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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行环境：外部经济下行，美联储降息；广义信贷增速下行，广义政府

支出增速下行；人民币破 7，外汇市场运行相对平稳 

• 本轮全球经济景气周期自 2018 年 2 季度以后开始高位回落，目前仍在途中。2019 年 3

季度摩根大通全球综合 PMI 和全球制造业 PMI 均值分别为 51.4 和 49.5，分别较 2 季度

均值降低 0.1 和 0.4 个百分点，全球贸易也随之减速。美联储采取预防性降息。 

• 广义信贷规模存量 3 季度末（社会融资规模-股权融资+国债+地方政府一般债）同比增

速为 10.9%，较 2 季度末下降 0.6 个百分点。其中，非金融企业（包括地方融资平台）广

义信贷存量同比增速为 8.3%，较 2 季度末上升 0.3 个百分点；政府和居民广义信贷存量

同比增速为 14.7%、16.0%，分别较 2 季度末下降了 4.8 和 1.1 个百分点。 

• 定义“广义政府支出=公共财政支出+全国政府性基金支出-财政预算内与民间投资的基

建支出”。8 月末，广义政府支出累计同比增速为 11.5%，较 2 季度末下降 0.9 个百分点。 

• 人民币破 7，人民币汇率弹性上升，银行代客结售汇小幅逆差，外汇市场运行相对平稳。 

 

◼ 运行特点：主要矛盾是需求不足，经济运行低于潜在增速 

• 猪肉为代表的肉类价格上升带动 CPI 上行，核心 CPI 和 PPI 下行。与过去几轮的 CPI 上

行不同，此轮 CPI 上行的原因并非需求旺盛，而是供给冲击。 

• 结合核心 CPI、PPI、PMI、劳动力市场、企业盈利等组合指标来看，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

矛盾是需求不足，低于潜在增速。 

 

◼ 展望与应对：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孱弱，扩大总需求需要落实在信贷增长 

• 外部经济仍在探底过程，出口仍将低迷。广义信贷增长面临众多掣肘，内部需求孱弱。 

• 扩大总需求需要激发信贷需求，需要落实在以下几个方面：及时调整利率、正常化房地

产调控、理顺基建项目融资来源、加快都市圈建设、流动人口落户相关政策支持。 

 

◼ 专题：房地产的宏观经济学 

• 住房市场化改革以来新增住房供应持续大幅提高，新增住房越来越向京广和京九线沿线

城市集中，西部个别中心城市新增住房也保持了大幅提高。 

• 经过价格水平调整后的真实房价上涨过快，超过了大多数其他发达国家工业化高峰期的

平均真实房价涨幅。中低收入购房者面临的房价收入比过高，一线城市尤甚。 

• 住房供给弹性成为刻画城市特征的关键因素。一线城市住房供给缺乏弹性，生产率/收入

提高导致了房价和城市生活成本更加剧烈的上升，人口流入和城市扩张放缓，成为瓶颈

房地产的宏观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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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部分二线城市在城市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生产率进步较快，住房供给相对富有

弹性缓解了生产率提高带来的房价上涨压力，人口流入加速，成为扩张城市；众多中小

城市在城市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生产率进步受阻，住房供给虽具有弹性且房价不高，

还是难以留住产业和吸引人口，成为空巢城市。 

• 房地产市场的需求端，主导力量是生产率引力，人口流向城市当中生产率更高的工业和

服务业部门；对服务类需求提升引致的居住消费升级、住房抵押贷款的普及和家庭小型

化对住房需求增长的影响日渐扩大。债务主导型的金融体系和缺少个人养老金账户强化

了房地产的金融资产属性和投资需求。对房地产市场需求端的各种政策管制在特定时间

内限制了房地产需求。 

• 房地产市场的供给端，主导力量是住宅土地供给，特大城市都市圈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配套不到位制约了特大城市的住房供给改善。保障房建设增加了整体房地产市场的供

给，分布与人口流向不一致。 

• 开发商对市场预期更加谨慎，在房地产市场集中度提升的共同作用下，囤地囤房不再流

行，加快周转成为主流，这有助于压平房地产投资和价格波动幅度。 

• 房住不炒，立足点是发展权益类资本市场和个人养老金，降低房地产的金融资产投资属

性。囤地囤房不再流行的环境下，对开发商贷款的过度限制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会遏制

供给和抬高房价。 

• 遏制高房价，立足点是（1）增加特大城市和一线城市住宅用地供给；（2）提高大都市圈

的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实现郊区对中心城区的替代；（3）对特大城市低收入群体

的住房基本保障措施。 

• 房价上涨改变了企业面临的要素相对价格，对企业经营带来了较大的调整压力，然而考

虑到企业的各种应对措施以后，房价上涨对真实产出的负面影响有限，影响程度取决于

要素市场流动性。房价上涨带动住房供应上升，推动城市化进程并带来规模经济效应，

对企业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综合来看，房价上涨与企业经营之间的关系因城市而异。 

• 房价上涨改变了居民生活中各种支出的相对价格，对住房和其他消费品替代弹性较低的

家庭将不得不因为高房价减少其他消费开支。房价上涨带动住房供应上升，推动城市化

进程并带来规模经济效应，对收入和消费有促进作用。综合考虑，房价上涨与消费之间

的关系因城市而异。 

• 住房供给弹性是房价上涨对企业经营和居民生活影响的关键。给定生产率进步，住房供

给富有弹性意味着房价上涨得到缓解的同时企业和居民得到更多发展机遇，缺乏弹性则

意味着高房价得不到遏制且难以收获规模经济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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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环境：全球经济继续回落，美联储降息 

全球经济景气度继续回落。本轮全球经济景气周期自 2018 年 2 季度以后开

始高位回落。2019 年 3 季度，摩根大通全球综合 PMI 和全球制造业 PMI 均值分

别为 51.4 和 49.5，分别较 2季度均值降低 0.1和 0.4个百分点。除巴西外，各

主要经济体制造业表现不佳：美国、日本、欧元区、印度以及俄罗斯等主要经济

体制造业 PMI均显著下行。 

   

图 1 摩根大通全球制造业 PMI                图 2 全球主要经济体制造业 PMI 

   

      图 3 主要发达经济体出口同比增速                    图 4 主要新兴市场出口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Wind，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全球贸易增速回落。主要发达经济体中，美国 7、8 月出口同比增速均值为

-0.3%，比今年 2季度均值少降了 1.4个百分点；日本 7、8月出口同比增速均值

为-4.9%，比 2季度均值少降了 0.7个百分点；欧盟 7、8月出口同比增速为 1.6%，

较 2季度均值降低了 4.0个百分点。主要新兴经济体中，印尼和越南 3季度出口

同比增速好于 2季度，韩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 3季度出口同比增速较 2季度

明显回落。 

大宗商品价格下跌。CRB大宗商品价格综合指数从今年 2季度末的 412下降

至 3季度末的 386。3季度原油价格波动加剧：7-8月，OPEC执行减产提振油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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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全球经济放缓以及全球原油需求减弱抑制油价上涨，最终体现为原油价格小幅

震荡下跌。9 月，沙特关键原油生产设施遭到袭击，一度大幅推高了国际油价。

随着沙特产能恢复，石油价格也逐步回落。截至 2019 年 3 季度末，布伦特原油

现货价格为 61.1美元/桶,期货价格为 60.8美元/桶,分别比 2季度末下跌了 8.0%

和 8.7%。3季度，随着供应企稳以及需求趋缓，铁矿石价格回落。有色金属价格

持续下跌，其中 LME 铜下跌 3.7%，LME 铝下跌 4.0%，LME 锌下跌 6.9%；国际农

产品价格回落，其中 CBOT 大豆价格下跌 1.8%，CBOT 玉米价格下跌 10.1%，

CBOT 小麦价格下跌 6.0%。全球经济复苏存在的不确定性仍然使大宗商品价格

面临压力。 

   

       图 5  CRB 大宗商品价格指数                    图 6 主要货币的银行间市场利率 

   

图 7 主要经济体十年期国债利率                         图 8 美元指数 

   数据来源：Wind，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中美贸易争端跌宕起伏。7 月 9 日、18 日，中国国务院总理刘鹤应约与美国

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通话，就落实两国元首大阪会晤共识及下一

步磋商交换意见。7 月 30-31 日，国务院总理刘鹤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

政部长姆努钦在上海举行第十二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中美经贸关系短期缓和。

然而 8 月 1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推特称拟将于 9 月 1 日起对 3000 亿美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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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输美商品加征 10%关税。8 月 6 日，美国财政部宣布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

国”，贸易争端有进一步升级态势。8 月 24 日，美国总统宣布将之前对 2500 亿

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税率从 25%提高到 30%，对另外 3000 亿美元中国商品

加征关税的税率从 10%提高至 15%，中美经贸关系再陷低谷。随后，10 月 10 日

-11 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在华

盛顿举行第十三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市场普遍认为会议取得了预期成果，中

美贸易争端缓和。 

美联储降息。北京时间 8 月 1 日，美联储公布议息会议最新利率决议，宣布

下调联邦基准利率 25 个基点，这是美联储自 2008 年以来的首次降息。美联储提

前决定结束缩表，从 8 月 1 日起停止减持所持 3.6 万亿美元债券，较原计划提前

了两个月。9 月 18 日，美联储宣布了年内的第二次降息，通胀压力减弱、贸易政

策不确定性和全球经济增长疲弱是了美联储降息的主要原因，但在公布的 9 月议

息会议纪要暴露了内部政治分歧较大。多位与会官员表示，投资支出、制造业生

产和出口方面长期疲软的情况已经更加明显，企业可能会因此减少招聘，这将削

弱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消费者支出，最近几个月的模型显示中期内衰退的可

能性正在上升。波士顿联储主席罗森格伦等少数官员则认为，美国经济前景并未

给降息提供依据，失业率处于近 50 年低位，目前的不确定性不会使美国经济扩

张脱轨，没有必要进一步放宽政策。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当地时间 10 月 9 日表示，

美联储将很快恢复购买国债，以扩大其资产负债表，希望借此防范最近短期借贷

市场的混乱局面重演。他强调，这一行动并不意味着美联储重启“量化宽松”。

鲍威尔的讲话强化了市场对美联储“降息+扩表”的预期。2019 年 9 月，美国 CPI

同比 1.7%，核心 CPI 同比 2.4%；失业率保持在低位，3 季度末季调后失业率为

3.5%。 

美元指数上涨，发达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显著下降。美元指数从今年 2 季

度末的 96.2 震荡上行至 3 季度末的 99.4。美元 LIBOR 继续回落，2019 年 9 月均

值为 2.13%，比 2019 年 6 月低 27 个基点，日元和欧元 LIBOR 较为稳定。全球

主要经济体长债市场收益率显著下降：3 季度末，10 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相对今

年 2 季度末下降 32 个基点至 1.68%；10 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和 10 年期欧元区

公债收益率分别下降 5 和 26 个基点至-0.21%和-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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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市场震荡。2019年第 3季度全球金融市场风险在 8月份剧烈增加，

随后回暖。VIX 指数从今年 2 季度末的 15.1 上升至 8 月初的 24.6，随后回调至

3季度末的 16.2。反映大型机构信用风险的 TED利差在 3月份波动加剧，在 14-

30 个基点之间震荡，截止 3 季度末为 21 个基点。3 季度，发达经济体股市均震

荡上行，美国、德国、日本和法国股市季内最大向上波幅分别为 6.5%、10.7%、

9.1%和 8.7%。新兴经济体股市继续震荡下行：上证综指、韩国综指和印度孟买

SENSEX30 季内最大向下波幅分别为 10.0%、11.5%和 10.6%。 

      

         图 9 美国通胀和失业率                       图 10 美国标准普尔 500 指数 

    

图 11 法、德、日证券交易所指数                 图 12 中、印、韩证券交易所指数 

数据来源：Wind，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内部环境：广义信贷下行，广义政府支出下行 

银行间市场利率、国债收益率和信用利差基本稳定。银行间市场利率保持在

低位，存款类金融机构 7天银行间质押式回购加权利率（DR007）9月均值 2.63%，

较 6月均值上升 22 个基点。2季度，1年期、5年期、10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回

升，分别从今年 2 季度末的 2.68%、3.07%和 3.24%下降至 3 季度末的 2.59%、

2.98%和 3.09%。信用利差回落，AA 级和 AAA 级企业债券利差从今年 2 季度末

0.92%下降至 3季度末 0.81%。低信用等级（AA-）地方融资平台债券利率继续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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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从今年 2季度末的 6.6%下降至 3季度末的 6.4%。 

   

图 13 R007                                         图 14 DR007 

   

图 15 国债收益率                                 图 16 中债信用利差 

数据来源：Wind，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广义信贷下行。截至 3 季度末，广义信贷规模存量（社会融资规模-股权融

资+国债+地方政府一般债）同比增速为 10.9%，较 2 季度末减少 0.6 个百分点。

其中，非金融企业广义信贷存量同比增速为 8.3%，较 2 季度末上升 0.3 个百分

点；政府和居民广义信贷存量同比增速为 14.7%、16.0%，分别较 2 季度末下降

了 4.8 和 1.1 个百分点。社会融资总额存量同比增速 10.8%，较 2 季度末下降

0.2 个百分点。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速 8.4%，较 2 季度末下降 0.1 个百分点。广

义信贷规模 3 季度新增 6.8 万亿，较去年同期减少 0.57 万亿。8 和 9 月对企业

的新增人民币中长期贷款较去年同期分别上升了 25%和 48%，这可能与企业担心

未来中长期贷款利率下降有关，或者与专项债配套资金贷款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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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广义信贷增速                                图 18 广义信贷构成 

   数据来源：Wind，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人民币贬值，银行结售汇小幅逆差。7 月，G20 闭幕后中美重启经贸磋商，

市场避险情绪回落，7 月以来人民币兑美元稳定在 6.8 附近。美国总统特朗普 8

月 1日发表推特称拟将于 9月 1日起对 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 10%关税，

中美关系再起波折，受此影响人民币离岸和在岸汇率双双“破 7”。 截止 2019年

3 季度末，人民币/美元汇率贬值至 7.14,较 2 季度末贬值 4.3%。人民币篮子汇

率指数（CFETS）从今年 2季度末的 92.66回落至 3季度末的 91.53。8月，银行

结售汇出现 53.8亿美元的逆差。3季度末外汇储备为 30924亿美元,较今年 2季

度减少 268亿美元。 

   

图 19 在岸与离岸汇率                                图 20 人民币篮子汇率 

   

图 21  外汇储备                                    图 22 结售汇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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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财政收入平稳，广义政府支出下行。1-9 月，公共财政收入累计同比增速为

3.3%，较 1-6 月减少 0.1 个百分点；政府性基金收入累计同比增速为 7.7%，较

1-6 月增加 6.0 个百分点。1-9 月，公共财政支出累计同比增速为 9.4%，较 1-6

月下降了 1.3个百分点；政府性基金支出累计同比增速为 24.2%，较 1-6月下降

了 7.9个百分点。若扩大政府支出的口径，包含主要用于基建投资的地方政府隐

性债务，定义“广义政府支出=公共财政支出+全国政府性基金支出-财政预算内

与民间投资的基建支出”。8月末，广义政府支出累计同比增速为 11.5%，较 2季

度末下降 0.9个百分点。 

   

图 23 财政收入累计同比                         图 24 财政支出累计同比 

   

图 25 财政存款变动季度同比增速                   图 26 广义政府支出累计同比 

数据来源：Wind，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运行特点:需求不足，经济运行低于潜在增速 

经济景气度位于荣枯线以下。3季度末，制造业 PMI为 49.8，较今年 2季度

末回升 0.4 个百分点，仍处于荣枯线之下；商务活动和服务业 PMI 为 53.7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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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分别较今年 2 季度末下降 0.5 和 0.4 个百分点。克强指数1从今年 2 季度

末的 8.58 回落至 8 月的 8.04。9月，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为 5.8%，较今年

2 季度末下降 0.5 个百分点。7-8 月，工业企业利润累计同比增速-1.70%，较今

年 2季度均值少降 1.0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低 17.7个百分点。 

 

   

图 27 制造业、商务活动和服务业 PMI                      图 28 克强指数 

   

图 29 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速                    图 30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Wind，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调查失业率上升。3 季度末,制造业 PMI 和非制造业 PMI 从业人员分项指标

分别为 47.0 和 48.2,均位于荣枯线之下。2018 年，国家统计局开始发布城镇调

查失业率数据。9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和 31 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均为 5.2%，

分别较今年 2季度末上升 0.1和 0.2个百分点。 

 
1 克强指数=工业用电量增速×40% + 中长期贷款余额增速×35% + 铁路货运量增速×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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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1 制造业与非制造业 PMI：从业人员                    图 32 城镇调查失业率       

数据来源：Wind，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CPI 向上，核心 CPI 和 PPI 向下。CPI 同比增速从今年 2季度末的 2.7%回升

到 3季度末的 3.0%。其中，食品价格同比增速由 2季度末的 8.3%上升至 11.2%。

猪肉价格持续上涨，同比增速由 2 季度末的 21.1%上升至 69.3%；核心 CPI（不

包括食品和能源）同比增速由 2 季度末的 1.6%下降至 1.5%。PPI 同比增速从今

年 2 季度末的零增长回落至 3 季度末的-1.2%。其中，生产资料出厂价格同比增

速为-2.0%，比 2季度末多降 1.7个百分点；生活资料出厂价格同比增速为 1.1%，

比 2季度末上升 0.2 个百分点。3季度末，南华综合指数较 2季度末上升。 

   

图 33 70 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                     图 34 PPI 和分项 

   

图 35 CPI 和分项                          图 36 南华综合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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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核心 CPI 与 PPI 低位表明需求不足，经济运行低于潜在增速。经济运行是否

低于潜在增速，判断标准不在于 GDP增速高低，而在于价格，以及 PMI、劳动力

市场、企业盈利等辅助指标。核心 CPI、PPI、以及 PMI自 2018年初以来一直在

持续下降通道当中，截至 9月份核心 CPI、PPI 同比增速分别只有 1.5%和-1.2%，

PMI 仍处于荣枯线之下，只有 49.8%。持续低于合意水平的价格表明经济运行低

于潜在增速。 

此次 CPI 上行与众不同 

 

第一个不同是过去几轮通胀是普遍价格上涨，本轮是只有猪肉主导的食品

价格上涨，其他价格普遍下跌。2000 年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 2004-2005、2007-

2008、2010-2012 三轮通胀，这三轮通胀的共同特征是猪肉价格主导的食品价

格上涨同时，非食品价格、PPI 等其他商品价格也在普遍上涨。 

 

物价累计涨幅 % CPI CPI:食品 CPI:非食品 PPI 

2004，1-2004，9 2 5 0.6 4.4 

 2007，1-2007，11 4.7 13.2 0.7 1.3 

2010，1-2011，7 5.0 11.1 2.4 3.2 

2018，7-2019，9 0.9 10.7 -1.4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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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第二个不同是 CPI 上涨背后，过去通胀背后都有货币扩张的影子，本轮

没有。货币扩张对实体经济影响的滞后影响大概有 11-13 个月的时间，我们

把滞后 12 个月的 2004-2005、2007-2008、2010-2012 三轮通胀和广义货币 M2

放在一起观察，可以看到过去几轮通胀背后都有货币扩张的背景。本轮 CPI

上升过程中 M2 增速和社融增速则是持续下降。 

 

数据来源：Wind 

 

这次 CPI 上涨背后是供给冲击。过去每次发生通胀的时候，经常被解读

为猪肉供应出现了问题，是供给端冲击带动了总体价格上涨。这种解读站不住

脚的地方在于为什么其他商品和服务价格也在上涨。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是以广

义货币扩张为代表的总需求在扩张，供给端缺少弹性的猪肉价格上涨最突出，

其他商品价格涨幅稍弱而已。价格上涨并非来自真正意义上的供给冲击，而主

要是需求增长。 

本轮 CPI 上涨之前没有看到货币扩张，非洲猪瘟对猪肉供给的负面影响前

所未有。只有猪肉价格上涨，其他商品和服务价格普遍下跌。这些证据放在一

起的指向是供给冲击主导的 CPI 上涨，与此前需求扩张带来的通胀显著不同。



政策建议季度报告 

 

 - 14 - 

 

 

季度宏观政策报告                          第 41期                                2019年 10月 

 

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决策依据不宜再去过多参考 CPI，而应该考虑更全面反

映物价水平且较少受到供给冲击影响的价格指标。 

 

资产价格回落。截至 9 月末，上证综合指数较上季度末下跌 2.5%，深证综

合指数上涨 2.1%。其中，代表中小企业的中证 1000指数跌幅 1.7%，代表大企业

的上证 50指数跌幅 1.1%。房地产价格也有所回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

价格指数同比增速从去年 2季度末的 10.8%回落至 8月的 9.1%。其中，一线城市

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增速从今年 2 季度末的 4.4%回落至 8 月的 4.2%；二线和

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增速从今年 2 季度末的 11.4%和 10.9%回落至 8

月的 9.9%和 9.0%。 

    

图 41 上证综合指数和深证综合指数                图 42 上证 50 指数和中证 1000 指数 

数据来源：Wind，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经济运行展望与对策： 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孱弱，扩大总需求

需要落实在信贷增长 

下半年经济下行压力犹存。外部经济仍在探底过程当中，未来难有起色，频

繁的国际贸易和投资争端给全球经济下行再添风险。内部需求孱弱，广义信贷上

半年虽然经历了反弹但仍在低位，不足以支撑温和通胀水平，且未来面临进一步

下行压力。房地产下行周期对经济的拖累更加明显，基建投资面临着资金来源和

投资积极性的双重困扰。如果再遭遇中美贸易谈判或者金融市场的负面消息，经

济信心更加堪忧。 

出口仍将低迷。中国的出口增速与全球制造业景气程度以及全球贸易增速高

度一致。从全球制造业 PMI、全球贸易的走势来看，本轮向下调整周期尚在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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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 1-2 个季度全球制造业 PMI 仍有下行压力。叠加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显现，

中国出口增速将保持在低位，甚至进一步下行。2019 年 3 季度末，出口金额累

计同比-0.1%，较 2 季度末多降 0.2 个百分点。 

  

图 43 出口累计同比增速                   图 44 对主要贸易伙伴出口累计同比 

数据来源：Wind，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广义信贷反弹乏力，不足以支撑温和通胀水平，且未来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

2017年以来的广义信贷增量部分半数来自广义政府活动（包括了地方融资平台），

超过三成来自居民贷款（主体部分是住房抵押贷款），不足两成来自企业。今年

初，在政府举债前置以及地方融资平台信贷环境改善的带动下，广义政府信贷增

加并带动了全社会广义信贷反弹。3季度，货币政策保持稳健，政策引导资金流

向制造业和民营企业，但难改贷款需求偏弱、广义信贷乏力态势，目前广义信贷

增速仍停留在较低水平。考虑到接下来房地产下行周期将会拖累居民住房贷款，

当前政策环境下基建融资仍面临诸多掣肘，下半年的广义信贷增长面临下行风险，

内需不足挑战仍在。 

周期性行业尚未走出底部。3 季度末,商品房销售面积累计同比增长-0.1%，

比今年 2季度末少降了 1.7个百分点。2016-2018 年商品房销售 15.7、16.9 和 17.2

亿平米，连续三个年份高于房地产销售趋势线，房价和居民部门杠杆率大幅上升。

2019 年商品房销售大概率回落至趋势线以下，全年房地产销售负增长。即便是

放松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放松不会一蹴而就，对房地产销售和投资的影响也有

几个季度的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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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商品房销售面积                  图 46 商品房销售的趋势与周期      

   

图 47 非耐用品类销售                          图 48 耐用品类销售 

数据来源：Wind，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固定资产投资维持在低位。3 季度末,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为 5.4%，

较今年 2 季度末降低 0.4 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投资累计同比增速从今年 2 季

度末的 3.0%回落至 3 季度末的 2.5%;不含电力的基础设施投资累计同比增速从

今年 2 季度末的 4.1%回升至 3 季度末的 4.5%。1-9 月，房地产开发投资累计同

比增速为 10.5％，较 1-6月回落 0.4个百分点。房地产新开工面积 8.6%，较 1-

6月回落 1.5个百分点。 

企业利润下降对制造业投资形成拖累。去年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反弹很大程

度上得益于去产能行业的投资扩张，随着产能扩张结束，投资意愿也随之回落。

房地产销售乏力制约房地产新增投资。尽管房地产企业目前库存水平不高，但是

在销售预期不好的环境下，房地产拿地和新开工的意愿下降。3季度全国 100个

大中城市的土地成交数量同比下降-16.9%，房地产新开工面临向下调整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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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 固定资产投资及制造业投资                  图 50 固定资产投资：基础设施建设 

   

图 51 100 大中城市成交土地面积季度同比           图 52 房地产新开工面积、施工面积、资金 

数据来源：Wind，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基建投资仍面临融资来源困扰。地方政府债和专项债发行前置，以及地方融

资平台融资环境较去年下半年的改善，推动了上半年基建投资反弹。但是地方政

府的基建设施建设融资难题还没有解决。债务发行前置意味着下半年资金来源空

间收窄。公益和准公益类基建投资的融资缺口依然巨大，相当大规模的融资需求

仍要寻求影子银行业务的支持，而这种旧的融资方式与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新规和

资管新规难以兼容。 

接下来经济运行的主要威胁还是需求不足。核心 CPI、PPI 持续下行，PMI

低于荣枯线、劳动力市场景气度下降等众多现象一致表明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矛

盾是需求不足。扩大总需求需要激发信贷需求，主要依靠几个手段。 

一是及时调整利率，供给冲击下的 CPI 不能准确反映目前的全面价格水平，

从核心 CPI和 PPI 的走势和目前低位来看，降息已经非常必要。结构性原因造成

的 CPI上行不改变总需求不足的事实，不能绑架货币政策。 

二是对房地产企业和住房抵押贷款政策的正常化。遏制房价上涨的长久之计

是大幅提高住宅用地供给和改善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不能靠抑制需求，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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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经验告诉我们今天被压下去的需求以后还会更猛烈地反弹。即便是抑制需求，

选取的时点应该是房地产销售和价格的上升通道，而不是当前房地产销售和价格

的下行通道。房地产信贷在当前社会融资总额增量当中占有三成比例，经济下行

期打压房地产相关信贷，不仅是房地产行业压力巨大，全社会信贷也会再下台阶，

全社会购买力也会跟着下台阶。 

三是确保广义政府债务和基建投资的合理增长，发挥好其熨平经济波动的缓

冲器作用。专项债扩容对地方政府融资和基建有一定帮助，但是规模上还远远不

够。专项债需要扩容，但还不足以满足没有现金流支持的公益类基建投资需求。

一般预算中需要根据现实发展需要，增加对没有现金流支持的公益类基建资金安

排。 

四是坚持当前汇率改革方向，发挥好汇率浮动对宏观经济的自动稳定器作用。 

五是帮助流动人口在城市落户安家的相关政策安排。巨大的流动人口背后，

隐藏了巨大的没有被释放的消费潜力。与高收入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均家电、汽

车等工业品消费过早地进入了饱和期。如果能让更多流动人口在工作地城市安家

落户，对于刺激相关消费还有巨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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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的宏观经济学 

主要结论： 

1， 住房市场化改革以来新增住房供应持续大幅提高，新增住房越来越向京广

和京九线沿线城市集中，西部个别中心城市新增住房也保持了大幅提高。 

2， 经过价格水平调整后的真实房价上涨过快，超过了大多数其他发达国家工

业化高峰期的平均真实房价涨幅。中低收入购房者面临的房价收入比过高，一

线城市尤甚。 

3， 住房供给弹性成为刻画城市特征的关键因素。一线城市住房供给缺乏弹

性，生产率/收入提高导致了房价和城市生活成本更加剧烈的上升，人口流入和

城市扩张放缓，成为瓶颈城市；部分二线城市在城市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生

产率进步较快，住房供给相对充分的弹性缓解了生产率提高带来的房价上涨压

力，人口流入加速，成为扩张城市；众多中小城市在城市竞争中处于不利地

位，生产率进步受阻，住房供给虽具有弹性且房价不高，还是难以留住产业和

吸引人口，成为空巢城市。 

4， 房地产市场的需求端，主导力量是生产率引力，人口流向城市当中生产率

更高的工业和服务业部门；对服务类需求提升引致的居住消费升级、住房抵押

贷款的普及和家庭小型化对住房需求增长的影响日渐扩大。债务主导型的金融

体系和缺少个人养老金账户强化了房地产的金融资产属性和投资需求。对房地

产市场需求端的各种政策管制在特定时间内限制了房地产需求。 

5， 房地产市场的供给端，主导力量是住宅土地供给，特大城市都市圈的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不到位制约了特大城市的住房供给改善。保障房建设增加

了整体房地产市场的供给，分布与人口流向不一致。 

6， 开发商对市场预期更加谨慎，在房地产市场集中度提升的共同作用下，囤

地囤房不再流行，加快周转成为主流，这有助于压平房地产投资和价格波动幅

度。 

7， 房住不炒，立足点是发展权益类资本市场和个人养老金，降低房地产的金

融资产投资属性。囤地囤房不再流行的环境下，对开发商贷款的过度限制不仅

没有必要，而且会遏制供给和抬高房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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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遏制高房价，立足点是（1），增加特大城市一线城市住宅用地供给；（2）

提高大都市圈的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实现郊区对中心城区的替代；（3）

对特大城市低收入群体的住房基本保障措施。 

9， 房价上涨改变了企业面临的要素相对价格，对企业经营带来了较大的调整

压力，然而考虑到企业的各种应对措施以后，房价上涨对真实产出的负面影响

有限，影响程度取决于要素市场流动性。房价上涨带动住房供应上升，推动城

市化进程并带来规模经济效应，对企业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综合来看，房价

上涨与企业经营之间的关系因城市而异。 

10， 房价上涨改变了居民生活中各种支出的相对价格，对住房和其他消费品替

代弹性较低的家庭将不得不因为高房价减少其他消费开支。房价上涨带动住房

供应上升，推动城市化进程并带来规模经济效应，对收入和消费有促进作用。

综合考虑，房价上涨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因城市而异。 

11， 住房供给弹性是房价上涨对企业经营和居民生活影响的关键。给定生产率

进步，住房供给富有弹性意味着房价上涨得到缓解的同时企业和居民得到更多

发展机遇，缺乏弹性则意味着高房价得不到遏制且难以收获规模经济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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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举足轻重且饱受争议。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离不开房地产；居民部门提

升生活水准离不开房地产；房地产牵动着中国最大最广泛的产业链，是中国经济

周期性起落的最大推手。对房地产的担心和忧虑从未停息。对房价泡沫的担心一

直高悬，对高房价侵蚀制造业发展空间和挤出消费的忧虑愈发普遍。广泛的关注

下，房地产成为大众话题，房地产问题讨论当中的情绪性内容越来越多也越来越

流行，这些情绪性内容对政策制定也难以避免地会带来影响。 

需要认真梳理房地产市场发展进程中的基本事实和逻辑，找到问题的结症，

回应社会的关注，避免过度情绪化内容绑架政策。经过多年的争论，对房地产市

场发展不乏真知灼见，并且在一定范围内形成共识，比如对大城市住宅用地供应

不足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后果，比如对房地产泡沫的判断要慎之又慎等。不断趋冷

的经济环境下，制造业遭遇巨大压力，消费增速也在趋缓，于是对房地产有了新

的关注焦点和疑问，比如高房价对制造业的侵蚀和挤出消费。这些关心的问题需

要进一步研究和回应。 

这份报告的目的在于澄清房地产发展进程中的基本认识，回应几个广受关注

的问题。第一部分，房地产市场发展基本事实的回顾；第二部分，房地产背后的

供给和需求；第三部分，房地产与其他部门之间的互动机制，高房价是否侵蚀了

工业部门的发展空间，是否挤出了消费。 

房地产市场发展中的基本事实 

1，住宅供给 

新增住宅供给持续大幅增加。自 1998 年房地产市场化改革以来，每年新增

住宅稳步上升，住宅竣工套数从 2000年的 200万套左右持续上升为 2010年后的

年均 600-700万套。住宅类商品房销售面积从 1.66亿平方米上升至 14.8亿平方

米，年均增长率 11.6%2。城镇住宅建筑面积存量从 2000年的 95亿平米增加至约

280亿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也在不断提高，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

积从 2000年的 20.3平方米增加至 2018年 39平方米，农村人均住房面积从 24.8

 
2 14 亿平米的住宅销售面积经折算后的住房套数要远大于竣工套数，业内人士认为竣工套数有所低估，根

据销售面积折算的每年新增住宅数量在 1000 万套左右。 



政策建议季度报告 

 

 - 22 - 

 

 

季度宏观政策报告                          第 41期                                2019年 10月 

 

增加至 47.3平方米。 

 

图 1 2000-2018 年住宅销售面积和人均住宅面积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CEIC。 

上海和北京新增住宅下降，武汉、西安、郑州大幅上升。以 2010年为节点

对比前后两个期间的变化，一线城市上海和北京的新增住宅面积排名显著下降，

武汉、西安、郑州等城市排名大幅提升。2005-2010年期间，新增住宅面积排名

靠前的城市依次是重庆 2923 万平米、上海 2553 万平米、北京 1812 万平米、成

都 1812 万平米、天津 1324万平米等。2011-2018年期间，重庆仍然保持第 1名

且年均新增住宅面积上升至 4676万平方米；上海、北京排名分别从第 2、3名下

降至地 6 和 19 名，新增住宅面积绝对值分别下降至 1696 和 1035 万平方米；武

汉、西安、郑州排名从分别从第 10、14和 11 名上升至 3、4、5名，新增住宅面

积大幅增长。在前一个阶段排名 17的大连在后一个时期跌出了前 20 位排名位居

34名，前阶段排名 43的惠州在后一个时期进入前 20位排名位居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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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新建住宅城市排名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Wind、CEIC。 

从全国范围看，新建住宅在向京广和京九线沿线城市，以及中西部几个中心

城市集中。2005-2010年鄂尔多斯、包头等资源密集型城市和乌鲁木齐大量新建

住宅；2010-2018 年以后向,上述西部地区城市新建住宅面积大幅下降，东北也

有一些地区新建住宅面积总体下降，京广线和京九线沿线城市保持了较高的新增

住宅面积。 

 

图 3 住宅类商品房销售面积全国分布情况 

 数据来源：Wind、CE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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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房价和房价收入比 

名义房价和真实房价持续上涨。1998-2018年期间，我国住宅类商品房的平

均价格（新建住宅类商品房销售额/销售面积）从 1854 人民币/平方米持续上涨

到 8544 人民币/平方米，翻了 4.6 倍，年平均增长率 8%。实际房地产价格（新

建住宅类商品房销售均价/CPI（1998年=100））也翻了 3.1倍。 

 

图 4 名义与实际住宅类商品房价格 

数据来源：Wind、CEIC。 

与发达国家工业化高峰时期相比，中国整体上的名义房价涨幅不高，真实房

价涨幅较高。我们把发达国家工业部门增加值和就业占比较高的时期定义为工业

化的高峰期，并根据 BIS能够获得的房价数据，比较了中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工业

高峰期期间的房价涨幅。中国整体上的名义房价增速普遍低于样本中的发达国家，

但是真实房价（使用 CPI 做缩减因子）增速很高，仅次于样本国家当中的日本。

差距主要来自中国在工业化高峰期间平均的 CPI增速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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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名义与实际住宅类商品房价格国际比较 

注：中国实际住宅商品价格使用 CPI做通缩因子（1998年=100）。 

数据来源：除中国外其他房价数据来自 BIS，中国房价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 

房价增速放缓。2002-2010年，我国房价高速增长，住宅类商品房价格增速

均值为 10.2%，销售额同比增速平均达到了 33.3%。2011-2018 年，房价平均增

速下降至 7.7%，商品房销售平均增速下降为 14.7%。 

 

图 6 房价增速与销售额增速 

数据来源：Wind。 

房价收入比总体较高。房价收入比（房屋总价/家庭可支配收入）主要用于

衡量房价是否处于居民收入能够支撑的合理水平，反映了房价水平与居民自住需

求相匹配的程度。根据 50 个大中城市房价收入比数据，我国一线城市与二、三

线城市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而且一线城市仍保持上升趋势。近年，一线城市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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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收入比已经接近 25，二三线城市维持在 10 附近。从 50 城的房价收入比排名

来看，2018年排序前五位的城市分别是深圳(34.2)、上海（25.2）、三亚(23.2)、

北京(22.8)和厦门(19.9)。 

 

图 7 50 大中城市房价收入比 

数据来源：Wind。 

计算房价收入比的通用原则是“中位数倍数”即一个城市的房价中位数与家

庭年收入中位数之比计算。国际比较中相对合意的房价收入比应该在 3-6 之间。

我们不了解上述 50 个大中城市房价收入比是否也使用了“中位数倍数”，如果

上述数据也是同样计算标准，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房价收入比已经非常高。 

中低收入购房者压力尤重。Fang et al.（2015）等分析某大型商业银行的

120个城市的住房抵押贷款数据，探究高房价对购房人群的经济压力，特别是对

低收入群体。其中也有对房价收入比的估算。他们对比分析了各类型城市中的两

类购房群体：一类是家庭收入在贷款购房人群中占比 10%以下的低收入群体

（P10），另一类是家庭收入在贷款购房人群中占比 45-55%的中等收入群体（P50）。

他们的研究发现，对于低收入群体，房价收入比在 8以上，住房开支成为非常大

的负担；对于中等收入群体，房价收入比在 6-8 之间，住房开支负担也很沉重。

两类群体中，一线城市的住房收入比显著高于二、三线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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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购房群体房价收入比 

资料来源：Fang, H., Gu, Q., Xiong, W. and Zhou, L. Demystifying the Chinese Housing 

Boom, 2015. NBER Working Paper, (21112). 

3，瓶颈城市 vs扩张城市 vs空巢城市 

城市是建筑物的集合。Glaser et al.（2005）3指出，同样的生产率进步条

件下，在高住房供给弹性的城市会带来更多的住宅以及人口流入和城市扩张，房

价增速相对温和；在缺乏供给弹性的城市则难以带来住宅数量增加、人口流入和

城市扩张，生产率进步带来更多的是房价和生活成本的上升。 

上述关于住房供给弹性对于城市发展的作用机制具有普遍性。中国城市之间

也面临着显著差异的住房供给弹性4，供给弹性亦成为刻画城市发展差异的关键

要素。观察住房供给弹性、房价、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 GDP等几个变量，可以

看到一些有趣的相关性信息。 

（1）中国的住房供给弹性与房价之间呈现出高度负相关，供给弹性越低的

 

3
 Glaeser, E. L., Gyourko, J. and Saks, R. E. (2005). Urban growth and housing supply.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6(1), 71-89. 

4
 衡量城市的房地产供给弹性（房地产供应对房价的敏感程度），选择了供应土地面积作为房地产供应的指

标，计算 100 余个样本城市房地产供给弹性。为了压平房地产周期对分析带来的影响，我们计算得到房地

产供给弹性为 2012-2018 年均值，计算方法为供应土地面积增速均值与商品房价格增速均值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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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房价越高，这与理论和他国经验一致。（2）住房供给弹性与人均可支配收

入呈现出高度负相关。住房供给弹性与人均可支配收入负相关也符合理论预测，

人均可支配收入背后的决定因素很多，关键还是生产率增长，住房供给弹性低会

加剧住房相关成本上升，提高城市生活成本，并因此要求补偿性的工资上涨。（3）

住房供给弹性与人口流动相关关系很微弱。单凭住房供给富有弹性不能吸引人口

流入。住房供给弹性只有叠加了较高的生产率，才能吸引更多人口流入，中国有

众多中小城市虽然住房供给富有弹性但是人口流出，也有一些大城市虽然住房供

给缺乏弹性但是人口大量流入。 

 

 

图 9 供给弹性与房价、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口流动 

数据来源：CEIC，WIND 

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劳动者在竞争，企业在竞争，城市也同样在竞争。

大城市生产率水平较高，在竞争中更具优势。大城市崛起的同时，大量小城镇正

在面临萎缩甚至消失。结合住房供给弹性、人口流动、收入和房价几方面的要素，

我们可以把中国的城市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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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瓶颈城市，代表性城市是北京、上海、深圳等特大城市，特点是住房供

给缺乏弹性，对房地产需求的上涨更多转化为房价上涨，高房价带来更高的生产

成本和经营成本，人口流入但流入速度大幅趋缓甚至开始人口流出。 

二是扩张型城市，代表性城市成都、西安、郑州、武汉、杭州等，特点是住

房供给具有弹性，对房地产需求的上涨同时转化为相对温和的房价上涨和住宅供

应的显著增长，与此相对应的人口流入增加也更快。 

三是空巢性城市, 中西部和东北大量小城市都属于此类，特点是住房供给具

有弹性，对房地产需求较低，房价涨幅相对较小，收入水平较低、人口流出。城

市较低的生产率与较高的住房供给弹性的结合会带来上述特征。 

 

图 10 城市划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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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房地产市场的需求与供给 

1，房地产需求 

经济结构转型和城市化是房地产需求的首要驱动力。房地产的市场化进程，

同时也是经济活动从农业部门向工业和服务业部门快速转移的进程，是城市化高

速推进的进程。大量人口从生产率/收入较低的农业部门流向城市中生产率/收入

较高的工业和服务业部门，这是个非常典型的经济结构转型过程。在大量人口流

入压力下，对住房的需求持续高涨，成为支撑房价上涨最重要的需求因素。Garriga 

et al. (2017)5在一个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中计算了经济结构转型和城市化进程对

房价的影响。他们的研究发现在 2003-2007 和 2008-2012 两个时期，经济结构转

型和城市化分别解释了房价上涨的 25%和 45%，结构转型和城市化是需求因素

当中对房价解释力最强的因素。 

 

图 11 1998-2007 年农村人口流入增长率与房价增长率的关系 

资料来源：Garriga C., Tang Y. and Wang P. Rural-Urban Migration,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Housing Markets in China[J]. Working Papers, 2017(No. 2014-028).  

 

消费升级提升大城市房地产需求。随着收入增长，消费也在持续升级，从最

 
5 Garriga C., Tang Y. and Wang P. Rural-Urban Migration,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Housing Markets in China[J]. Working Papers, 2017(No. 2014-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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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的食品和衣着，转向一般制造业商品，再转向人力资本密集型的服务。从制

造到服务的转型拐点发生在 2012 年前后，城镇家庭消费支出结构的明显变化有

力地证明了这一点。2005-2012 年和 2013-2018 年各类居民消费支出的平均增速

比较当中，服务类支出增速排位显著提升。特别是，医疗保健支出增速从最后一

名上升至第一名，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增速排名上升四位。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

2013-2018 年居民在食品、衣着方面的消费支出增速降至最后两位6。获得更好服

务的方式不是把服务买回家，而是靠近服务，在服务更好的地方买房或者租房才

能享受到服务升级。这成为提升房地产需求的另一种重要因素。一个城市的房价

和该城市人均公共支出高度相关，更高的人均公共支出意味着更好的公共服务和

基础设施，一线城市和省会城市的公共医疗和教育服务较其他城市更好，在这些

地区买房获得的不仅是房子本身，更重要的是房子附属更好的公共服务和公共基

础设施服务。 

 

图 12 200 余城市房价与公共服务的关系（2017 年） 

数据来源：Wind. 

注：1.地区公共支出为各地区财政支出中“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与“教育”两项之和；

商品房均价=商品房销售额/商品房销售面积。二者均取对数值。 

２.蓝色为一线城市，红色为省会城市，绿色为非省会城市，为更好的显示效果，图中不

 
6
 对经济结构转型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 CF40·2019 年第一季度宏观政策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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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非省会城市名。 

 

住房抵押贷款支撑了房地产需求。住房抵押贷款的普遍使用成为支撑房地产

需求和房价上涨的重要力量。住房抵押贷款越来越被普遍使用，2002-2018 年期

间，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增量在当年住宅销售额中占比平均达到 31%，如果考虑到

商业住房贷款首付比例（首付比例首套房 20%-35%、二套房 30-80%），那么住房

抵押贷款增量占当年商品房销售额的比例可能高于 60%。根据 Garriga et al.（2017）

的模型，住房抵押贷款在 2003-2007 年和 2008-2012 年期间分别解释了中国房价

上涨的 14.6%和 8%。 

 

图 13 2002-2018 年住房贷款余额及余额增量在住宅销售额中的占比 

数据来源：Wind、CEIC。 

 

家庭结构“小型化”。 在经济不断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居民收入水平和受

教育水平不断提升的背景下，人民的生活方式和观念逐渐发生改变。得益于生活

水平提高、医疗及住房等条件持续改善，我国家庭结构正由传统的家长式大家庭

转向结构更小的家庭模式，呈现出家庭结构“小型化”趋势。全国 31 个省（区、

市）2000-2017 年的平均家户规模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下降，下降范围在 0-1 人/

户区间内。其中，西藏、宁夏、广东、山西、内蒙古、吉林、甘肃、黑龙江、青

海等省份的家户规模下降最明显，降幅超过 0.6 人/户。截至 2017 年，上海、黑

龙江、浙江、北京、辽宁等 14 个省（市）平均家户规模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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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户）。整体上看，全国平均家户规模由 2000 年的 3.46 人/户下降至 2017 年的

3.03 人/户，家庭结构趋于小型化、微型化。一方面影响了户型等住房产品结构；

另一方面，在人口增长的背景下，家庭结构“小型化”增加了总家庭户数，而住

房需求又是以家庭为单位，总家庭户数的增加会增加住房总需求。 

 

图 14 31 省（区、市）2000-2017 年平均家户规模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Wind. 

注：2000-2017 年平均家户规模变化=2000 年平均家户规模-2017 年平均家户规模。以上

海为例，平均家户规模值变化值为 0.3 人/户，表示上海从 2000 年到 2017 年平均家户规模

下降 0.3 人/户。 

 

债务主导型金融体系和缺少长期金融投资工具助长了房地产投资需求。债务

主导型金融体系增加了房地产的投资属性。支撑债务主导型金融体系的重要元素

是抵押品，而房地产是天然的抵押品。债务主导型的经济体当中，以银行为代表

的金融机构普遍使用房地产作为抵押品，并因此提升了全社会对于房地产的投资

偏好 Glaeser（2017）7。中国是典型的债务主导型金融体系，金融机构也普遍使

用土地和房地产作为抵押品，这大幅提升了房地产的投资属性，增加了对房地产

的需求。 

房地产成为家庭养老和保险的替代金融投资工具。随着居民部门金融财富水

平提高，财富的配置方式也会发生变化，中国也不例外。中国居民部门快速增长

的金融财富不再满足于仅以低风险/低收益的银行存款的持有方式。更高的金融

资产水平上，居民部门愿意持有更高风险/高收益组合的金融投资产品，愿意持

 
7
 Glaeser, E. L. (2017). Real estate bubbles and urban development. Asian Development 
Review, 34(2), 114-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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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长期、带有养老和保险功能的金融投资产品。但是这些金融服务需求得不到满

足。对金融资产的需求转向房地产投资。房地产成为替代金融资产作为高风险/

高收益金融投资产品，或者养老和保险金融投资产品的替代投资工具。根据西南

财大的《中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风险报告》，房地产在中国家庭资产的占比达到

六成以上。与此形成对比，美国家庭的房地产在全部家庭资产中的占比只有中国

家庭的一半。 

为了遏制房价上涨也出台了众多遏制需求的政策。住房贷款政策是被频繁使

用的房地产需求调控政策。2010-2014 年，住房信贷政策收紧，“合理引导住房消

费抑制投资投机性购房需求”，加大差别化信贷政策执行力度。2010 年最低首付

款比例不能低于 30%；二套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为 50%，2011 年提高至 60%，

同时贷款利率不得低于基准利率的 1.1 倍。2014 年以来，住房信贷政策略微放

松，2015 年非限购城市的首套房贷最低首付比例降至 25%，2016 年各地可下浮

5%。总的来说，通过影响购房者获得贷款的难易程度、购房所需金融杠杆的大小

和贷款的资金成本来调节需求。 

除了贷款政策外，限购也是对中心城市坚持“住房不炒”的补充政策。由北

京在 2010 年首次提出并实践，通过对家庭购房套数进行限制，引导住房需求回

归理性。还有针对个人的税收政策。个人购买住房时需要缴纳契税、转让时需要

缴纳个人所得税等相关税费。在 2010 年，为了“合理引导住房消费，抑制投资、

投机性购房需求”《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国

办发〔2010〕4 号）要求实施差别化的住房税收政策，严格执行个人购买普通住

房与非普通住房、首次购房与非首次购房的差别税收政策。 

 

2，房地产供给 

一线城市人均新增住宅供地最少，对房价的影响最突出。中国土地一级市场

由地方政府垄断，其对供地数量和供地方式具有绝对控制。尽管从土地到住房存

在一定开发周期，导致土地供给与住房供给在短期内存在一定时滞，但拉长时间

来看供地数量仍直接决定住房供给数量。供地越少，相应住房供应数量越少，推

动房价上涨。根据 Garriga et al.（2017）的估算，土地供给在 2003-2007 年和 2008-

2012 年期间分别解释了房价上涨的 32%和 38%，不仅是供给因素中解释房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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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最大的因素，也是包括房地产商进入成本、抵押贷款、生产率等在内的所有供

求因素中解释力最大的因素。 

一线城市的住宅土地供应紧张，对房价影响最突出；二三线城市住宅土地供

应有显著差异，总体而言需求端因素对房价影响更突出。我们用 2009-2018 年平

均新增住宅土地面积除以常住人口反映该城市的新增住宅供地强度。北上深等特

大城市住宅供地强度最低，人均新增住宅供地面积不足 10 平米。二线城市新增

住宅供地强度有非常大的差异，从人均新增住宅供地面积不足 10 平米的福州、

西宁，到接近 30 平米的武汉、沈阳、沈阳和乌鲁木齐。三线城市新增住宅供地

强度也有显著差异，从不足 5 平米到超过 30 平米不等。北上广深四个城市的住

宅供地强度和房价是非常明显的负相关，新增住宅供地更多对应于更低的房价；

二线城市住宅供地强度和房价之间相关关系模糊，并非住宅供地不影响房价，而

是前文指出的那样还有其他众多因素会影响房价，在城市竞争当中二线城市的发

展命运有显著差异，对房地产的需求和房价带来的显著差异；二线城市住宅供地

强度和房价之间相关关系同样也比较模糊，需求端因素对房价的影响可能更加突

出。 

 

图 15 2009-2018 年平均人均供地面积与房价的关系 

数据来源：Wind、CEIC. 

注：1.人均供地面积为城市土地供应面积/常住人口 2009-2018 年均值，房价为各城市商

品房平均价格对数值 2009-2018 年的均值。 

2.图中包含四个一线城市、大部分省会城市和其他重要城市等 92 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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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制约了大都市圈住房供应提升。购买住房是购买该住房

所在位置带来的各种服务流。因此，住房供应不仅是住房本身，也包括住房附着

的各种服务和交通基础设施。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是变相地增加高品

质住宅的供给，是缓解中心城市房价压力的主要手段。纽约、东京等大都市圈的

发展，都借助于大力发展郊区的公共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拉近与中心城区的距

离，进而实现郊区住房对中心城区住房的替代。这不仅让大都市圈容纳了更多人

口，也降低了大都市的住房和生活成本。中国也提出了都市圈建设，在特大城市

周边的交通基础设施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无论是基础设

施还是公共服务的完善程度都还有较大差距，制约了郊区对中心城区住宅的替代。 

保障性住房增加住房供给。1995 年《国家安居工程实施方案》出台是我国保

障房发展的起点。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现在已初步建立针对中低收入人群、住

房困难的家庭，包括公租房、经济适用房等在内的保障性住房体系，还对棚户区

改造提出了特别要求。1994-2017 年，全国共建设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等保

障性住房 1000 多万套。8。2010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加快推进住房保障

体系建设，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力度，加快棚户区和农村危房改造，大力发

展公共租赁住房，逐步形成符合国情的保障性住房体系和商品房体系。2011-2018

年，保障房信贷支持力度保持较大力度，从 2011 年末的 0.34 万亿上升至 2018 年

末的 4.32 万亿，每年平均增长 43%。保障性住房的分布与新建商品住房分布和

人口流动分布有明显区别，根据能获得数据的 2010-2011年保障房建设情况来看，

保障房集中在新疆、黑龙江、安徽、江苏、浙江等几个省份；中南部地区，尤其

是珠三角地区保障房建设很低。 

 

 
8 http://www.mohurd.gov.cn/xwfb/201908/t20190814_241405.html 

http://www.mohurd.gov.cn/xwfb/201908/t20190814_2414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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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33 省（区、市）安居工程土地供应情况 

数据来源：CEIC。 

 

房地产开发商贷款有助于提高供给，遏制房价上涨。为了遏制土地炒作和囤

积土地，防范土地开发环节的市场风险，监管部门要求开发商必须“项目四证齐

全、企业资本金达到 30%、开发商二级以上资质”才有资格获得贷款。这些措施

在特定阶段内起到了遏制投机的目的，但是拉长时间来看对遏制了住宅供应，助

长了房价。我们关于房价的回归模型中显示，对开放商的开发贷款与住房价格显

著负相关，开发贷款下降直接带来新增住宅供给下降，加剧房价上涨。 

房地产开发商对市场预期的改变和市场结构变化，压平了房地产市场波动。

2016 年以来，房地产的周期性波动特征有了显著变化，商品房价格波幅和新开

工波幅较以前都有明显收窄。2000.1-2015.12 期间反映房地产投资的新开工面积

同比增速标准差为 20.1%，2016.1-2019.8 期间为 3.7%；2011.1-2015.12 期间 70

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房价格增速标准差为 4.7%，2016.1-2019.8 期间为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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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房屋新开工面积及住宅价格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wind 

 

房地产开发商的土地和住宅库存显著下降。2014 年以前土地成交面积持续

大幅高于销售面积，2014 年以后土地成交面积与销售面积差距明显收窄，说明

房地产商消化前期土地库存，过去的囤地行为大大收敛，甚至是在消化过去的囤

地。2014 年以前房地产销售面积与新开工面积上下交错，2014 年以后新开工面

积显著大幅低于销售面积。如果 2014 年之前那个阶段意味着房地产商还有一定

库存，后面阶段则是去库存，房地产商的库存持续下降并处于较低水平。 

 

图 18 2008-2018 年住宅销售面积、土地成交面积和新开工面积 

数据来：Wind。 

注：为了便于比较，三个指标的初始值都定义为 100（2008年=100）。 

 

房地产市场周期钝化和低库存现象的背后可能来自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房

地产开发商对土地和房地产市场持续上涨的预期发生变化，对未来的销售和价格

不像房地产高速增长时期那么乐观，对囤积土地或者现房的收益预期降低。二是

房地产商的市场集中度有了快速提升。2014 年全国前 10 名和前 100 名的房地产

企业市场占有率分别为 16.9%和 37.8%，2018 年分别上升到了 26.9%和 66.7%。

与中小房地产企业相比，大型房地产企业更多靠流量盈利，强调缩短开发周期和

提升周转率，持有土地和未销售现房的时间缩短。这两方面变化的共同作用下，

在房地产市场景气的时候，房地产开发商因为预期不是非常乐观，拿地和新开工

的热情也不会太高；在房地产市场不景气的时候，因为库存压力相对较小且企业

经营较为稳健，拿地和新开工的热情也不会太差。相对稳定的预期和住房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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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平抑价格波动也起到了帮助。 

3，需求与供给中的合理和不合理成分 

遏制房价过快上涨需要落实在对房地产需求和供给的调整。房地产需求和供

给背后，有合理的成分，也有亟待改进的成分。房地产的各种需求当中，主导方

是市场力量，是收入增长和结构转型的自发力量，其中也包含了有待改进的力量。

在债务主导的金融体系和缺乏个人养老金体系的共同作用下，房地产被赋予了过

度的金融资产属性。对房地产的各种需求调控措施当中，有些政策起到了防范金

融风险、遏制房地产投机的作用；有些政策抑制了短期需求但是积累了房地产市

场上更大的供求压力，加剧了房地产市场波动。 

房地产的各种供给当中，政府发挥了更加突出的作用。一线城市住宅用地供

应的下降，以及一线城市都市圈建设中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滞后，造成一线

城市房价过高且得不到遏制。新的市场环境下，对开发商的融资限制不利于对住

房的新增供给，对房价形成新的压力。保障房建设与人口流向不匹配，存在改善

空间。 

 

 

 

三、房地产价格与实体经济 

房价上涨提高了生活成本和生产经营成本，改变了资本、劳动、土地等要素

之间的相对价格，迫使生产者和消费者做出反应。房价上涨的影响有些很直观，

有些很间接，个体感受和总体影响可能存在巨大差异。这里我们讨论两个问题：

房价上涨是否恶化了企业生存环境？是否挤出了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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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房价上涨与企业经营 

房价上涨过程中，企业经营面临更高的要素成本，不仅是更高的房租，还有

更高的工资。有一种广泛的忧虑是房价上涨带来的成本上升会侵蚀企业利润，尤

其是制造业企业的利润，恶化制造业生存环境，甚至成为众多企业破产的主要原

因。 

当我们观察房价增速和企业利润增速两个时间序列关系的时候，发现二者并

非负相关，而是正相关。由于房地产和工业利润都有较高的周期性特征，二者有

周期意义上的正相关关系并不意外。作为最大的周期性部门，房价高涨时期往往

也是宏观经济高涨时期，这个期间的工业利润表现较好也在情理之中。周期性行

业的特点是有涨有跌，拉长时间看房价周期性波动未必有利于企业。 

 

图 19 房价增速与企业利润增速时间序列图（2005.07-2019.08） 

 数据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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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房价增速与企业利润增速截面图（2012-2018 年） 

 数据来源：Wind. 

 

更值得关注的是房价与企业经营的长期关系。当我们用跨越周期的平均数据

来看，跨越周期的房价增速和企业利润增速的长期正相关关系依然成立。仅从这

种相关关系不能得出什么强有力的结论，不能以此认为房价上涨有利于企业经营，

但至少提示我们房价上涨与企业经营之间的关系可能并非提高成本那么简单。房

价上涨对企业经营的影响，至少还要考虑到以下两个方面的机制。 

房价上涨增加了企业经营活动中的要素成本，但是对于不同类型企业经营的

影响有显著差异。对于市场定价能力较强的企业，房租或者劳工成本上升的结果

往往是产品或者服务的价格上升，房价上涨对企业盈利的影响有限。对于市场定

价能力较弱的企业，企业至少以下三种方式应对。 

一是改变产品/服务的要素投入密集度，比如用土地节约型技术代替现有技

术，典型的例子是高房价地区更流行的快递行业即是节省了城市中心地带的用地；

再比如中心城区商场转化到郊区的大型购物中心。二是加大研发力度，用其他方

面的成本下降抵补房价上升带来的成本上升。三是退出本地市场，退出本地市场

的企业还面临两种选择，转移到其他地区继续经营，转移到其他部门继续经营，

或者彻底退出之后资源闲置。只有在最后这种情况下，资源闲置，这才会带来真

正意义上的产出损失。 

由此可见，房价上涨会对企业经营带来普遍的压力，并迫使企业做出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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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考虑到企业的应对措施后，房价上涨只是在非常特定的环境下才会带来真正

的产出损失。资源闲置和产出损失的大小取决于要素市场流动性，如果房价上涨

冲击带来的失业能够很快在其他地方找到工作，损失更小，反之损失更大。 

 

房价上涨刺激了房地产供给上升，以及由此带来的基础设施改善、城市扩张

和规模经济效应。这也正是我们从过去几十年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看到的普遍现象。

规模经济效应可以从降低成本、提高专业化和生产率水平等多个角度改善企业的

生产率，也改善了企业生存环境。一个与此相关的证据是随着人口密度的不断提

高，企业的数量也随之上升。当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 0-2500 人的区域，企业数

量在 0-87 家之间；人口密度 2500-5000 人之间的区域企业数量在 88-238 家之

间；人口密度 5000 人以上的区域企业数量达到 340家。所以越是人口密集地区，

对企业的吸引力越大。 

 

房价上涨一方面给企业带来了经营成本上升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也给企业

带来源自规模经济的发展机遇。综合两方面的情况来看，房价对企业经营的影响

关键取决于房地产的供给弹性。供给弹性过低，房价上涨但是房屋供给没有提高，

难以带来城市扩张和规模经济收益，房价上涨的负面影响更突出；保持适当的供

房价上涨

定价能力弱

改变要素密集度

提高研发强度

退出本地市场

进入其他地区

进入其他部门

资源闲置

定价能力强

房价上涨
住宅供给，
基础设施

城市密度/规
模经济

企业发展机
遇/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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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弹性，房价上涨伴随着房屋供给显著提高，不仅接下来的房价上涨得到遏制，

城市化进程也有明显推进，对企业创造了更多发展机会，正面影响更突出。我们

在回归分析看到，房价与企业利润呈现出负相关关系，与住房供给弹性则是显著

的正相关关系。 

2，房价上涨与居民消费 

房价上涨增加了购房和租房家庭的负担。特别是对于中低收入群体，住房支

出相对收入而言过高。一种普遍的担心是高房价挤出了其他方面的购买力。这种

现象在很多家庭存在，但加总意义上看高房价是否挤出了消费则需要更进一步研

究。 

当我们观察房价增速和居民消费增速两个时间序列关系的时候，二者是正相

关。这并不意外，房价上涨往往也伴随着信贷上涨、资产价格上涨，刺激全社会

购买力增加。这些周期性的收入效应和财富效应远大于房价上涨对部分家庭的消

费挤出，因此房价增速与消费增速正相关。拉长时间来看，房价涨的时候消费也

涨，房价跌的时候消费也跌，房价与消费在周期波动意义上的正相关关系并不能

作为房价上涨有助于消费的证据。 

 

图 21 房价增速与居民消费增速时间序列图（2005.07-2019.08） 

 数据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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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房价增速与居民消费增速截面图（2012-2018 年） 

 数据来源：Wind. 

 

更值得关注的是房价与消费之间跨越周期的长期关系。房价上涨改变了居民

生活中各种支出的相对价格，对不同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有显著差异。家庭部门

面临着住房支出还是其他消费支出的选择。住房作为生活中的必需品，不同家庭

面临着显著差异的需求替代弹性，已经有稳定居住地的家庭需求替代弹性相对较

高，没有稳定居住地的家庭则缺乏需求替代弹性。对于缺乏需求替代弹性的家庭，

房价上涨将迫使家庭不得不增加住房相关的开支，并因此挤压其他消费。对其他

消费的挤出程度取决于该城市的住房供给弹性，较高的住房供给弹性下房价上涨

带来住房供给显著改善，住房开支增长有限，对其他消费的挤出也有限；较低的

住房供给弹性下，住房开支增长更大，对其他消费的挤出也更显著。 

    

除了房价上涨对消费的挤出效应，还应该考虑房价上涨过程中，房地产供给

房价上涨

替代弹性低，挤出其他消
费开支

替代弹性高，挤出其他消
费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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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城市化率水平提高以及由此带来的规模效应和收入水平提升，这会对消费

形成正面的影响。综合两方面因素考虑，房价上涨与消费之间的关系模糊。我们

用跨越周期的十年平均数据来看，跨越周期的房价增速和消费增速存在微弱的正

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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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数据口径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本部分通过选择合适数据、建立计量模型，分析房价的驱动因素，同时探讨

住房（土地）价格供给弹性对房价、城市发展（企业利润、人口流入）和居民消

费的影响。为剔除周期性影响，所有变量均选用 2009-2018 年均值。根据研究目

的，我们将数据分为三组：一是被解释变量，包括房价、人口流动、企业利润和

居民消费。参照经典文献做法，除数据存在负值的人口流动外，其余三个指标均

用对数形式以减少由数据异方差带来的估计结果不准确；二是核心解释变量，房

地产供给弹性，本文用房地产施工面积表征房地产供给，自然地，用施工面积增

速均值/房价增速均值表征房地产供给弹性。三是其他对房价、企业利润等有影

响的控制变量，包括城市 GDP、房地产信贷等，考虑到供给弹性和经济发展水平

及居民收入可能存在的相互影响关系，还引入了人均收入、GDP 分别与供给弹

性的交互项，各组变量信息详见表 1。 

 

表 1 描述性统计结果 

 Variable 变量 

变量口径 

（2009-2018年均

值） 

样

本

数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1 house_price 房价 

商品房销售额/商品

房销售面积 

287 4570.5679 2708.4904 

 lnhouse_price 房价（对数）  287 8.3226 0.4194 

被解释变量2 migration 人口流动 

本年人口流动=本

年常住人口-上年常

住人口*本年人口自

然增长率 

265 9.3517 65.9352 

被解释变量2 profit 工业企业利润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利润总额 

286 2161219.8216 3087327.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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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nprofit 工业企业利润（对数） - 286 13.8127  1.3540  

被解释变量3 per_expenditure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 

- 

286 16306.5819  4249.3005  

 lnper_ expenditure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对数） 

286 9.6700  0.2352  

核心解释变

量 

supply_elasticity 房地产供给弹性 

施工面积增速均值/

房价增速均值 

86 1.9213  1.4621  

 gdp GDP - 287 223.2380  297.0704  

 lngdp GDP（对数） - 287 4.9435  0.9022  

控制变量 

per_income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 285 24906.8598  5846.5523  

lnper_income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对数） 

- 285 10.0992  0.2111  

per_gdp 人均GDP - 286 45747.6678  26976.1783  

lnper_gdp 人均GDP(对数) - 286 10.5835  0.5372  

credit 房地产信贷 

房地产开发企业国

内贷款增速 

287 0.2091  0.3517  

 gdp_elasticity 

GDP与住房供给弹性交

互项 

- 86 0.2074  0.1467  

 income_elasticity 

人均收入与住房供给弹

性交互项 

- 86 9.6288  7.1038  

数据来源：Wind、CEIC. 

2、 计量结果分析 

表 2 展示了对房价、人口流动、企业利润以及居民消费的回归结果，回归系

数整体比较显著，除以人口流动为被解释变量的方程（2）R2 为 44%外，其余回

归方程的 R2 均在 70%以上，回归结果解释力度较强。 

（A）房价 

方程（1）为对房价的回归结果。住房供给弹性（supply_elasticity）的系数为

负（-0.0948），表明供给弹性越大，即在同等房价上涨刺激下供给更大，会对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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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进一步上涨形成抑制作用。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符号也符合经济直觉和预

期：人均 GDP（lnper_gdp）系数为正（0.4601），表明经济发展程度越高的城市

房价越高；房地产信贷（credit）系数为负（-0.2058），由于该数据反映的是房地

产开发企业获得信贷情况，其系数为负表明房地产开发企业获得的贷款增加，相

应地房地产供给增多，对房价上涨形成抑制；人口流入（migration）系数为正，

表明人口大量流入对房价上涨有推动作用。 

 对回归方程（1）进行方差分解，各变量对房价的解释程度由大到小排序分别

为：人均 GDP（lnper_gdp）、人口流入（migration）、住房供给弹性（supply_elasticity）、

房地产信贷（credit），值分别为 45.03%、36.05%、11.51%和 7.41%。城市的经济

发展水平和人口流入解释了绝大部分的房价上涨（81.08%）。 

（B）人口流入 

 方程（2）为对人口流动的回归结果。住房供给弹性（supply_elasticity）系数

为正（533.8601），表明住房供给弹性提高对城市的人口流入有正向作用；人均收

入（lnper_income）系数为正（324.3520），表明收入越高的城市越能吸引人口的

流入；人均收入和弹性的交互项（income_elasticity）系数为负（-53.3243），这是

是因为人均收入越高的城市住房供给弹性越小。综合来看，人均收入越高的城市，

其住房供给弹性的提高对人口流入的正向作用越小。 

 对方程（2）进行方差分解，各变量对人口的解释程度由大到小排序分别为：

人均收入（ lnper_income ）、住房供给弹性（ supply_elasticity ）、交互项

（income_elasticity），值分别为 75.78%、12.34%、11.88%。 

（C）企业利润 

 方程（3）、（4）为对企业利润的回归结果。对回归结果（3），住房供给弹性

（supply_elasticity）系数为正（0.0972）、房价（lnhouse_price）系数为负（-0.5051），

这与分析房价供需及城市的发展逻辑一致，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住房供给起到了重

要作用，一方面，对房价的回归结果（1）已经表明增加供给能够有助于抑制过

高的房价；另一方面增加供给还能扩展城市可发展的空间，吸引更多的人口流入

（方程（2）结果）、企业聚集，进一步发挥城市聚集效应，企业利润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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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方程（3）进行方差分解，各变量对企业利润的解释程度由大到小排序分别

为：GDP（lngdp）、房价（lnhouse_price）、住房供给弹性（supply_elasticity），值

分别为：77.58%、21.04%、1.40%。 

 回归方程（4）在方程（3）的基础上引入了 GDP 和住房供给弹性交互项

（gdp_elasticity），目的是分析住房供给弹性和经济水平的相互作用。此回归方程

下住房供给弹性以及交互项均不显著。 

（D）消费支出 

 方程（5）为对消费支出的回归结果。住房供给弹性（supply_elasticity）系数

为负（-1.1458）、人均收入（lnper_income）系数为正（0.8156），二者交互项

（income_elasticity）系数为正（0.1104），表明收入越高的城市，住房供给弹性对

消费支出的负向影响越小。 

 对方程（5）进行方差分解，各变量对消费支出的解释程度由大到小排序分别

为：人均收入（ lnper_income ）、房价（ lnhouse_price ）、住房供给弹性

（supply_elasticity）、收入和弹性交互项（income_elasticity），值分别为 51.50%、

27.00%、11.06%、10.45%。房价对消费支出的影响不显著。 

表 2 计量回归结果 

 (1) (2) (3)  (4) （5） 

VARIABLES lnhouse_price migration lnprofit  lnprofit lnper_expenditure 

             

supply_elasticity -0.0948*** 533.8601** 0.0972**  0.2059 -1.1458*** 

 
(-4.1924) (2.0894) (2.0291)  (0.7268) (-3.2714) 

lnhouse_price 
  

-0.5051**  -0.5263** 0.0268 

   
(-2.5905)  (-2.5873) (0.7336) 

lngdp 
  

1.4290***  1.4634*** 
 

   
(15.8190)  (11.5496) 

 

gdp_elasticity 
  

  -0.0222 
 

   
  (-0.3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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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per_income 
 

324.3520***   
 

0.8156*** 

  
(6.1497)   

 
(7.8268) 

income_elasticity 
 

-53.3243**   
 

0.1104*** 

  
(-2.1241)   

 
(3.2036) 

lnper_gdp 0.4601*** 
 

  
  

 
(6.7715) 

 
  

  

credit -0.2058*** 
 

  
  

 
(-4.1504) 

 
  

  

migration 0.0017*** 
 

  
  

 
(3.8752) 

 
  

  

Constant 3.6992*** -3,243.0604*** 10.5738***  10.5781*** 1.2898 

 
(5.1745) (-6.0145) (7.6612)  (7.6244) (1.5050) 

   
  

  

Observations 84 83 86  86 84 

R-squared 0.7139 0.4373 0.8391  0.8394 0.8785 

注：***、**、*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回归系数的 t 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