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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公积金制度何去何从：

存废之争、定位重思与改革方向

牛 明 朱小玉

［摘 要］ 住房公积金制度存废之争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制度保障功能、公平性、保值增值、

企业负担、可替代性以及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等方面。立足当前国情，应重新对制度定位进行思考：

“有房住”还是“有住房”，“保穷人”还是“补富人”，要“普惠”还是要“特惠”，是福

利还是负担，要属地分散还是要顶层集中。通过对 4 种方案——“三金”合并、转住房储蓄银

行、简单改良、弱化为企业激励机制进行利弊分析，提出制度彻底改革势在必行。具体改革路

径是：逐步弱化公积金功能，先降费，再合并，将公积金全额转化为职工工资，政府逐步退出

对这一领域的直接干预，将低收入和“夹心层”群体的住房需求交由社会保障制度托底，使普

通家庭住房融资需求回归主流商业银行渠道。

［关键词］ 住房公积金；存废之争；改革方向；定位

一、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存废之争

（一）制度建立背景与理论支撑

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以下称公积金）是在借鉴新加坡中央公积金经验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

种长期性住房储蓄金制度，产生于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特殊时代。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需要一个筹资制度帮助住房分配制度向住房市场化转型，从而“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的城镇住房制度，实现住房商品化、社会化；加快住房建设，改善居住条件，

满足城镇居民不断增长的住房需求”。公积金制度由此应运而生，其理论背景是新经济自由主义

对民生领域公共政策的影响，其政策目标是通过互助共济来保障账户持有人的住房购买能力 。

新经济自由主义是奠基在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上发展起来的理论体系，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在国际经济政策的制定中发挥重要作用，它强调自由市场的机制，支持私有化，反对国家对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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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干预、对商业行为和财产权的管制，在社会福利领域，主张削减福利或保障项目民营化。

从公积金制度模式的支撑理论看，主要是互助共济理论（Mutual Aid Theory）、强制储蓄

理论（Compulsory Savings Theory）、委托代理理论（The Principal-Agent Model）、基金理论（Fund 

Theory）。互助共济理论是公积金制度建立的基石。该理论的主要思想是通过适宜的保障措施

聚集有条件的社会成员的一部分闲置或暂时闲置的资源，按一定规则配置到需要某种帮助的社

会成员中去，以调节社会成员之间的整体利益关系 。公积金制度通过参与人缴费聚集资金，

再以互助性低利率贷款支持符合条件的中低收入者购房。强制储蓄理论是保障公积金制度资金

来源的重要支撑。该理论认为，货币数量的增加以某些个人的消费减少为代价而对资本积累有

利。对于强制储蓄发生的原因，维克塞尔曾这样解释，在积累的过程中，商品价格的提高会强

迫靠固定收入生活的人们减少自己的消费，而把其剩余转入储蓄，即产生了新的实际资本的“非

自愿储蓄”。委托代理理论是公积金制度管理模式的法律依据，是制度经济学契约理论的主

要内容之一。委托代理行为是指一个或多个行为主体根据一种明示或隐含的契约，指定、雇佣

另一些行为主体为其服务，同时授予后者一定的决策权利，并根据后者提供的服务数量和质量

对其支付相应的报酬 。授权者就是委托人，被授权者就是代理人。基金理论指导公积金制度

通过资金运营实现预期目标。该理论以资产为中心，主要强调恰当地管理和运用这些聚集资金，

而不局限于某一特定利益集团的权益或所有权，由此也就产生了反映某种利益的“基金”概念，

它包括一组资产和代表特定经济职能或活动的义务及限制。

经过 20 多年的政策实践，公积金制度作为一项住房筹资制度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推进制

度转型中功不可没。然而，伴随着中国金融市场和住房市场的日趋成熟，国民居住条件大幅改善，

房地产市场泡沫不断聚集，公积金制度根植的土壤发生着根本性变化，其“损害公平性、加重

企业负担、扩大收入差距、资金效用低、提取使用难”等一系列问题面临越来越多的诟病。

（二）制度运行现状

一是制度整体覆盖面有限且长期稳定。2004 年至今，制度覆盖面始终在 41%—46% 的区

间内徘徊，没有明显的扩面趋势，详见表 1。

表 1 2004—2017 年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面（万人、%）

年份
城镇（非私营）

单位就业人数
城镇私营企业

就业人数
城镇全体单位

就业人数
住房公积金

缴费人数
制度覆盖率

2004 11098.9 2993.7 14092.6 6138.5 43.56

2005 11404 3458.4 14862.4 6329.7 42.59

 张东：《住房公积金制度支撑理论：梳理与启示》，《财贸经济》2002 年第 7 期。

  参见裴小革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危机理论——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及其历史作用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

  参见 Jean-jacques Laff ont, David Martimort, The Theory of Incentives—The Principal-Agent Model, Beijing World Publish-
ing Corporation,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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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城镇（非私营）

单位就业人数
城镇私营企业

就业人数
城镇全体单位

就业人数
住房公积金

缴费人数
制度覆盖率

2006 11713.2 3954.3 15667.5 6916.9 44.15

2007 12024.4 4581 16605.4 7187.9 43.29

2008 12192.5 5123.7 17316.2 7745.1 44.73

2009 12573 5544.3 18117.4 8031.3 44.33

2010 13051.5 6070.9 19122.4 8606.3 45.01

2011 14413.3 6911.9 21325.2 9651 45.26

2012 15236.4 7557.4 22793.8 10156 44.56

2013 18108.4 8242.3 26350.7 10877.7 41.28

2014 18277.8 9857.4 28135.2 11877.4 42.22

2015 18062.5 11179.7 29242.2 12393.3 42.38

2016 17888.1 12083.4 29971.5 13064.5 43.59

2017 17643.8 13327.2 30971 13737.2 44.36

资料来源：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房公积金监管司：《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度报告汇编（2014）》，学

林出版社，2015 年；《全国住房公积金 2016 年年度报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官网：http://www.

mohurd.gov.cn/wjfb/201705/t20170531_232056.html，2017 年 5 月 27 日；《全国住房公积金 2017 年年度

报告》，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18-06/19/content_5299652.htm，2018 年 5 月 30 日；

历年《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年鉴》。

二是体制内人员占实缴职工的绝大多数。2017 年全国公积金制度实缴职工有 52.84% 来自

国有企业、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制度内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职工只占 28.64%，详见图 1。

图 1 2017 年实缴职工所在企业类型分布（%）

资料来源：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房公积金监管司：《全国住房公积金 2017 年年度报告》，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官网：http://www.mohurd.gov.cn/wjfb/201805/t20180531_236261.html，2018 年 5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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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各类企业单位的制度覆盖率差异显著。机关事业单位参保覆盖率在 90% 左右；国有

企业、集体企业覆盖率 70% 左右；外资企业覆盖率接近 50%；私营及其他企业覆盖率不足

10%，详见图 2。

图 2 各类企业单位公积金覆盖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中国劳动统计年

鉴（2015）》，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 年。

注：1.“国有企业”指国有控股企业，并非指全民所有制企业；2. 由于统计口径略有差别，“城镇

全体单位”人数与各分项人数相加略有差别，与之相应，各类单位覆盖率也略有误差。

四是实际缴费率分化且突破制度规定。《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职工和单位实行等比

例缴费，双方住房公积金月缴存比例都不得低于职工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的 5%，最高不得超

过 12%，然而实际缴费率并非如此，详见表 2。

表 2 不同缴费率人员占比情况

缴费率 人数（万人） 占总参加人数比率（%）

5% 及以下 1431 12%

6%—10% 3353 29%

11%—12% 5930 50%

13% 以上 1064 9%

资料来源：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房公积金监管司：《全国住房公积金 2014 年年度报告》，学林出

版社，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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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各年度缴存金额稳中有增，支取金额年度差异明显。2013 年以来，基金缴存额增速平

稳（12%—14%）， 而 基 金 支 取 受 房 地 产 市 场 状 况 影 响， 不 同 年 度 差 别 显 著（5.82%—

44.92%），详见图 3。

图 3 公积金存缴及支取金额情况

资料来源：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房公积金监管司：《全国住房公积金 2017 年年度报告》，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官网：http://www.mohurd.gov.cn/wjfb/201805/t20180531_236261.html，2018 年 5 月 30 日。

（三）主“废”的理由

学界针对公积金的未来发展方向提出了或“废”或“存”两种观点。主“废”的原因如下：

一是制度定位不清，保障功能不足。公积金制度究竟是一项住房保障制度还是住房金融制

度？住房保障功能强调公平性，而住房金融功能强调互助性，中低收入群体由于难以满足贷款

条件而长期处于“只缴不贷”的状态，导致制度在长期基本丧失互助性 。制度设计只与职工

缴存能力相关，而与支付购房成本能力无关 。中低收入阶层的居住保障需求明显，却被排斥

在制度之外 ，绝大部分私营企业、民营企业等非公有制企业的职工以及非正规就业群体是公

 黄燕芬、李怡达：《关于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顶层设计的探讨》，《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7 年第 2 期。

 顾书桂：《中国住房公积金制度的问题及改革方向》，《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3 年第 2 期。

 陈友华：《住房公积金制度：问题、出路与思考》，《山东社会科学》2014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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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金制度的旁观者，抑或是制度性歧视群体 。

二是扩大分配差距，影响社会公平。从制度设计看，公积金在缴存和贷款上的“交叉补贴”

会带来显著负面的收入分配效应。从政策实践看，不同行业和企业在缴费比例、缴费基数和缴

费额度等参数上存在明显差距，收入水平越高，缴存金额越大。本应该为中低收入人群“雪中

送炭”，却在为高收入人群“锦上添花”，强制性储蓄、低存低贷、存贷不匹配的公积金信贷

政策，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公 。

三是法理存有缺陷，授权依据不足。《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对缴存比例上限未作明确规定，

将其立法权授权地方政府，这种授权缺乏法理依据 。条例规定建设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

行确定现行缴存比和缴存基数，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相关部门无权对公民收入

或财产处置进行限制，存在“公有权对私有财产权进行干预”之嫌 。公积金制度在决策机制、

管理机制、监督机制上存在决策主体法律地位虚化、参与不足，公积金管理中心法律地位错位、

权责失衡，监督主体分散、责任不清等一系列法理缺陷 。

四是制度刚性不足，谈判空间较大。《关于住房公积金管理若干具体问题的指导意见》规

定缴存“原则上不高于 12%”“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月工资基数，原则上不应超过职工工作地所

在设区城市统计部门公布的上一年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2 倍或 3 倍”“对缴存住房公积金确有困

难的单位，可以降低缴存比例或者缓缴；待单位经济效益好转后，再提高缴存比例或者补缴缓

缴”。但在实际执行中仍然存在公积金缴存额超过规定比例的现象，而且在实践中越是效益好

的企业、福利好的单位、级别高的雇员，企业往往越是倾向于为其缴存更高比例的公积金。可

见制度在关键参数上留出较大空间，在执行过程中强制性明显不足。

五是运行效率低下，制度漏损严重。当前住房公积金使用比例很低，在单个年份，仅有

很小一部分缴存公积金的城镇居民提取了公积金。根据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在 2017 年利用

CHIP 数据所做的定量研究，如果以当年提取和缴存公积金的人数之比作为公积金使用比例

的定义，则 2013 年住房公积金的使用率仅为 3% 左右。即使考虑住房公积金制度实施以来历

年总的情况，公积金贷款的使用比例也仅为 30% 左右 。目前的公积金资金运营存在严重的

制度漏损：一方面，大量的公积金资金沉淀，以极低的收益存放银行，2015 年全国约 7500

亿元公积金专户存款金，整体利率约为 2%，若以 5% 的投资收益率进行测算，全年损失约为

  浩春杏：《对住房公积金制度公正性的社会学探讨——社会排斥的理论视角》，《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2010 年第 1 期。

 汪利娜：《住房公积金信贷政策与收入分配》，《中国房地产金融》2003 年第 2 期。

 陈友华：《住房公积金制度：问题、出路与思考》，《山东社会科学》2014 年第 3 期。

 龚胜华：《对经济社会转型时期住房公积金几个问题的浅论》，《中国房地产金融》2013 年第 3 期。

 张克芳、李琦：《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思考之路》，《天津经济》2013 年第 7 期。

 曾晓清、翟彦杰：《我国住房公积金的法律属性及其管理模式研究》，《金融研究》2006 年第 8 期。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课题组：《住房公积金制度若干重要问题研究》，2017 年。该成果有部分未
公开发表，本文引用征得项目负责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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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亿元；另一方面，制度运行成本高昂，2017 年归集手续费支出 23.56 亿元，委托银行贷

款手续费支出 54.33 亿元，实际支出管理费用 104.61 亿元 。经办金融机构成为最大的获益者，

制度缴费人的权益被侵蚀。

六是增加企业负担，扭曲经济结构。企业和职工被迫进行公积金强制储蓄，这将减少居

民当期消费和整体消费率，进而限制内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同时挤占企业利润，减少资本

积累和再投资比率。在当前“三期叠加”的背景下，公积金缴费给中小企业带来较大的压力，

在增加企业劳动用工成本的同时，减少了企业利润，总体上不利于企业的发展。此外，公积

金制度没有适应金融体系发展，没有按照市场信号来决定价格，不符合利率市场化改革总体

方向。

七是功能可替代性强，毋需另立机构。在“低存低贷，封闭运行”的思路下，商业银行直

接管理了普通居民的住房贷款，行使了从资金归集、支取、贷款、回收等全流程工作，承担了

核心的资金日常管理和保值增值功能。各地的公积金管理中心如果将核心资金管理职能外包，

仅是寄生在公积金之上的一套体系，就应该被精简撤并 。只要提供一定的优惠利率，或针对

低收入群体设定精准贴息贷款，就没有必要设置专门的公积金制度。

（四）主“存”的理由

一是通过结构性改革保存制度。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公积金制度为解决住房资金短缺

和支持住房建设做出了极大贡献。制度现存的各类问题可以通过整合或调整来完善，不应考

虑直接废除。如整合公积金和职业年金，成立国家公共住房银行，对不同收入家庭、不同类

型住房和不同地区设立差别化的按揭贷款利息抵扣制度，对保障性住房的购买可提取公积金

贷款并给予一定的利率优惠政策等，都可以缓解这些问题。总之，应选择渐进式改革，避免

因噎废食。

二是制度的公平性在逐步提高。一方面，当前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不断扩大，更多的中低

收入居民被纳入制度，部分刚性购房需求通过制度提供的贷款予以满足。2017 年，全国实缴单

位 262.33 万个，实缴职工 13737.22 万人，缴存额连续 5 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其中城镇私营企

业及其他城镇企业、外商投资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其他类型单位职工占 45.31%，非公经

济缴存人员占比已接近一半 。另一方面，2016 年《关于规范和阶段性适当降低住房公积金缴

存比例的通知》印发，阶段性（按两年执行）降低缴存比例，凡比例高于 12% 的，一律予以

规范调整。随着公积金缴费比例被限定在 12% 以内，过去高收入居民缴存越多而获利越多的

问题也随之缓解。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房公积金监管司：《全国住房公积金 2017 年年度报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官网：http://
www.mohurd.gov.cn/wjfb/201805/t20180531_236261.html，2018 年 5 月 30 日。

 钟伟：《住房公积金管理体系精简势在必行》，《第一财经日报》，2006 年 6 月 22 日第 A02 版。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房公积金监管司：《全国住房公积金 2017 年年度报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官网：http://
www.mohurd.gov.cn/wjfb/201805/t20180531_236261.html，2018 年 5 月 30 日。



·144·

住房公积金制度何去何从：存废之争、定位重思与改革方向

三是资金保值增值问题有突破。制度存在的资金沉淀问题可以通过制度改良来提升增值效

率，例如加强流动性管理，控制使用风险，推行住房公积金贷款证券化等。资金运行效率低下

的问题可以通过降低贷款门槛、提高经营效率、压缩支出成本来解决，例如利用年末的闲置结

余资金，发行债券或提供贷款等，从而有效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四是低收入群体保障已有提升。公积金制度一方面为中低收入人群提供低息住房贷款；另

一方面将增值收益作为城市廉（公）租房补充资金，并贷款支持保障房建设。2015 年提取城市

公共租赁住房（廉租住房）建设补充资金 618.08 亿元，累计发放保障房贷款 841.29 亿元，分

别占到当年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房专项资金的 49.7% 和 67.7%。通过“补人头”和“补砖头”

两方面同时供给，提高制度对低收入人群的保障力度。

五是已缴存职工利益应受保护。公积金建立至今有 20 多年的历史，2017 年末缴存总额累

计 124845.12 亿元，缴存个体超过 1.37 亿人 。如果废除，会导致这些已缴存职工的利益难以

保证。对于制度设计涉及到的各种问题，只需对公积金制度实施渐进改革即可，由金融功能进

一步转为住房保障功能，积极扩大制度覆盖率，让更多的居民享受到公积金的福利，同时不至

于损害已缴存公积金职工的利益。

综上，“存废之争”的主要观点对比见表 3。

表 3 公积金存废之争的主要观点

争论焦点 主“废”的理由 主“存”的理由

保障功能 实际使用率极低，保障功能低下 首套房购置起到一定作用

公平性
主要被中高收入者所得，恶化收入分配差距，
违背政策初衷

扩大不平等的程度有限，只是民众的感受比
较强烈，扩大宣传即可

抑制消费
强制缴存是变相强制储蓄，降低消费率，限
制内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降低缴费比例即可

非市场化
没有适应金融体系发展，不符合利率市场化
改革总体方向

市场化不能因噎废食，可逐步调整利率水平

保值增值
资金沉淀，使用效率低下，并构成少数官员
腐败来源

保值增值问题可通过金融渠道解决，对资金
加强审计和监管，增加制度透明度

可替代性
对普通居民的住房需求，商业银行完全可以
替代

制度废除后已缴存职工的利益难以保证

企业成本 给企业单位带来负担 对员工的招募和留用有激励作用

  张亮：《我国住房保障制度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政策建议》，《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9 期。

 钟伟：《住房公积金管理体系精简势在必行》，《第一财经日报》，2006 年 6 月 22 日第 A02 版。

 钟伟：《住房公积金管理体系精简势在必行》，《第一财经日报》，2006 年 6 月 22 日第 A0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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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思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定位

正如前文所述，催生住房公积金制度的理论思潮是新自由主义，但随着该理论在全球政治

经济实践过程中逐渐暴露出来的局限性，不少国家开始进行反思和政策纠偏。新自由主义主导

全球经济的几十年间，前苏联社会主义国家采用“休克疗法”导致国家经济剧烈震荡，拉美国

家经历了私有化后“失去的 10 年”，东南亚国家金融危机爆发后深陷经济衰退，非洲经济增

长大幅下降，美国无底线金融创新以致次贷危机波及全球，欧洲至今未完全走出债务危机。新

自由主义倡导的“三论”（人性自私论、私有制永恒论和市场万能论）、“三反”（反社会主义、

反公有制、反国家干预）以及“三化”（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存在三大弊端，即自由调

节的危险性、群体的非理性以及自由的不对称性 。其主导社会政策领域的最大恶果是导致了

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和两极化，“给富人贪婪掠夺财富的特权和穷人无底线的牺牲”。

重新审视中国公积金制度在实践过程中对原理论支撑体系的遵从度，会发现被诟病的问题

无一不是因为对最初理论支撑体系的偏离而引发的。互助共济理论的大数法则没有得到贯彻，

制度覆盖范围小，群体排斥性强；强制储蓄制度的储蓄标准设置扭曲了储蓄参与主体的利益补

偿机制；委托代理理论的竞争性原则没有得到落实，代理人往往通过行政指令确定且关系长期

不变更；基金理论对资金的保值增值要求与实际运营过程中极低的利率相悖。

同时，中国公积金制度的土壤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房地产市场发育成熟，房屋的投资增

值属性严重放大，家庭部门杠杆率畸高，城镇居民住房自有率超过 90%。2019 年开启的新一

轮 2 万亿的减税降费政策力度空前，增值税、社保费率、个税改革的“组合拳”要将降成本“进

行到底”。在当前背景下讨论公积金制度的“存废”问题，需要重新思考制度的定位。

（一）“有房住”还是“有住房”

新加坡政府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初衷是从保障居民“有房住”（解决居所问题）转为全

体居民“有住房”（解决私人住房购买力问题）。新加坡公积金制度在需求侧覆盖 95% 以上

劳动者，供给侧通过土地垄断为 83% 的居民提供公屋，但该制度在中国无法复制 。从政府责

任来说，在住房保障领域的责任边界是保障居民“有房住 ”而非“有住房”。目前中国公积

金制度表现为政府过度干预私人领域收益权利。

（二）“保穷人”还是“补富人”

公积金制度最初的覆盖群体基本是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等体制内成员，此后逐步向其

它就业群体拓展，这意味着受益群体由中高收入群体向低收入群体扩展。公积金制度在政策实

 参见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新自由主义的兴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年。

 参见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新自由主义的兴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年。

 李珍：《论政府责任边界视域下中国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改革方向》，《社会保障评论》2017 年第 4 期。

 魏宗财：《新加坡公共住房政策可以移植到中国吗？》，《城市规划》2015 年第 10 期。

 李珍：《论政府责任边界视域下中国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改革方向》，《社会保障评论》2017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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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中出现不公平，并不代表公积金制度本身不要公平，相反的，政府在住房保障领域的基本职

责是为低收入人群提供保障而非促成“富人俱乐部”。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通过归集住房资金，强制进行居民住房储蓄用于住房消费和推进住

房货币化改革的。资金在初期绝大部分用于住房建设贷款，但随着 1998 年城镇住房货币化

改革的基本完成，住房建设资金不再短缺，居民住房消费能力不足开始成为主要矛盾。在

实践中，低收入群体是住房消费能力最低的群体，理应得到政府的重点关注，成为当前制

度主要服务对象。

（三）要“普惠”还是要“特惠”

“效率论”认为：公积金发展至今，既是一种社会保障政策，也是一种住房金融政策工具，

可以有效盘活市场资金，成为政府宏观调控的方式之一；它在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同时，还能

提升政府对住房市场的调控能力，因此带来较小的分配差距和较少的宏观经济冲击，是可以接

受的。而“公平论”认为：无论是何种住房公共政策，都是政府为满足人们的居住需求而制定的，

其本身就蕴含着公平的考虑，无论如何都不应该牺牲大多数人的公平性利益，而换得少数人经

济效率的提高。公积金发展至今，其中一个基本目的是要回归它的公平属性。

现行的公积金制度为许多学者所诟病的，是其“低存低贷、封闭运行”的制度设计，存在“劫

贫济富”和“交叉补贴”的根本问题。该制度建立之初符合当时时代背景下的社会需求，但随

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公积金的“普惠”性，已经不能满足现

行需求了。从这个角度看，公积金还是应该立足于住房保障，通过公共部门的力量由“普惠”

转向“特惠”，集中力量来帮助那部分基本住房需求未得到满足的社会群体，而金融性工具的

职能，理应交给商业化银行来完成。

（四）是“福利”还是“负担”

公积金究竟是员工福利还是企业负担，因行业、企业、人群而异。就体制内国有企业、事

业单位而言，管理层并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第一目标，成本意识也比较淡泊，天然的具有福利扩

张的动机，公积金作为一项合法的员工福利工具，当然多多益善。而对于私营企业来说，社会

保险缴费负担已是不轻，更无力承担公积金最低 5% 的缴费比例，在“降成本，减负担”的呼

声下，公积金制度成为企业“难以承受的激励政策”。因此，从增进社会公平和减少企业负担

的角度，公积金的改革方向还是要积极降低企业成本。

在住房政策体系再设计的过程中，要注意区分不同类型的企业和职工群体，把重点放在困

难企业和弱势职工上，减少对困难企业和低收入企业的额外负担，尽可能不对收入分配产生扩

大效应，也不对社会公平产生负面影响。

（五）是属地分散还是顶层集中

改革应分散授权全国 342 个公积金管理中心、分中心，还是应统一收归中央？据《全国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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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公积金 2017 年年度报告》，年末全国共设有住房公积金中心 342 个，未纳入设区城市统一

管理的分支机构 149 个（包括省直、行业、区县分支机构），全国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从业人

员 4.25 万人 。现有的住房公积金体系存在明显的分割现象，各地公积金中心之间的资金互不

融通，导致单个城市在推行资产证券化时存在很多弊端。

目前，地方公积金管理中心还属于事业单位，其知识水平难以适应前沿的、复杂的现代金

融操作，缺乏对风险的管理和识别能力。因此，打破地区和行业的割据格局，需在中央层面统

筹进行顶层设计，依法回收各地住房公积金按揭贷款的特许经营权和公积金贷款证券的发行权，

为下一步制度改革提供基础。

三、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可选方案

公积金改革的主流政策主张如下：一是与企业 / 职业年金合并，二是转化为住房储蓄银行，

三是对现行制度简单改良，四是逐步弱化合并为企业激励机制。总的来看，这 4 个方案各有设

计初衷和政策效果，也存在一些问题和阻力。

（一）与企业 / 职业年金合并

1. 制度主张。在维持现行公积金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将住房公积金、职业年金和企业年金“三

金合并”，构建一个统一的、强制的、普惠的强制公积金——城镇职工公积金。制度下设两个

子账户，分别为住房子账户和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子账户，各自维持现有管理体制不变。在

购买首套住房时，可以提取两个子账户内资金，其中住房子账户暂时保留住房公积金的贷款功

能。在职工履行完其住房公积金的资金互助义务（即按时足额缴存一定年限的住房公积金）后，

可在自愿前提下，将住房子账户内剩余的部分并入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子账户进行封闭管理，

待职工退休后提取。

2. 方案评价。这一方案的优点是打通了住房与养老之间的制度通道，从生命周期各阶

段的消费需求看，前期为住房需求，后期为养老需求，资金可实现互通互济。改革后与国

际上成功的新加坡公积金制度，在模式上也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同时，对积累型养老金制

度的发展也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方案缺点是：我国住房公积金作为单独的制度已经运

行 20 多年，其参保人群、保障模式和运行机制等与企业（职业）年金等养老金制度是完全

隔离的；此方案仍然不能回答政府为什么要强制干预私人产品领域，为什么不买房的人要

补贴买房的人等基本问题 。相应的，推进这一改革的难度非常巨大、成本高昂，也可能面

临较大的争论和质疑。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房公积金监管司：《全国住房公积金 2017 年年度报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官网：http://
www.mohurd.gov.cn/wjfb/201805/t20180531_236261.html，2018 年 5 月 30 日。

 李珍：《论政府责任边界视域下中国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改革方向》，《社会保障评论》2017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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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转化为住房储蓄银行

1. 制度主张。此方案提出改革应显化其金融属性，将公积金制度调整为政策性住房储蓄银

行。可以在全国成立中央住房公积金银行，地方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以增值收益入股的方式加

入体系当中，成为中央住房公积金银行的会员机构 。政府通过财政注资成为住房储蓄银行的

大股东，并将《住房公积金条例》修改为住房银行条例。在政府出资并控制的情况下，利用住

房银行贷款修建保障性住房，以解资金的短缺问题。

2. 方案评价。这种改革方案相对改革调整阻力略小，但有两点存疑：其一，采用政策性住

房金融机构的方式实施住房保障，从国际上看鲜有成功案例，这既需要科学的制度设计，又需

要良好的制度运行环境，而在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和住房市场环境下，政策性住房金融机构是否

能良性运行？其二，公积金制度转化为政策性住房金融机构，全国现有 342 个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直接转变成会员机构是否要进行合并和裁撤，若如此，能否按照现代金融机构的要求顺畅

运行。不同于现有封闭运行的公积金制度，政策性金融机构是金融体系的一部分，数以万亿计

的金融资产，其资金的保值增值、安全运营等存在着巨大的责任和风险，相应的制度定位、运

营模式、体系架构构建等方面必须慎之又慎。

（三）对现行制度简单改良

1. 制度主张。这一方案认为当前对公积金制度进行重大调整的条件并不具备，将会面临较

大的政策风险，推进公积金制度改革的重点应放在优化制度自身运行机制上，如降低运行成本，

简化使用手续，提高运行效率等，以实现公积金制度在现有基础上不断改良。

2. 方案评价。现行制度表面存在的使用不便和运行成本高等问题，实际都是制度深层次定

位不清、功能扭曲的直接体现。公积金制度得以运行的根本出发点就是“低存低贷、封闭运行”。

在资金来源端，职工缴存的公积金变相成为了强制储蓄，人为压低职工缴存资金的回报率；在

资金支取端，为保证基金的平稳运行，根本前提是要控制资金的使用率，限制到极少数人使用

公积金来进行贷款，否则基金很容易入不敷出，陷入崩溃。因此，在不改变制度设计机理的前

提下进行小修小补，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公积金面临的问题。

（四）逐步弱化合并为企业激励机制

1. 制度主张。这一方案认为，当越来越多普通职工要求分享公积金制度所带来的好处时，

公积金制度的存在基础受到威胁，“劫贫济富”和“交叉补贴”是住房公积金内在无法破解的

根本性制度难题，既然如此，就应该逐步弱化和取消该项制度。

2. 方案评价。从制度沿革看，公积金制度在建立之初的确对我国住房体制改革的推进和城

市住房市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到目前依然对整个住房体系产生重要影响。但随着经济

社会发展，特别是住房市场的急剧变化，公积金制度赖以存续发展的基础受到了巨大冲击，在“低

 黄燕芬、李怡达：《关于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顶层设计的探讨》，《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7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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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低贷”产生多方面问题的同时，不得不靠大幅延长贷款周期以减少公积金支出来维持制度延

续，这一政策实际上已不存在持续稳定运行的制度基础。鉴于公积金制度运行的内外部情况，

对其进行彻底改革势在必行，逐步弱化公积金功能并渐进式合并住房公积金制度应该成为改革

的方向。

综上，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方案的对比见表 4。

表 4 公积金制度改革方案对比

4 种方案 改革难度 优势 劣势

与企业 / 职业年金合并 难 实现不同社保制度衔接融合 制度设计和执行困难

转化为住房储蓄银行 较难 主管部门意愿高 改革后运行风险可能更大

对现行制度简单改良 容易 推进较为简单 不能解决根本性问题

逐步弱化合并为企业激励机制 较难 能够彻底解决制度问题 面临较大阻力和推进困难

四、建议公积金逐步弱化成为企业激励机制

鉴于公积金制度运行的内外部情况，对其进行彻底改革势在必行。在政策方向上，应逐步

弱化公积金制度功能，并渐进式合并住房公积金制度。在具体改革路径上，可以采取先降费、

再合并的方式渐进推行。为了减少改革阻力，同时兼顾政府、企业和居民利益，建议在近期，

各地可以在原先缴存公积金比例的基础上，将缴费率分两次分别降低 2 个百分点：第一步，在

近期使当前缴费率降到 10% 以内；第二步，在中期进一步将缴费率下降到 8% 以内，这也符合

“实质性降低企业负担”的宏观政策取向；第三步，在远期考虑把企业和个体缴存的公积金直

接转成职工工资，让企业以增加职工工资的形式合并原来的公积金，或将公积金制度变为一项

微观激励政策，将管理权限交由用人单位，政府逐步退出对这一领域的直接干预，将重点放在

保障性住房的提供上。

（一）方案益损分析

任何一项重大政策改革都会存在受益者和受损者，能否提高全民综合福利或国家整体利益

是公共政策值得践行与否的判断标准。

1. 公积金究竟是谁的福利？部分制度内覆盖群体作为既得利益者会反对合并弱化公积金制

度，认为这会削减他们的福利，但对于制度未覆盖人群来说，他们获得住房福利的利益诉求更

为强烈，把他们排斥在外是一种社会不公平。全国城镇职工仍有近 60% 未被公积金制度所覆盖，

缴存职工中有 70% 左右的人属于只缴存、至今未使用或没有机会使用，只能在退休后获得比

银行存款还低的利息。对于这部分职工来说，强制缴存的住房公积金不但不是福利，反而是一

种浪费和损失，被强制缴存的储蓄不但限制了居民当前可支配收入，还丧失了获得更多财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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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的机会。公积金制度最大的获益者是少数职工，被制度覆盖且幸运地使用低利率贷款购买

了住房；同时，存放公积金的少数金融机构也是既得利益者，只需付出极低的存款成本即可获

得极其稳定而巨量的公积金资金，并收取高额的管理费用。总的来看，广大仅缴存未贷款的普

通职工，是公积金制度的受损者，而不是获益者。

2. 个人当期收益如何变化？第一，关于个税税负，如将公积金直接作为工资发放给缴存职工，

个人税前收入增加，可能面临多缴个税。但根据新增加的个税专项附加扣除条款，纳税人本人或

配偶使用商业银行或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为本人或其配偶购买住房，发生的首套住房贷款利

息支出，可按照每年 1.2 万元定额扣除，这与 2017 年住房公积金人均年缴存额 1.36 万元基本相当。

可见，新个税制度下，公积金全额转为工资，并不一定加重税费负担。第二，关于资金收益，增

加的当期现金收入可用于消费、储蓄或其他投资，极有可能带来效用增加。2017 年，全国住房

公积金增值收益率为 1.57%，而同期 1 年、2 年、3 年银行平均利率分别为 1.95%、2.54%、3.12%。

可见，该方案改革后，大部分“只缴不取”的职工有机会获得更好的资金回报率。

3. 改革方案下有哪些受损群体？该方案主要会有两类受损群体：第一类是缴存后成功使用

公积金贷款买房的群体，是“大多数人参与贡献，极少数人成功使用”的既得利益者；第二类

正在缴存公积金但未来有可能使用公积金贷款买房的群体。对于这两类人群，有两种改革设计

来兜底：一是短期内仍然允许职工自愿选择是否缴存公积金，允许他们进入或退出公积金市场；

二是对于受损的职工进行一些利益补偿，损失掉的低息利差可以从基金增值收益中拿出一定比

例作为贴息贷款予以补偿。

4. 改革方案下有哪些受损机构？该方案主要会有两类机构利益受损：一是公积金资金存贷

银行，主要托管银行为工、农、中、建、交几大国有银行，损失集中在资金息差和管理费用，

取消这部分政策红利符合市场化改革潮流；二是全国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2008 年，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设立公积金监管司，在省一级设立公积金监管处，而在市县进一步设立了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公积金制度本身具有很强的金融属性，与公积金管理中心传统事业单位管理方式本

就不符。2017 年末全国共设有住房公积金中心 342 个，机构从业人员 4.25 万人，其中在编 2.69

万人，非在编 1.56 万人 。对于这部分群体，应通过转岗形式予以妥善安排，总的来看，安排

的难度不大。首先，从整体规模看，人员数量有限，劳动力市场容易消化；其次，按照分流的

思路，大部分业务操作和管理人员可以随资金流向分流到商业银行的住房贷款经办部门，少部

分非业务人员可以自主择业、转岗分流等。

（二）足额转化为职工工资

当前公积金使用效率低下，难以实现资金保值增值。把企业和个体缴存的公积金作为工资

直接发给职工，不再单设个人公积金账户，可以实现在住房福利不缩水的情况下有效提升职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房公积金监管司：《全国住房公积金 2017 年年度报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官网：http://
www.mohurd.gov.cn/wjfb/201805/t20180531_236261.html，2018 年 5 月 30 日。



·151·

社 会 保 障 评 论第 3 卷第 2 期 Vol. 3, No. 2

的货币购买力。

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需要强调资金的实额转化。制度覆盖的单位类别有三：一是机关事业

单位，是党和政府的核心组成部分，理解政策最透，执行政策也最到位。二是国有或垄断性企业，

由于存在比较大的软约束问题，具有天然提高职工福利的动机，在合并公积金后，仍然会有较

强的主动性把企业原来代缴的部分转化成职工工资。三是中小私营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等，有着

较强的降成本和减税负诉求，对公积金支出成本转为工资不会有较高的积极性；但这类企业制

度内覆盖比例不高，享受公积金制度红利的职工基本为企业核心人才，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如

果企业不把原缴存公积金转为工资，就等于变相降低了员工工资水平，企业招募、保留人才的

吸引力将随之降低。从完善企业人力资源激励机制的角度看，这类企业也具有支持改革的正向

动机。综上，在经过两次显著降低公积金缴费率后，企业绝对是公积金改革方案的受益者。在

最后一步要求企业把代缴部分转成职工工资的方案，大部分企业是可以接受的。

目前全国累计结余 5 万多亿公积金基金，基本可以满足这部分群体的提取要求。为了给制

度留下缓冲余地，可以设置提取周期，分批分次进行提取。就缴费的增值收益分配问题，应坚

持权责匹配原则，根据缴费期长短设置一定的增值比例，以降低制度改革的阻力。

（三）普通家庭住房融资需求回归主流商业银行渠道

公积金更像是少数职工的一项福利，并非人人都能享受。在市场机制和价格杠杆仍然起作

用的情况下，商业银行通过市场化方式提供住房贷款，比目前的公积金政策运行更有效率。在

过去房价飞速上涨的十几年时间里，商业银行贷款实际上已经成为居民家庭住房融资的主要方

式之一。根据贝壳研究院的统计数据，2017 年公积金贷款发放额在总住房贷款新增额（商贷 +

公积金贷）中占比为 28.2%。2015 年以来，住房公积金个贷余额占住房总贷款余额（商贷 + 公

积金贷）比重分别是 31.1%、28% 和 26.6%。通过商业银行来完成住房融资是绝大多数普通家

庭的自发选择。

（四）“夹心层”和“低收入”群体由社会保障制度托底

解决这部分弱势群体的居住问题，首先需要梳理和规范多个住房制度的功能与衔接，明确

每一个制度的根本属性。从客观规律和国际经验看，住房保障政策共有 4 个层次，分别是救济

型住房保障、援助型住房保障、互助型住房保障、自助型住房保障。政府的核心责任体现在救

济型和援助型住房保障政策上，弱势群体的居住问题通过前两个层次的制度可以得到妥善解决，

并不需要通过公积金制度进行托底。公积金制度的功能体现在互助和自助上，必须进行成本收

益分析，要统筹社会需要、政府便利和成本代价的关系，在收益不高、代价偏高、社会不满意

的前提下，应该考虑对其进行根本性改革。

  21 世纪经济报道：《史上最严公积金贷款新政背后：楼市酝酿深度调整》， 21 世纪经济网：http://www.
21jingji.com/2018/9-15/3NMDEzNzlfMTQ0OTM3Ng.html，2018 年 9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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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does the Housing Provident Fund System Go?
Debates, Repositioning and Reform

Niu Ming, Zhu Xiaoyu
(Institute for Social 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5, China;

Chinese Academy of Fiscal Sciences, Beijing 100036, China)

Abstract: The debates on the preservation or abolition of the Housing Provident Fund (HPF) system 

mainly focus on its role in providing protections, its fairness, capital preservation and appreciation, 

burden on enterprises, substitutability and macroeconomic impact. Judging from the current socioeco-

nomic condition, we should rethink the positioning of the system: "having a place to live" or "owning 

the house", "protecting the poor" or "subsidizing the rich", "universal" or "selective", "benefi t" or "bur-

den", and "decentralized administration" or "centralized administr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s 

and cons of four possible reform options: the merging of HPF, enterprise annuity and occupational 

pension; converting to housing savings bank; minor changes or shifting to be purely enterprise incen-

tive plans. It is argued that the HPF system needs an overhaul. To be more specifi c, the provident fund 

should be fully converted to employees' wages; the government should gradually reduce its direct in-

tervention in this fi eld and use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to satisfy the housing needs of low-income 

persons and "sandwich class". The housing fi nance of average families should return to commercial 

banks.

Key words: housing provident fund; preservation or abolition; reform proposals; positi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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