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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

,

尤其是改革开

放以来， 住房保障取得了历史性成

就。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保障

性住房建设稳步推进， 住房保障体

系不断完善， 住房保障能力持续增

强， 为促进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的目标发挥了重要作用。

住房保障工作是随着住房制度

改革和住房市场化的进程而产生，

并不断推进的。

上世纪

50

—

70

年代，在十分困

难的条件下，城镇以单位为主体、农

村以农户为主体， 努力为城乡居民

提供住房。改革开放后，城乡居民住

房条件大幅改善。

1995

年起，为更

好地保障城乡中低收入阶层的基本

居住条件，国家开始实施安居工程，

大力推进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新中国

成立以来， 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由

1949

年的

8.3

平方米提高到

2018

年的

39

平方米， 这个成绩的

取得有住房保障工作作出的巨大贡

献。

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介绍，实

施住房制度改革后， 数千万城镇职

工通过购买房改房， 拥有了属于自

己的住房； 部分城镇家庭通过在政

府主导的城市建设中获得拆迁安置

房， 改善了居住条件；

1994

—

2007

年，全国建设了包括经济适用住房、

廉租住房在内的

1000

多万套保障

性住房；自

2008

年大规模实施保障

性安居工程以来， 到

2018

年底，全

国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合计开工约

7000

万套，其中公租房（含廉租住

房）

1612

万套、 经济适用住房

573

万套、限价商品住房

282

万套、棚改

安置住房

4522

万套， 还有累计近

2200

万困难群众领取了公租房补

贴， 合计帮助约

2

亿困难群众改善

了住房条件。

各地高度重视住房保障工作，

并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考虑，

下大力气推动。 近年来， 各地切实

加大投入、加强管理，及时组织编制

规划计划，创新投融资体制机制，加

快完善住房保障体系。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保障房政策计划处处长林鹏表示，

北京市已逐步建立起以“一租、一

售、一补”（配租公租房、配售共有产

权住房、发放租赁补贴）为主的保障

房供应体系，多方式、多渠道有效满

足居民家庭住房需求， 保障房制度

体系更加科学、清晰、稳定。此外，通

过棚户区改造、老城房屋有机更新、

老旧小区综合整治、 老旧楼房加装

电梯、闲置物业改建宿舍等措施，多

方式、多渠道解决群众住房问题。

经过新世纪以来的持续探索，

上海市目前形成了包括廉租房、公

租房、 共有产权保障房和征收安置

房的“四位一体”住房保障体系。“除

此之外， 上海市还较大规模实施了

旧住房修缮改造， 在不拆除原有住

房前提下， 通过加固结构、 完善设

施、美化环境等，改善居民的住房条

件。”原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

局副巡视员李东介绍，上世纪

90

年

代以来， 上海市住宅成套率由

31.6%

提高到了

93.7%

，而大规模实

施城市旧区改造、 各类旧住房修缮

改造， 是促进住宅成套率提高的重

要原因之一。

厦门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局长郭俊胜表示，通过多年努力，厦

门基本形成了一整套符合本地实

际，分层次、全覆盖的住房保障政策

体系， 包括以配租方式保障的保障

性租赁房、 公共租赁住房和以配售

方式保障的保障性商品房三种类

型，被称为住房保障“厦门蓝本”。

住房保障历史性成就的取得，

关键在于坚持党对住房保障工作的

集中统一领导； 在于各部门切实履

责，完善住房保障支持政策；在于地

方党委政府勇于担责，敢于啃“硬骨

头”；在于坚持依法依规办事，得到

了群众充分理解、主动响应、广泛支

持。

进入新时代， 住房保障要迈向

高质量发展。 多位业内专家也提出

了相应的观点和建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

所所长、研究员王微认为，我国住房

保障体系具有鲜明特色， 首先是针

对不同阶段来有序地推进。另外，在

结合市场化的改革过程中， 不断地

完善、丰富住房保障的手段、体制机

制和政策支持的方式。再有，住房保

障在世界各国都是政府面临的重要

民生问题，同时也是政策难点。在这

方面， 我国政府的态度始终是积极

的， 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的承

受能力，尽最大的努力，通过持续性

投入， 最大限度地为群众提供住房

保障，做出了巨大贡献。

“目前我们还是处在住房保障

体系建设的过程中， 与住房市场发

展之间还是存在差距， 这在国际来

看是一种共性。 ”王微说，这恰好是

下一步需要重点改进的地方， 在保

基本的过程中，也有一个质量改善、

绿色环保、配套齐全，让老百姓生活

更加安心、体面的过程。从保障体系

建设角度来讲， 更需要转向高质量

方向发展。

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

教授刘洪玉认为， 政府可以通过采

购服务方式， 让社会主体和社会力

量参与进来， 逐渐承担后期运营管

理的责任， 能够让市场承担的就让

市场去做， 以此来减轻政府的运营

压力，最终形成多渠道保障的局面。

浙江工业大学副校长、 教授虞

晓芬则认为， 实现住房保障高质量

发展，一方面住房保障要加快立法，

另一方面要完善“一城一策”，各地

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方式。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

表示， 下一步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住房保障工作的重要

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四个意识”，自

觉践行“两个维护”，坚持贯彻落实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不断完

善住房保障体系， 进一步做好公租

房保障，稳步实施棚户区改造，因地

制宜发展共有产权住房， 努力把住

房保障和供应体系建设办成一项经

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民生工

程、 德政工程， 让全体人民住有所

居。

（

据新华网消息

）

稳步推进

住房保障体系建设

更好解决群众住房问题

近日， 简象家居发布了我乐、百

得胜，定制家居经销商们为啥会跟厂

家闹掰，引起了不少定制家居经销商

的关注。 除了文中所提及的两家外，

其他还有多家定制家居品牌经销商

也谈到与厂家关系难以处理。总结起

来，这些定制家居经销商始终缺少一

种东西，那就是：安全感。

一位定制家居经销商谈及经销

权被剥夺的四种情形：一是当地有经

销商争夺经销权；二是厂家直营收回

经销权；三是完不成销量任务被剥夺

经销权；四是不按厂家要求开新店丧

失经销权。

事实上，在家居建材行业各个品

类， 只要稍微经营一点有名气的品

牌，都有经销权丧失的危险。 毕竟，看

起来很美的知名品牌，在很多经销商

眼里，抢到就是赚到，就是赚钱的摇

钱树。 只不过，很多品类的经销商在

经销权更迭中，厂家、新经销商、老经

销商在对店面、库存、销售单、售后服

务等方面衔接的稍好，才不至于产生

激烈而尖锐的矛盾。

而定制家居经销商与厂家集中

闹出争端，与定制家居这个品类的一

些特点有关系。定制家居产品因为本

身定做的特性，经销商就不会有很大

的库存， 不像传统的瓷砖、 地板、涂

料、卫浴等品类，是货到经销商库房

等着消费者买。 因此，定制家居的厂

家就不能以压库存的方式提升经销

商的销量。 此种情况下，厂家只能换

方式来触动经销商，完成任务就是一

种考核的方式。 定制家居厂家认为，

任务完成与否， 与经销商的运营能

力、店面数量与大小等因素有关。 为

了给经销商压力， 考核销量任务、新

开更多店面，就成为重要的方式。

很多定制家居经销商，出问题就

是出在新开店面上。品牌定制家居门

店具有单店面积大、 租金费用多、装

修费用高、人力成本高等特点，投资

新建一家新店面， 少则五六十万，多

则上百万，店面建成后往往面临着运

营成本高的难题。如果出现进店人流

量小、渠道开拓不力，那么对经销商

的压力就会增加很多。加上任务完不

成， 厂家承诺的装修补贴迟迟不兑

现，那更会雪上加霜。 时间长了，资金

链出现问题，运营就会断裂，最终就

会被厂家抛弃。

因此， 对于定制家居经销商来

说，想要代理某个品牌，需要对自身

及厂家的情况做全方位评估。涉及自

身的包括资金实力、运营经验、风险

承受能力、团队管理等；涉及厂家的

则包括招商政策、 装修补贴政策、销

售任务、品牌运营等。 通过对自身及

厂家综合评估，看是否在资金经验要

求、经营理念上一致，再做取舍。 毕

竟，在厂家面前，很多时候经销商是

处于弱势的， 到头来法律上吃哑巴

亏，道义上值得同情却还要亏掉血汗

钱。

（

据中新网消息

）

“跳坑”还是“避雷”

加盟定制家居

经销商们要睁大眼睛

从无到有

群众住房条件明显改善

单一走向多元

各地加快完善住房保障体系

从量变到质变

住房保障迈向高质量发展

涉房贷款将迎新一轮“全面体

检”。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8

月

8

日，

银保监系统对银行开出的数千张罚

单中（以公布日期计），涉及违规输

血房地产的罚单较去年同期增长近

四成，处罚金额累计达千万级别。同

时记者了解到， 下半年监管对涉房

贷款仍将保持高压， 为进一步落实

“治乱象”成果，近期针对银行业涉

房贷款的专项检查或将启幕。

今年来， 违规涉房贷款除罚单

数量增长外， 处罚力度也进一步增

强。 据记者统计， 在今年银保监系

统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出的

79

张

超百万罚单中， 明确指向涉房贷款

违规的达

20

张，处罚对象包括国有

银行、外资银行、股份制银行、地方

银行及农信社等各类机构。

今年初， 银保监会副主席王兆

星明确提出， 房地产金融是下一阶

段监管紧盯的几个重要风险领域之

一。 银保监发布的《

2019

年“巩固治

乱象成果促进合规建设”工作要点》

明确指出关注银行机构对房地产行

业政策的执行情况。 近期央行两度

点名房地产，强调要坚持房住不炒，

落实房地产长效机制， 同时表示要

严控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

究员董希淼认为，下一步，除了加大

处罚力度之外， 还应从

3

个方面加

强房地产金融风险防控： 一是收紧

银行信贷资金进入房地产市场；二

是收紧个人住房贷款条件、额度，提

高贷款利率，严控个人消费贷款、信

用卡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三

是从严掌握房地产企业发行企业债

券。

（

据

《

经济参考报

》）

银行涉房贷款迎“全面体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