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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发展需要政府进行有效规制 。但是，政府规制应该以房地产市场的
自我调节为前提，充分考虑市场效率。政府规制应该适度、合法，要根据实际情况而有所放松或者
摘

加强。政府应该在市场准入、土地交易等环节逐步放松规制，增强市场活力。对信息不对称的规制
和对规制者的规制是当前需要加强的重要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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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现代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主要得益于市场的
自我调节，但政府规制始终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手段 。
虽然不 同 领 域 的 学 者 们 对 政 府 规 制 有 不 同 的 界
定 ① ，但有一个共同点，即政府规制旨在通过制定限
制性规则来弥补市场自我调节的缺陷 。学界普遍认
为，政府规制是指政府运用公共权力 ，通过制定法律
法规和其他手段，对市场主体微观经济行为进行规
范和制约。政府规制既包括政府制定法律、法规、规
章、决定、命令等抽象行政行为，也包括对前述规范
性文件的具体执行。政府规制不仅是中央政府的职
能，更多体现为地方政府和各级政府部门对经济的
直接干预和规范。
自 1998 年住房市场化改革以来，我国房地产业

文章编号：1000-2731（ 2011） 03-0148-06
持续高速发展，在不断扩大内需和拉动投资中成长
为推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支柱性产业 。房地产市
场也已成为社会各方利益再分配的主要场所 ，正在
深刻地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与金融的稳定
［1］
性，也 影 响 着 全 社 会 的 公 平、和 谐 与 安 定 团 结 。
然而，伴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各种负外部效
应也逐渐凸显，房价高速增长，更多的公民无房可
居，各种矛盾纷纷出现。“中国房地产市场陷入各
种非理性行为与升值预期、房价上涨相互强化、相互
推动的恶性循环，住房有效供给不足和有效需求不
足、市场调节和政府管制双重失灵，整个房地产市场
信马由缰，房地产市场失稳失控的风险不断加大 ，中
［2］
国经济 金 融 面 临 的 安 全 形 势 越 来 越 严 峻 ” 。 对
此，政府通过各种手段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规制 ，但是
效果并不显著，甚至出现了房价越调越涨的怪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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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房价过快上涨”“保障性安居工程”“房屋限购
令”是政府 2010 年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规制的主要手

效率一开始会相应增加。 但是，政府的规制一旦超
过必要的限度，市场效率又会逐渐降低，规制越多，

段，成为该年度备受关注的房地产话语 ，但也同样没
有达到规制的预期目标。 其中，“房屋限购令 ”的实

市场效率就越低。 这是因为过度的政府规制，不仅
会提高交易成本，还可能因权力扩张而引发腐败，最

施还受到“合法性 ”的质疑。 面对房地产的市场调
节和政府规制的双重失灵，未来的中国房地产市场

终导致市场效率降低。这一点在房地产市场体现得
更为突出，必要的政府干预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无

应该如何发展？ 政府应该如何进行有效规制？ 是放
松规制还是加强规制？ 所有这些问题，成为本文研

节制的、不合理的规制只能导致房地产市场更加混
乱，住房价格只会更高，居民的住房需求更加难以实

究的动因和起点。

现。因此，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规制，应该是有限度
的，否则，只会使其房地产规制政策沦为无效的决

二、规制与效率：房地产市场
政府规制的法经济学分析

策。在房地产市场中，政府的精力和资金主要应该
用于改善基础设施、健全法律法规、营造健康稳定的

政府规制既体现为政府的干预行为，也是一种
制度安排。此种制度安排与市场效率之间也存在一

市场秩序，而不是想方设法“与民争利 ”。 正如钱颖
一教授所言，只有“政府在不直接干预经济的前提

定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可能是替代的，也可能是互
补的。我国当前的市场秩序还不十分规范，一旦市

下以经济交易中第三方的角色 ”出现时，才会有一
个“好 的 现 代 市 场 经 济 ”，一 个 和 谐 的 房 地 产 市

场调节出现问题，人们立刻就会想到要加强市场规
制，似乎只要有市场规制，就会弥补市场自身的缺

场

陷。但是应该注意的是，合宜的政府规制有利于防
止过度竞争，维护公平交易，增进公共利益，提高经
济效率。过度的政府规制则容易引发企业寻租和政
府腐败，从而抑制组织创新，降低经济运行效率，甚
［3］

至对市场效率造成损害 。
市场效率的提高，主要依赖于市场自身对资源
的配置和调节。然而，如果市场秩序出现混乱，要保
证市场效率的话，就得依赖有效的政府规制。 二者
之间的关系一般表现为，市场效率越高，对政府规制
的需求就越少； 市场效率一旦降低，对政府规制的需

［4］

。

三、我国房地产市场的政府规制
面对我国当前房地产市场的种种乱象，政府频
频进行干预和调整，“贷款限制令”“房屋限购令 ”
“物业税 ”等各种规制手段纷纷出台，但却收 效 甚
微。房价的持续上涨已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应该认
真反思，我国房地产市场的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 ？
是政府规制不够还是规制过度？ 拟或规制手段不合
理？ 用上述政府规制与市场效率的辩证关系来考
察，可以看出我国房地产市场各种问题的症结主要

求就会增多。 这类似于罗纳德 · 科斯的“科斯定

在于政府规制。在房地产市场运行中，需要规制的
环节往往规制缺失或者规制不力，而需要放松规制

理”，即如果交易成本为零，则无论如何选择法规、
配置资源，只要交易自由，总会产生高效率的结果。

的环节政府却严格控制。 从整体来看，房地产市场
呈现出规制过度的态势，政府在房地产开发市场准

而现实中交易成本是不可避免的 ，于是，在现实交易
成本不为零的情况下，能使交易成本影响最小化的

入、土地使用权出让、房屋价格等方面过度规制，严
重地影响了市场效率，进而影响市场化进程。

法律是最适当的法律。 按照波斯纳的理解，清晰的
财产权界定可以降低交易费用。政府规制在某种程

首先，在房地产市场准入方面限制过多 ，造成开
发商垄断经营。在我国房地产开发中，从房地产开

度上就是一种产权安排。 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
下，市场效率总会达到较高的程度，此时，对政府规

发企业的资质许可到房地产项目开发、房地产交易
等各个环节，政府设置了很多门槛，许多房地产开发

制的需求是无所谓的； 同样，在现实交易成本不为零
的情况下，适当的、有节制的政府规制，是降低交易

企业不得不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资本应对各种
行政审批。这一道道审批程序，就像一个个寻租的

成本、促进市场效率的必要条件①。
在政府规制的场合，随着政府规制的增加，市场

机会，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市场效率 ，而且造成
开发商对房地产开发市场的事实垄断 ，普通商品房、

①

科斯定理的一个重要逻辑是，在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一种制度安排与另一种制度安排的资源配置效率是不同的。参
2003。
见盛洪． 现代制度经济学： 上卷［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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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适用房、城镇廉租房等所有的房地产开发项目
最终都绕不过开发商，而被寄予厚望的住宅合作社

管，不 应 该 管 的 又 管 了，以 致 房 地 产 市 场 遭 到 扭
［7］
曲 。

合作建房等社会化建房模式几乎没有任何的生存空
间。许多房地产开发企业一旦过了审批关，就会无

四、对“房屋限购令”的合法性质疑

所顾忌地采取各种手段损害客户 、业主的合法利益。
此外，大量不合理的行政审批项目在阻碍市场信息

政府规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弥补市场缺陷，是服
务于市场而非管理市场。 过度的规制既有害于市

的自由传递并进而制造虚假信息的同时，也造成市
场行为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此时，无论是监管

场，又易滋生权力腐败。因此，政府规制本身需要受
到严格的限制，既应该合理，更应该合法，这是现代

者还是被监管者，都不得不为获得真实的市场信息
［5］
付出昂贵的代价 。

法治国家的根本性要求。 在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
中，从 2008 年的政府“救市”行为 （ 政府向购房者提

其次，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行政垄断较为突出 。
在我国房地产市场中，政府不仅直接参与房地产开

供住房补贴 ） ，到 2010 年的“限贷令”“限购令 ”，毫
无疑问，这些规制行为的出现有一定合理性，但是，

发，而且控制着土地、资本等房地产市场要素。一方
面，政府通过成立或参与房地产开发企业 ，凭借优势

其合法性却备受争议。下面以“房屋限购令 ”为例，
进行综合评析。

地位与其他市场主体同台竞技。虽然全国房地产企
业超过四万家，但是国企入股或控股的企业竞争力
普遍较强。以国资委公布的 16 家央企为例，大多凭
借所具有的得天独厚的垄断性资源，屡次在“地王 ”
争夺战中胜出，成为房价飙涨的“中流砥柱 ”。 有报
道指出，央企成为房地产竞拍场上的主角 ，从根本上
说，不仅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反倒是对市场经济
公平原则的一种破坏。 当它把这种“垄断力 ”运用
［6］

到房地产市场之时，其破坏力也就随之显现 。 另
一方面，政府直接控制着土地、资本等市场要素。以
土地为例，在现行法律制度框架下，城镇住宅建设用
地只能申请使用国有土地，而属于农村集体的土地
是不能实际出让的。政府垄断了城镇建设用地的流
转市场，如果要占用农村集体土地，必须办理农转非
的相关手续，政府在低价取得集体土地后再以国有
土地名义出让给房地产开发商。这种垄断性质的土
地供应方式，不仅妨碍市场竞争，而且还会形成“寻
租链”，影响市场效率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
了住房价格的快速上涨。
最后，政府对房价的直接规制并没有产生理想
的效果。政府先后以“切实稳定住房价格”“抑制房
价过快上涨”等理由对住房价格进行直接干预。 但
是，这种行政调控和直接规制能否对房价产生正效
应并不确定。 而且，从现有数据来看，虽有短期下
降，但房价始终呈上涨趋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
府对房地产价格的直接规制并没有充分的理由 。房
价虚高，其根源是因为政府管得太多，应该管的没

①

（ 一） “房屋限购令”的出台
为了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切实解决城
2010 年 4 月 17 日，国发〔2010〕10
镇居民住房问题，
号文件明确规定： 地方人民政府可根据实际情况，采
取临时性措施，在一定时期内限定购房套数①。 此
后，北京、上海、南京、深圳、广州、厦门、杭州、宁波、
南京、福州、三亚、天津、温州、海口、大连各地政府以
此为依据，纷纷出台了限制购买房屋的规范性文件 ，
规定公民购买房屋的最多数量，此举被称为“房屋
限购令”。 从各地限购令细则来看，房屋限购方式
多样，各有特色，既有深圳、福州、南京等城市对购买
第三套房的严格限制，又有上海、杭州等城市规定的
可以在原有住房基础上再购买一套的宽松政策 。在
限购令的执行期限上，大多数城市没有明确规定，只
有厦门、福州等少数城市有明确的规定，详情见表
1。
（ 二） 效果及“合法性”评析
限购令出台旨在限制各种名目的炒房和投机性
购房，抑制不合理的住房需求。 地方政府仓促出台
形式各异的限购令来干预房地产市场，既是出于对
中央政府规制政策的贯彻执行，也考虑到各地市场
的实际情况，当然，也不排除某些地方政府打小算
盘、“作秀应付”。限购令的出台在短期内似乎对房
价和房屋交易量有所影响，但是，数据却显示，在短
期低迷之后，房价又开始上涨，房屋交易量同比不降
［10］

反涨

。客观来讲，限购令确实能挤掉一些不合理

的投资性购房需求，但是，相对于中国城镇化进程对

《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国发〔2010〕10 号第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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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的巨大需求来讲，限购令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
当前的供需矛盾，相反，还可能引发更大的负外部效

现的以“假离婚”“假身份证”“假社保证 ”或者借用
别人名义、联名买房等手段来规避限购的现象 ，产生

应，比如由此引发的大量退房纠纷以及部分地方出
诸多不稳定因素。
表 1 国内十大一线城市房屋限购令一览表
本市户籍家庭

城市

无房户

拥有 1 套

可购买

房可购买

非本市户籍家庭
拥有 2 套

无纳税、

有 1 年纳税、

及以上房

社保证明，

社保证明，

可购买

可购买

无房户可购买

有 1 年纳税、

有 1 年纳税、

社保证明，

社保证明，

有 1 套及以上

有 2 套及以上

房可购买

房可购买

北京

1套

1套

1套

1套

1套

1套

1套

厦门

1套

1套

1套

1套

1套

1套

1套

上海

1套

1套

1套

1套

1套

1套

1套

杭州

1套

1套

1套

1套

1套

1套

1套

宁波

1套

1套

1套

禁止购买

1套

1套

1套

深圳

2套

1套

禁止购买

禁止购买

1套

禁止购买

禁止购买

福州

1套

1套

禁止购买

禁止购买

1套

禁止购买

禁止购买

南京

2套

1套

禁止购买

———

2套

1套

禁止购买

天津

1套

1套

1套

1套

1套

1套

1套

广州

1套

1套

1套

禁止购买

1套

1套

1套

未满 18 岁不得单独购买商品房； 境外购房，按照国家有关政策执行。
2010 年 10 月 18 日。
资料来源： 《武汉晚报》，

同时，限购令本身的合法性还值得商榷 。
首先，从主体角度考察，房屋限购令涉及不动产

由也因此受到干预而实际丧失。此外，依照合同法，
只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才归于

所有权以及不动产交易，这些都属于基本的民事制

无效，违反限购令的房屋买卖合同并不属于此种情

度。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第八条的规定，

形，因而，房屋登记机关以房屋买卖合同违反政府限
购命令为由而拒绝登记，其理由是不合法的。

涉及民事基本制度的事项只能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
会制定法律。因此，各地人民政府以“通知”“实施

再次，从程序上讲，房屋限购令的出台缺乏公众

意见”等政府规范性文件限制公民购买房屋，主体
上是不合法的。

的广泛参与。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对于涉及行政相
对人权利义务的重大事项，在规范性文件出台之前

其次，从内容来看，房屋限购令是对民事主体不

应该通过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形式听取各方面

动产物权和缔约自由权的直接侵犯，也在事实上违
反了《物权法 》和《合同法 》的相关规定。 按照物权

的意见，确保行政决定的科学性、民主性和合理性。
而房屋限购令的仓促出台，并没有广泛征求社会公

法的规定，所有权人对其拥有的动产或者不动产享

众的意见，更缺少严格的行政听证程序的支持 。

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依据合同法，当事
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

最后，从其法律效果来看，房屋限购令实施之后
主要会出现三类纠纷： 第一类是房屋所有权人 （ 买

不得非法干预。限制购买房屋，对于房屋所有权人

房者） 和购房者之间的合同纠纷； 第二类是相对人

（ 包括开发商和二手房所有权人 ） 来讲，其处分房屋
的权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对购房者来说，其缔约自

和房屋登记机关的房屋登记纠纷； 第三类是因限购
令而可能出现的潜在的婚姻家庭纠纷 。这些纠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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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出现，不仅会增加司法实务部门的压力 ，而且还
将影响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发展，影响社会的和谐。

在这些领域，政府应该放松规制，培育多元化市场，
增强市场活力。例如，关于房地产开发，应该鼓励社

因此，不管各地政府的限购文件中有无“暂定 ”
“暂行”之表述，房屋限购令的出台本身是缺乏法律

会力量的参与，改变开发商垄断房地产开发市场 、绑
架政府的不利局面。 笔者认为，政府应该肯定和支

依据的。而且随着这一规制手段适用时间的延长和
适用范围的扩展，各种问题和变数就会越大。因此，

持住宅合作社合作集资建房，适当允许单位对职工
购房的支持与补贴。当然，这不是要回归福利分房，

房屋限购令应该受到严格的限制，并逐渐退出房地
产市场。房屋限购令问题，表明了政府规制不仅应

而是为了引入竞争机制，多方增加房屋供应，实现真
正的市场化。再比如，关于房地产开发用地的政府

该合理，更应该合法，政府的规制行为应当受到限
制，只有如此，才能确保市场真正发挥作用。

垄断问题，应该积极探索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方式 ，
逐步放开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建立城乡统一的土

五、当前政府规制的目标定位与重点
政府对企业行为的规制，既表现为一种放松规
制的过程，也表现为一种强化规制的过程。 在我国
房地产市场发展中，政府规制既存在着越位的情形，
也存在着缺位的情形，因此必须明确当前我国房地
［10］

产市场政府规制的目标和今后的规制重点
（ 一） 政府规制房地产市场的目标

。

从政府规制的逻辑起点来看，政府规制是在充
分尊重市场调节的基础上克服各种缺陷和弊端 ，而
不是以规制替代市场。 因此，政府规制的经济体制
基础应该是市场经济体制。它有两重含义： 其一，资

地市场。
其次，加强对信息不对称的规制，提高市场的透
明度。信息不对称是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的主要症
结之一，主要表现为有效信息缺失、虚假信息频现、
相关具体信息不统一等。 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不仅
会误导消费者的购房预期，更为严重的是会扰乱政
府正确决策，影响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例如，关
于房屋空置率 的 问 题，2010 年 有 媒 体 报 道 全 国 有
“6540 万套”空置房，虽然后来关于这一数据的来源
和真实性受到一定程度的质疑，但是这也揭示出房
屋空置率这一数据信息本身的重要意义； 关于房价

源配置必须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为基础，政府微观

的涨幅，一直最受公众关注，但是 2010 年国家统计
局和国土资源部先后公布了“1． 5% ”和“25． 1% ”两

规制对资源配置的调整仅仅局限在市场失灵的范围
之内； 其二，政府规制的目的是为弥补市场的不足，

份数据，同 为 政 府 部 门 的 调 查 结 果，“1． 5% ”和
“25． 1% ”相差了近 17 倍。 事实表明，无论在房地

［11］
进一步完善市场，而不是取代或消灭市场 。 笔者
认为，在我国现实语境下，房地产市场政府规制的目

产市场准入中，还是在土地市场、房地产市场价格的
形成中，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信息不对称。 面对各种

标主要有三个层次： 第一，弥补房地产市场缺陷，提
高市场化程度，增强市场活力和自我调节能力； 第

真真假假的市场信息，普通消费者根本无法作出正
确的选择，必须依靠政府的有效规制。 为了稳定房

二，从根本上稳定房价，增加房屋供应，保障公民居
住权益，实现“住有所居 ”； 第三，逐步实现政府规制

价，政府应该通过公开土地交易信息、房屋成本、空
置率等数据，让公众准确、及时地了解到房地场市场

的法治化。
（ 二） 当前政府规制的重点方向

的相关交易信息。
最后，对规制者进行规制，确保政府规制的合理

政府在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规制中应该充分考虑
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的效率边界，凡是市场能够优

性和合法性。为体现政府规制的合理性和公正性，
［14］
必须通过对行政职权的重新规范 。 政府规制是

化配置的环节，政府就应该放手由市场进行调节 ； 凡
是市场调节不到的或者调整失灵时，政府就应该及

有效的限制，必须在合理的基础上、在合法的前提下
进行。对规制者进行规制，既需要对各种行政机构

时出手，加强干预。 当前政府规制的重点方向应该
是：

的立法资格、审批权限等进行严格规范和统一 ，还应
当包括对各种不法规制行为的追究和问责 ，甚至法

首先，整体放松规制，培育多元市场，增强市场
活力。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政府在房地产市场准入

律制裁。在今后的房地产立法和执法实践中，对此
应该予以明确回应。

方面的过于绝对的限制性规定以及政府对土地 、资
本等要素市场的垄断等，都不利于我国房地产市场

综上，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规制要有所为 ，更要
有所不为。政府规制应该尊重市场调节，克服市场

化程度的提高，影响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因此，

缺陷，并最终为市场服务。政府规制既是动态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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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根据市场发展变化进行适当调整； 政府规制也是
有界限的，其主要任务是提供市场交易的博弈规则 ，

2001，（ 2） ： 10-12．
经营管理者，
［5］ 刘恒． 典型行业政府规制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
2007： 38-42．
社，

解决房地产市场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除此之外，政
府的手，切不可伸得太长。 中国房地产问题的真正

［6］ 周俊生． 地王再现央企为什么能独占鳌头［N］． 中国青

解决，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过程，既需要政府规制
与市场调节的适度统一，也包括了房地产规制机构

［7］ 张亚丽，上官建武． 政府管制与房价持续上升［J］． 时代

之间的协调和一致，当然，这些都必须在法律的框架
下进行。

［8］ 钟林． 地产“限购令”难压疯狂需求［J］． 股市动态分析，

2010-03-17．
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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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Governmental Regulation in Real Estate Market in China：
Evaluation of Legitimacy for "House Buying Limitation Order"
WANG Si-feng1，2 ，PENG Xing-ting3
（ 1． Law School，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93，China； 2． School of Law，Northwest University，Xi' an 710069，China； 3． Law
School，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China）

Abstract： The stable development for real estate market needs the effective regulation of government． However，
governmental regulation shall take the self － adjustment of real estate market as a presupposition，which ought to
consider the efficiency of market． Governmental regulation should be moderate and lawfull，as the change of practice to reinforce or release． Release on market access and land transaction will be calculated by government so as to
add the market energy． As for the issue of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d regulation to policy maker，they are the key
point of present work．
Key words： real estate； government； regulation； information asymm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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