规是住房发展的重要保证。为了应对工业

化和城市化过程中严重的住房问题，1901 年荷兰成为世界

上首个颁布《住房法》的国家。此后，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

不断对《住房法》进行修改和完善，并颁布了一系列相关补

充性法规，形成了社会住房发展的法律基础。

目前，我国尚未形成完善的保障性住房发展法律框架。

一方面，住房保障领域尚无专门的法律，均为行政法规和部

门规章，法律层级低；另一方面，现有法规政策涉及面较窄，

侧重保障性住房建设与分配，而在运营管理方面缺乏具体措

施。住房发展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应制定颁布《住

房法》，以更高层级的法律形式促进和规范住房，特别是作

为政府公共职能的保障性住房的发展。同时，应针对保障性

住房大量投入使用后面临运营管理困难的情况，研究制定关

于保障性住房管理机构设置、资金运营系统建构、相关服务

提供、住户权益保护、分配与运营监督管理等问题的配套法

规，健全保障性住房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

5.2  坚持政府在保障性住房发展中的主导作用
为低收入群体提供适宜的住房是政府的职责之一。尽管

荷兰政府在社会住房发展方面的职能不断调整，逐步退出了

对社会住房的直接建设和管理，但政府始终在社会住房发展

中发挥着主导作用。目前，中央政府主要通过税收、房租补

贴、设置社会住房租金标准等手段保持对社会住房的调控。

在 1990 年代末我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后，强调了住房

的经济功能，房地产市场得到蓬勃发展，然而对住房的社会

功能重视不足，保障性住房建设相对滞后。“十二五”期间，

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建设力度大大加强，政府在保障性住房的

建设、分配和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十三五”期间，我

国住房保障将实行实物保障与货币补贴并举，逐步加大租赁

补贴发放力度，实物房源从新建为主转向多渠道筹集。直接

建设规模的减少，并不意味政府主导作用的降低，未来仍需

将解决群众的基本居住问题作为住房发展的首要目标，结合

实际需求和保障能力提供实物房源和租赁补贴，解决城镇中

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基本居住需求。

5.3  组建负责保障性住房建设与运营的非营利性实施机构
荷兰的社会住房由政府授权的非营利机构“住房协会”

负责建设与管理。住房协会在多年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具有很高的效率和专业性，形成了完善的管理与运营

机制。为确保住房协会向中低收入群体提供社会住房的社会

责任得到有效落实，荷兰采取了法律法规约束、政府监管、

住房协会行业自律和机构内部监督、社会组织监督等约束与

监督机制。

在我国保障性住房建设中，地方政府在中央和省级财政

补贴下承担了主要任务。随着大量保障性住房的建成和投入

使用，在管理运营方面面临人员配置不足、缺乏专业化管理

经验等问题，难以满足实际需要。针对这一问题，可参考荷

兰的经验，探索将保障性住房的监管和实施机构分离，政府

健全住房保障监管机构，主要承担政策制定和监督监管职责；

同时组建专门的非营利性实施机构，在政府授权和监督下，

负责保障性住房的建设、筹集、分配和运营管理的具体工作。

我国已有一些城市采取了这一做法，如北京市住建委下设住

房保障办公室，主要负责制定相关规划和政策措施、保障性

住房房源筹集和分配的协调与管理工作、组织和指导住房保

表 4  KWH 评级标签类别及评价指标

评级标签类别 评价指标 评价方法

社会住房出租管理标签 顾客联系，轮候时间，投诉处理，房屋维护，其他选项 对租户进行问卷调查、电话调查、网络调查以及其他形式的调查

租户参与标签 参与情况，参与条件，共同协作情况，参与成效
分析住房协会年度报告，随机租户调查，针对租户组织的问卷调查，与住房

协会员工访谈，与租户组织代表访谈

社会发展标签
开放的政策制定程序，增进与租户的互信，解决社会问

题的绩效，声誉良好

分析住房协会年度报告，对利益相关者进行问卷调查，与利益相关者访谈，

与住房协会员工访谈

优秀雇主标签
就业安排目标，给予雇员的待遇、关心和发展机会，对

雇员的培训、理解和绩效评价

对高级管理层、中级管理层和一般雇员进行问卷调查，与住房协会高级管理

层、中级管理层和一般雇员代表进行深度访谈，相关文件分析

优秀管理标签
监督委员会与董事会的职能和行动，管理层凝聚力和管

理责任，组织结构

管理层的自我评价，与董事、经理和行政管理人员进行深度访谈，相关文件

分析

可持续发展标签
相关政策制定，房屋质量与能耗，内部与外部沟通，用

户体验

对雇员和租户进行问卷调查，与管理层、政策制定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进行

访谈，相关文件分析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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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对象的资格审查和备案管理等 [13] ；并于 2011 年组建了国

有企业属性的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主要承担市

级保障性住房投融资、建设收购和运营管理三大平台职能 [14]。

5.4  建构可持续的保障性住房资金运营系统
荷兰的社会住房在发展初期，资金主要源于政府的财政

投入，自 1995 年开始实施市场化运营，目前已形成了以社会

住房的租金和出售收入为主，以政府担保下的银行贷款为补

充的资金运营系统。早期大量的政府建设投入、住房协会多

年持续经营的积累和近年来社会住房的出售，是住房协会持

续提供高品质社会住房的基础。

在我国，当前保障性住房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政府投

入是主要的建设资金来源，包括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财政补贴、

地方政府使用一定比例的土地出让净收益和公积金增值收益

等方式。从保障性住房的长期发展来看，需要建立保障性住

房运营管理的可持续发展机制。首先，提供住房保障是政府

重要的公共服务职责，政府需要保持相对稳定的资金投入，

要为住房保障“买单”和“托底”，稳定投入渠道和资金投

入规模。并应结合城镇化发展，立足责权对应，建立与农业

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的住房保障投入财政分担机制 [15]，可考

虑中央财政专项资金重点支持跨省流动农民工的住房保障、

省级财政专项资金重点支持本省跨市县流动农民工的住房保

障、市县财政专项资金重点用于本市县户籍人口的住房保障，

确保财政分级稳定投入，推动住房保障服务均等化。其次，

作为政府财政资金投入的补充，应采取多种措施支持保障性

住房建设运营实施机构的市场化运作。例如允许其建设一定

比例、用于出租出售的商品住房或配套商业设施，在保障性

住房供需矛盾缓解后向符合条件的租户出售一定数量的保障

性住房等。但须明确其所获收益应全部用于保障性住房的建

设和运营、服务，并由政府进行监管和审计，逐步形成可持

续的保障性住房资金运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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