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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的回应性评估
——
—以厦门保障性住房政策为例
刘永良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 摘要 ]2006 年以来，
厦门市不断推进保障性社会住房政策，并被相关部门誉为
“厦门蓝本”
。从政策评估的回应性标准的角
度来看，该项政策是一项以公众利益为出发点的民本政策，
但目前也存在保障性住房的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的不对称等问题。通
过重视均分选择原则和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上述问题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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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以来，厦门市借鉴新加坡公

估标准，其目的是从整体上衡量政策对

性的角度可以客观而全面的分析政策效

共组屋的经验不断推进保障性社会住房

社会的宏观影响。一项政策，
只要政策对

果。根据有关部门实地调查和群众走访

政策，并取得很好的成效，被相关部门誉

象认为满足了自己的利益要求，焕发出

可知，民众对于住房保障政策绝大部分

“厦门蓝本”。厦门市保障性住房体系
为

较高的热情和积极性来促进社会进步，

还是持支持和赞成的态度。从对基层政

原本由经济适用房、社会保障性租赁房、

政策的回应度就高；反之，政策的回应度

府官员的访谈中，我们也得知基层官员

廉租房、
安置房组成，住房保障对象主要

就低。”
他把回应度作为政策对象对公共

对该项政策的推行也是总体上表示支持

是低收入阶层。为解决住房保障夹心层

政策的满意度的重要体现，并把它作为

的。因此，
可以说厦门保障性住房政策是

问题，自 2008 年 8 月以来，厦门市又推

衡量政策的优劣与成功与否的标准之

为解决住房这一民生问题的而推出的利

出针对中下阶层的保障性商品房，自此

一。广义的回应性是以美国学者威廉·

民政策，
其推行效果得到相关群体，特别

厦门市形成由保障性商品房、经济适用

N·邓恩为代表，他认为，政策评估的回

是中下层弱势群体的的认可。
“政策实质

房、社会保障性租赁房三部分组成的有

应性是指“政策运行结果是否符合特定

突出保障性——
—确保住房提供给需要救

机住房保障体系，力图与商品房体系实

集团的需要、
偏好或价值观的程度”
。
“实

济的困难家庭。”
“社会保障性租赁房的

现无缝衔接，一起形成面向全体市民的

际上，回应性提出了一个现实问题：效

租金补贴与家庭收入直按挂钩，使收入

住房体系。

益、效率、充分性和平等标准是否真的反

越低、住房越困难的家庭得到优先保障

映了特定的群体的需要、偏好和价值

和更高的补贴。制度上突出雪中送炭的

观”。我们可以看出这里的政策回应性的

保障特征。”

一、
回应性评估理论简介

直观说明性指标是与美国政党和政府常

2. 保障性住房政策在实施过程中

用的用民意测验有很强的一致性。在美

对于政府部门而
仍存在诸多问题。首先，

一标准的特殊性在于它本身就是事实判

国，民意测评是被用来表达公众对政策、

言，存在住房结构的“比重倒挂”及财政

断与价值判断的统一。一方面，通过对政

政党或政府行为的的重要手段和途径。

资金问题。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由于诸多

策对象回应性的分析会使政策评估主体

本文分析采用的是邓恩的观点，即从广

不可预见的外在因素，使得出于信息不

对政策效果进行直观的测量、描述和判

义的回应性标准论述政策过程出现偏差

对称状态中的政府不能及时有效的调

断，从而进一步了解政策效果成功与否。

的原因。

整，此时就必须借助政策相关利益群体

回应性是政策评估的重要标准，这

加以反馈。按照厦门市最初的设定，政府

另一方面，回应性评估的对象是社会公
众，对其的分析与研究必定可以了解到
相应群体对政策的满意度，并进一步认

二、回应性评估视角：保障性
住房政策的得与失

提供的保障性租赁房约占 20%，保障性
的经济适用房约占 80%。而在实际的申
请和分配中发现，只有 10%的人选择了

识其需求、偏好和价值观，并最终以此为
基础对政策进行价值判断。综合分析国

1. 保障性住房政策是一项以公众

保障性经济适用房，90%的人都选择了

内外学者的观点，本人认为政策回应性

利益为出发点的民本政策。政策回应的

保障性租赁房。这一现象也加重了政府

评估有狭义与广义的区别。狭义的回应

主体是以政策的直接指向群体或利益相

在财政方面的负担：由于政府财政在很

性指回应度，以国内学者陈振明为代表，

关者为主的。对于政策效果的好与坏，这

大一部分是由土地出让金组成。推行保

他认为回应度“指政策实施后对特定团

一群体是最有发言权的，并且其回应内

障性商品房由政府规划地面，不仅仅使

体需求的满足程度。以政策回应度为评

容也最具说服力。因此，
从政策评估回应

政府财政减少收入来源，
“ 比重倒挂”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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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也会加大政府的前期投入成本，延长

位等因素，
并坚持为民某福利，而非增加

策应该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而廉租房政

回收周期，并增大监管成本。因为，保障

财政收入的原则，
尽量将住房建在城区，

策是支撑整个政策体系的基础。住房保

性商品房和经济适用房政府收回投入的

以降低居民生活和工作成本。对此，
厦门

障应以廉租住房为核心，满足城镇低收

周期较短，而社会保障性租赁房政府补

集美大学房地产发展研究所所长李友华

入群体的基本住房需求，同时不断完善

贴 70%，审核监管成本也很高。

认为改变以前先设定供应比例再接受居

经济适用房和保障性商品房政策，实现

其次，对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房地产

民申请的程序，可采取“订单式”的现支

三者的有机协调和住房保障的全面覆

市场而言，存在部分分流的问题。无论是

现付生产模式，即先申请、后建设的方

首先，廉租房由
盖。廉租房有以下优点：

因为政策本身的牵涉范围广泛还是政策

法，以需定产，分类供应，以实现供求的

政府提供租金全免和差额补贴，可以与

执行后产生的附加效果，政策都将影响

短时期内动态平衡。以此最大限度避免

住房支付能力极低的需求相匹配，决定

到与其直接相关的指向群体以外的社会

政府“好事没办好，好心没好报”
的尴尬。

阶层或社会领域的利益，这些都是在政
策形成过程中难以预见的。当前由于受

2. 政策调控：通过政策杠杆调节公
众对不同层次保障性住房的需求偏好。

了其应作为住房保障的主要实现形式。
其次，住房保障制度保障的是居住权而
不是产权，即首要解决的是有房住的问

“均分与选择”原则注重决策过程中的政

题，
廉租房居民拥有的也只是居住权，主

年一直高涨的房价逐渐下跌，房地产市

府主导与公众参与的相互协调。
“基于利

要是通过租赁方式实现。
“廉租房”产权

场也日渐低迷。而政府在这时推出保障

益相关者和参政能力的提高，广大的公

归国家所有，
可以流动，
满足更多人的需

性商品房虽然仍是出于民生的需要，但

众群体要求参与的过程中提供决策所需

要。整个保障性住房体系得以优化还需

从效率的角度讲，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一

诉求外，公众还应通过
信息和表达好恶、

要强有力的财政支持，中央财政应是廉

定会分流部分原先只能购买商品房的购

对公共决策权的分享而对公共决策方案

租房建设资金的主要提供者，而厦门市

房者，减少需求。在房地产市场已经低迷

进行抉择进而促进公共决策的公平与公

应该是保障性商品房、经济适用房建设

的状况下，各地开发商已经动用强大的

正。”
因此保障性住房政策应通过政策调

资金的主要提供者。
“从国际经验看，救

力量展开公关，希望政府出面扶持楼市。

控，鼓励民众充分参与政策制定，保障性

助性保障的提供者主要是中央则政，援

从报道看来，大建保障性住房的政策，已

住房体系的结构安排也必须充分反应民

助性保障的提供者主要是地方政府。”
由

经受到来自开发商的质疑和反对，厦门

“科学确定住房保障的广
众的需求偏好。

于目前中央的财政能力有限，为达到基

市政府只有顶住来自开发商的巨大压

度和深度。合理的保障广度即适度的保

本满足应保尽保的住房保障目标，政府

力，并克服自身利益驱动，才能建保障性

障应该是：既要防止住房保障覆盖人群

可以采取长期反租、
财政补贴等方式，吸

房与开发商形成竞争。

过少，无法有效解决低收入人群的住房

引社会资本，实现保障性住房资金筹集

问题；又要防止住房保障范围过广，导致

的多元化。

三、完善保障性住房政策的路
径选择

财政负担增加，影响住房市场的正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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