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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中国房价经历了 20多年的快速上涨，已出现了泡沫迹象。若泡沫破裂，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
风险。2019年 1月 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
时强调，将稳妥实施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作为未来的发展重点。2020年 10月底，《中
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推
动金融、房地产同实体经济均衡发展”。结合房地产市场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紧密关系，总结他国
的房地产发展经验与教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次贷危机后，大量国外文献针对房地产泡沫催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问题展开研究。Taylor
（2009） 认为，金融风险有两个主要传导渠道：一是直接业务关联，例如，同业往来和衍生产品合
约；二是金融机构之间没有直接业务关联，但拥有同样性质的业务或资产组合，即具有共同的风险
暴露。金融机构大量发放房贷，并持有房地产市场相关衍生品，正是引发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
Goodhart et al.（2009） 研究了由抵押贷款违约引发的房地产危机，进而引起金融不稳定，紧缩货币
政策导致的房价下跌，往往是刺破泡沫、导致危机发生的源头。Pan &Wang （2013） 利用美国 286
个城市数据，分析了在不同收入增速水平下，房价上涨、下跌对银行不稳定性的不同影响。Mian &
Sufi （2012） 利用个人房屋抵押贷款违约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基于房价上涨而进行的抵押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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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融资是美国居民部门杠杆率急剧上升的主要原因。Khandani et al.（2013） 基于房价引起金融风险
理论构建预警指标。Funke et al.（2018） 使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 分析新西兰房地产市
场，研究宏观审慎和货币政策及其相互作用发现，货币政策对房价具有巨大的溢出效应，但并不是
房价的主要驱动力。Suh （2019） 从资产相关性的角度建立模型，论证资产相关性的增强与系统性
风险和银行资本监管的关系。
在国内研究方面，温博慧和柳欣（2009） 认为，资产价格波动通过抵押品价值、资本金和流动

性三种途径影响银行信贷，进而引发了系统性金融风险。马勇等（2009） 利用 66个国家的跨国数
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资产价格、信贷和金融监管的顺周期性是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根本原因。
谭政勋和陈铭（2012） 认为，房价对均衡价值的偏离导致了金融危机，其作用大于房价直接冲击。
沈悦等（2015） 通过构建因子增广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信息集，利用因素增强型向量自回归方法，发
现房价下跌导致不良贷款率上升，是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生成的原因之一，且新房价格下降的冲击
更大。张辉（2019） 通过构建 SVAR模型发现，影子银行和房地产价格都会造成中国金融体系的不
稳定。蔡真（2018） 则总结了房地产市场引发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三个途径：银行体系、地方政
府债务以及资本外逃压力。杨子晖等（2018） 采用 VaR，MES，CoVaR 以及ΔCoVaR 四类风险测度
方法，研究中国上市金融机构和房地产公司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现，跨部门风险传染效应明显，且
系统性风险溢出水平逐渐提高。曹晓飞等（2020） 使用 Copula-CoVaR模型度量房地产价格波动的
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现，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且存在非对称效应。
通过梳理发现，国内外针对房价冲击生成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研究已较为丰富，但很少有学者对

比国际经验对中国的启示。例如，总结日本和美国两次房地产泡沫形成过程及泡沫破裂的经验与教
训，借鉴德国房地产市场的相关制度等。

二、日本、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演变成为系统性风险的教训总结

从房地产与金融风险的逻辑链条上看，回顾日本 20世纪 90年代和美国 21世纪初期房地产泡沫破
灭的历程，对我们厘清房地产风险的形成与爆发以及系统性风险的传导与蔓延，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在广场协议导致日元大幅升值的背景下，大量海外资金涌入日本，加之金融自由化的推动，房

地产市场价格不断走高，形成史无前例的大泡沫。1990年，随着货币政策收紧，严厉管制土地交
易，海外资本不断流出，资产泡沫被刺破，房地产价格不断下跌，日本经济陷入“失去的 30年”。

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后，宽松货币政策和房贷政策、发放大量次级贷款，催生了 2001—2006
年的美国房地产泡沫。此后演变成的次贷危机迅速蔓延成全球金融危机，至今影响仍未全部消除。

（一） 财政和货币紧缩政策是日本、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的导火索
在经济过热或资产泡沫

的压力下，日本、美国政府先
后收紧财政和货币政策，杠杆
成本大幅提高，原有的杠杆也
无法维持，使得房地产投资、
投机需求崩溃，房价失去了进
一步上涨的动力，而原有的众
多浮动利息贷款也面临违约。
因此，房地产泡沫使得政策陷
入两难境地，宽松的政策推动
泡沫进一步扩大，但紧缩性政

图 1 日本房价波动与日本央行利率
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

（2010年 3月末＝100） 日本央行基准利率（右） （%）东京圈城市土地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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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刺破房地产泡沫又会对经济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日本方面，在资产泡沫的压力下，日本政府在 20世纪 90年代收紧财政和货币政策，采取严厉管

制，主动“去泡沫”。具体来看，日本财务省要求金融机构严格控制土地贷款项目，包括“房地产贷款
增速不能超过总体贷款增速”，导致日本各金融机构的房地产贷款存量增速迅速下降；日本政府为了降
低房地产投机交易，调整了土地收益税，针对两年以内的土地转让交易，提高了税收（李众敏，
2008）。同时，日本央行在较短时间内大幅提高基准利率，最终股市、房市泡沫先后破裂。
美国方面，2003年美国经济逐渐复苏，为避免经济过热，维持物价稳定，美联储连续上调联邦基

金利率。由于次级贷款中，可调节利率贷款占比大，后期还贷利率随着基准利率的抬升而上升，造成
次贷借款人还款压力增大。与此同时，加息逐渐刺破了房地产市场泡沫，房价开始快速下跌。由于房
价的升值是次级借款人还款的唯一保障，房价的下跌导致他们不得不违约，次级贷款违约率快速攀升。
与此同时，抵押贷款机构也无法通过出售抵押品收回本金和利息，所有房地产投机工具失效。

（二） 银行系统的风险传染是日本、美国房地产风险向系统性风险传导的关键
房地产泡沫破裂最严重的危害在于其对银行系统的损害，因为房贷是银行最重要的负债之一，

房地产泡沫破裂使得房贷发生大面积违约，而负债对应的抵押房产价值却大幅降低，银行面临资产
减值损失，不得不抛售资产和收紧信贷，导致资产价格进一步下跌，市场流动性枯竭。更严重的
是，如果银行不能在抛售中幸存下来，将对其对手方造成冲击，使得风险扩散，更多银行将面临资
产损失。而银行是信贷扩张的主要推手，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倒闭将对经济造成致命打击。因此，从
日本、美国的教训中可以看出，银行体系是房地产风险向系统性风险传染的关键。
日本方面，房地产价格的崩溃导致大量不动产企业及关联企业破产，金融机构由于直接或间接

为房地产市场提供了资金，也产生了巨额不良贷款。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导致了严重的信用危机，
让银行几乎全部濒临破产，在之后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即使政府大量向大银行注资，也无法使
其避免破产重组的结局。随着资本市场泡沫的破裂，中小银行的破产，各类丑闻的曝光，让日本投
资者丧失了信心，日本房地产市场也从此陷入衰退。
美国方面，受次贷违约影响，提供次贷住房抵押贷款的金融机构发出业绩预警，甚至申请破产保

护，如 2007年初，汇丰控股为其所持美国次级房屋贷款增加准备金至 105 亿美元；同年 4月 2日，美
国第二大次贷抵押贷款金融机构新世纪金融申请破产保护。随后，危机逐渐蔓延到购买了次贷金融创新
产品的银行、保险和基金等金融机构，并迅速蔓延全球。美国贝尔斯投行、花旗银行、德国工业银行、
法国巴黎银行以及日本、韩国多家银行均因持有大量美国次级贷款而遭受损失。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
美林被收购，商业银行巨头 RBS等欧洲大型银行纷纷国有化。由于美国住房贷款资产被包装成 RMBS，
CDO等大量金融衍生品，并转卖给全球投资者，使得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迅速升级为国际金融危机。

（三） 房地产泡沫和股市泡沫同时崩溃，财富效应在日本、美国产生了传导作用
紧缩政策不仅提高了房贷成本，也使得市场流动性陷入枯竭，股票作为流动性较高的资产，容易

在居民和企业流动性匮乏的情况下遭遇抛售，使得股市泡沫走向崩盘，股市和房地产作为居民和企业
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资产价值大幅贬值将通过财富效应传导至实体经济领域，拖累实体经济领域
的总需求。
日本方面，三木谷良一（1998） 指出，日本泡沫的破裂从分配效应、财富与资本成本效应和债

权、债务结构效应三个渠道以及股市、企业、银行三个层面对日本宏观经济产生影响。其中，财富
效应放大了房地产泡沫破裂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且股市泡沫破裂与房地产泡沫破裂具有一定的同步
性。紧缩的货币政策使得日本股市开始出现大幅下跌，刺破了股市泡沫（项卫星等，2007）。随着
股市的大幅下跌，破产公司逐渐增多，其持有的大量不动产被拍卖，房地产市场出现供大于求的状
态，房价也开始下跌。与此同时，日元不再升值，套利空间日益缩小，美欧股市表现日益强劲，国
际资本逐渐撤离。最终，日本经济形成了房价和股市下跌，居民和企业的财富水平降低，抛售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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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总需求降低，实体经济崩溃，导致房价和股市继续下跌的恶性循环。在之后的亚洲金融危机和
次贷危机的影响下，日本房地产市场再也没能重现辉煌。日本经济自此进入“失去的 30年”。
美国方面，次贷危机的影响经过长时间的蔓延才实际传导至实体经济领域，但资产价格下跌导

致的财富效应对总需求的冲击是致命的。金融危机达到顶峰后股市崩盘，收入与财富大幅降低，居
民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受损严重，甚至开始抛售资产，总需求随之跳水，众多企业倒闭，实体经济
陷入衰退。从次贷危机到金融危机再到经济危机，美国 2008年金融危机一步步蔓延扩散，对全球
的实体经济运行产生巨大的影响。

（四） 从救市措施来看，针对房地产泡沫破裂导致的企业和居民部门的资产负债表衰退，日本
和美国政府均采取了广泛的措施对其进行修复，但结果不同
日本方面，因为缺少前期资产泡沫破裂的政策应对经验，在应对房价下跌与实体经济衰退上较

为缓慢。具体来看，日本的政策干预措施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房地产泡沫破裂后宽松政策的力度和
速度均不够。一方面，降息幅度较为缓慢，总量性政策也迟迟未能到来，通缩的环境加重企业部门
的实际债务负担，虽然名义利率有所下降，但始终高于经济的名义增速；另一方面，日元并未显著
贬值，不利于实体经济恢复。二是在 20世纪 90年代，未能及时剥离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造成了
社会信用扩张受阻，风险溢价居高不下，宽货币向宽信用传递受阻。资产端价格未能修复，企业也
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出现经营行为从资本回报率最大化转向资产负债率最小化的局面。
美国方面，次贷危机发生后，美联储紧急救市。2007年以前，美联储总资产规模一直处于稳步上

升的态势，持有国债占比超过 80%。次贷危机发生之后，为了救助金融业，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分
别实行了“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以及“金融资产援助计划”，美联储大幅增持抵押担保证券等“有毒”
资产。这些措施对经济起到了很好的提振作用，美国企业和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很快获得修复。
但是，必须意识到，金融危机后的救助行为可能会增加金融体系的道德风险问题。因此，

Bernanke （2009） 指出，最小化道德风险问题的方式可能还是在危机爆发前实施更为有效的审慎监
管。因此，次贷危机后，为改善美国金融监管状况，沃尔克法则开始实施。沃尔克法则的实质是禁止
银行进行投机交易，表现为限制银行进行自营交易，其主要目的是对金融市场去杠杆。金融危机发生
时，银行的风险集中在自营交易的金融衍生品上，这些衍生品都具有数十倍杠杆。沃尔克法则同时限
制了商业银行的规模，旨在让银行更好地发挥传统业务职能，分业经营，规避风险。
从日本和美国的经验可以看出，房地产泡沫使得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陷入两难境地，而银行体

系在房地产泡沫下风险陡升，防止房地产领域风险的根本措施在于抑制房地产泡沫的形成。

三、“独善其身”的德国房地产市场的经验

40多年来，德国的房价一直十分平稳，没有周期性变化，甚至在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也能
独善其身，与日本和美国形成鲜明对比。抑制房地产泡沫需要做到“对症下药”，而德国针对各项
房地产泡沫的形成原因采取了精准的应对措施，依靠稳健的金融制度、均衡的税收制度以及完备的
租赁制度使得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值得深入研究。

（一） 德国稳健的金融制度是防范房地产泡沫的关键
与日本与美国房地产泡沫形成和破裂的重要原因即货币政策的大起大落完全不同，德国央行一直

以稳定物价作为首要目标，经济增长作为次要目标，一直以来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欧央行成立后，
稳定物价仍作为首要的长期目标，使德国稳健的货币政策得以延续。德国通胀均值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稳健的货币政策为平稳的德国房价奠定了基础，德国名义房价增速长期低于通胀增速，实际房价
更是多年负增长。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时，由于德国房价在之前并未大涨，名义房价增速仍低于 CPI
增速，德国房地产市场反而逐渐吸引了全球投资人的注意。自 2010年开始，大城市和大学城对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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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全球主要经济体首套房首付比例
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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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德国名义房价增长长期低于 CPI 增长
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
注：2022年数据为预测值。

国人的吸引力上升，人口从小城
市流入大城市，叠加外国人的迁
入，德国大城市和大学城的房屋
供应再次变得紧张，德国房价因
此出现加速上涨的势头。
德国审慎的房贷政策，使得

德国房地产市场受货币政策的影
响较小，德国房地产市场的短期
繁荣主要由房贷上涨驱动。从德
国购房首付来看，首付比例较
高。为了防止信贷的过度发放和
随之引起的房地产市场过热，德国联邦议会颁布了防
范金融稳定风险的金融服务监管补充法规，并对住房
信贷准则进行了修改，规定了 LTV目标和最低偿还
金额等。此外，德国规定居民家庭一般不得从单一
金融机构获得全部的住房贷款，而需要从多家住房
金融机构获得组合贷款，以此分散住房信贷的风险。
此外，德国住房金融体系还运行着独特的住房储

蓄模式，多元化的住房金融机构对于稳定房价发挥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张江涛等，2017）。住房储蓄贷款
起源于英国，在欧洲发展良好。客户通过储蓄阶段证
明自身经济实力，在存款期满且满足配贷条件时，进入配贷程序。住房储蓄机构对申请者的配贷条件
进行评价，在储蓄阶段表现良好、信用等级高的优先配贷，以此来获得后续贷款。贷款发放后，按月
低息还款。这种“先存后贷”的模式，让资金专款专用，只在住房储蓄机构和参与的购房者之间循环，
进而使得利率不受金融市场的干扰，长期稳定并维持在较低水平，有效抑制了居民杠杆。

（二） 德国均衡的税收制度有助于调控房地产市场
从税收制度来看， 与德国房地产市场相关的税种包括土地税、 租金收入所得税、 二套住房税、

土地购置税、 资本利得税和商业税等。 总体来看， 在保有和使用环节税负较轻， 但在交易环节税负
较重， 严厉打击炒房行为 （黄璟莉， 2013）。
土地税属于保有环节的税收，实际税率低，但由于其对所有存量土地均进行征税，所以总税额

很高。租金收入所得税和二套住房税属于使用环节的税收，总体来看，税负不重。二套住房税是对
居民使用的第二套及以上住房（包括租住） 进行征税，有别于其他国家基于产权划分的房产税。二
套住房税提高了住房的流动性，降低了住房空置率。此外，德国政府严厉打击炒房行为，除了土地
购置税外，还有资本利得税和商业税（郭克莎和黄彦彦，2016）。从交易环节来看，德国房地产的
交易成本较高。算上公证费用、法院土地登记费用、中介费用和房产税等税费，德国购房交易成本
占房产最后成交价的 9%~15%。

（三） 德国完备的租赁制度鼓励住房租赁市场的发展
德国通过法律保障、 开拓房源、 保护承租人利益和发放现金补贴等方式鼓励住房租赁市场的发

展 （郑宇劼和张欢欢， 2012）。
德国发达完善的住房租赁市场确保了高质量、价格适宜的住房供应，使得德国住房自有率水平

较低，对购房形成了很好的替代，这也使得德国的房价处于较低水平，且波动较小。而法律和政策
上对于住房租赁市场的保护、市场上供需平衡的局面，也有助于促进德国住房租赁市场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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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住房租赁法中，对租客权益进行了保护，并
限制了租金上涨幅度。租约合同一般默认为无固定期
限合同，房东若签订固定期限合同，需提前说明租约
到期后房屋的具体用途。此外，房东不得随意解除租
约，且租客对房屋有优先购买权。对于租赁群体，政
府给予租金补贴。租金补贴金额的确定主要参考申请
人的收入、家庭成员数目以及当地租金水平。

总的来看，德国通过合理的住房租赁制度满足
住房的刚性需求，同时，通过完备的房地产税收制
度切实降低炒房需求，防止房地产需求的过度膨
胀。因此，德国房地产市场健康平稳运行，成为全
球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典范。

四、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现状与国际对比的实证分析

20多年来，中国房地产市场蓬勃发展，房价一路走高。借鉴日本和美国的房地产崩盘经验，房
价不宜过快上涨，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目前，中国房价水平高，家庭资产配置房产比重过大，
马歇尔 K值以及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过高，面临着极大的房地产泡沫破裂的风险。

（一） 国际房价指数现状及对比
从各国实际房价来看，日本 1990年

实际房价指数为 258，达到历史最高，较
1980年的 90上涨近 2倍。美国实际房价
指数 2006年达到最高为 195，较 1997年
的 113 上涨 70%。中国实际房价指数自
2001年起进入上升通道，2017年达到历
史最高值 179，较 2000 年的 79 上涨
116%，较 2007年的 150上涨 19%。
中国近 10年房价上涨幅度，无论是

名义值还是实际值，均不及美、日形成房地产泡沫时期的幅度。但拉长时间来看，近 20年中国实
际房价涨幅已超过美国最大涨幅，应引起重视。反观德国，1971年至今，房价十分平稳，2008年
金融危机时，房价反而逆势走强，但至今相较 1971年，实际房价指数仅上涨 20%，其维持房价稳
定的政策经验值得借鉴。
从家庭资产结构来看，中国以房产为主，各类资产占比分配不均，结构远不及美国均衡。中国

家庭的房产占比为 73.6%，远超过美国家庭房产占比的 36%，而金融资产则仅占 11.30%，远低
于美国的 41.8%。目前，中国家庭资产结构与 1989年的日本较为类似，均以房产为主，如果房价
大幅下跌，对经济增长将会形成致命打击。

（二） 房地产市场风险的实证分析
我们采用全球 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990—2015年的数据，进行面板数据的 Logit回归，研究房地产

风险爆发的影响因素。我们将一国或地区的房地产平均价格在一年内下跌超过 10%定义为房地产价格
崩盘，以此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方面，上文提到的资产价格和宏观经济状况均是房地产市场风
险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也影响着房地产风险向系统性风险的传导。因此，我们选取房地产价格、股
票价格、金融机构贷款意愿、流动性状况、物价水平以及宏观杠杆率等房地产价格崩盘的重要影响因

图 4 德国住房自有率
资料来源：德国联邦统计局
注：2022年数据为预测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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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中、日、美、德四国实际房价指数
资料来源：B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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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作为解释变量。其中，我们对各国家和地区的房价水平和主要股指进行标准化处理，作为房地产价
格和股票价格的代理变量；将银行信贷增速作为贷款意愿的代理指标；采用M2/GDP衡量流动性状况；
选取 CPI 衡量物价水平；将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的债务规模占 GDP比重作为宏观杠杆率的代理指标。
控制变量方面，我们选取 0~3年滞后的房贷利率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GDP规模、人口规模

等作为控制变量。同时，为了避免房价崩盘和宏观变量之间的内生性问题，例如，房价崩盘会导致
GDP增长率和债务增长下滑，我们对所有解释变量均采用一阶滞后值。此外，由于我们的模型较为
简化，各国家和地区之间的金融结构和制度环境存在较大差异，这些都对房地产风险产生重要影
响，模型可能存在遗漏变量问题，因此，我们采用固定效应的面板回归，以减少遗漏变量造成的偏
差。表 1是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如表 1所示，在 546个观测数值中，
房价崩盘的平均值为 0.15。具体而言，
464 个观测值为 0（房价稳定或上涨），
82个观测值为 1（房价崩盘）。这意味着，
在 1990—2015年的 26年间，平均每个
国家和地区有 3 年房价下跌超过 10%，
其中，主要的房价崩盘发生在日本、美
国、欧洲和东南亚等地区。
表 2展示了 Logit模型回归结果，其

中，我们分别加入代表资产价格和宏观经济的变
量，比较不同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房价指
数、信贷增速、M2/GDP和居民部门杠杆率与房地
产崩盘概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股票指数、
CPI和企业部门杠杆率对房地产崩盘概率并没有显
著的解释力。这说明，在关注房地产市场风险时，
价格层面的房价和总量层面的信贷和流动性与居民
部门的杠杆率是更加重要的变量。房价上涨，信贷
和流动性扩张与居民部门杠杆率提高将导致房地产
市场崩盘概率提高。从中国各指标分布上看，房地
产风险相关的房价和M2/GDP处于相对可比的高位，
而居民部门杠杆率尚不及爆发房地产危机国家和地
区的平均水平，因此，房地产市场风险一定程度上
存在，但对银行体系的影响相对可控。
需要指出的是，其他指标对房地产崩盘概率

的影响不显著，例如，股票指数的系数不显著，
这说明并不是每一次股票指数的高峰都对应着房
地产市场更高的崩盘概率，所以其相关性较弱。
但股票指数也是资产泡沫的表征，物价、企业信贷等指标也对房地产市场具有一定的指示意义，对
于研究整个金融市场的风险传导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为定性研究的重要因素。

五、结论与建议

对日本和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的分析以及德国房地产制度的研究，对中国如何推动房地产市场平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观测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房价崩盘 546 0.15 0.30 0.00 1.00
房价指数 546 0 1.00 -1.46 1.52
股票指数 546 0 1.00 -2.14 2.01
信贷增速 546 10.45 57.8 -81.92 1476.29
M2/GDP 546 102.47 40.21 28.60 251.20
CPI 546 2.15 1.21 -1.40 24.10
居民部门杠杆率 546 56.55 15.94 10.56 98.50
企业部门杠杆率 546 61.29 21.23 30.12 140.60

表 2 房地产崩盘风险的影响因素

解释变量
组合(1) 组合(2) 组合(3)
系数 系数 系数

房价指数 0.0382*** 0.0408***
(0.0107) (0.0130)

股票指数 0.0195 0.0128
(0.0414) (0.0313)

信贷增速 0.00297*** 0.00297***
(0.000599) (0.000601)

M2/GDP
0.00852*** 0.00862***
(0.02023) (0.00227)

CPI 0.00172 0.00142
(0.00183) (0.00207)

居民部门杠杆率 0.00668*** 0.00747***
(0.00176) (0.00223)

企业部门杠杆率 0.000145 0.000140
(0.000328) (0.000328)

控制变量 房贷利率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
GDP规模、人口规模

固定效应 Yes
观测值 546 546 546
国家（地区）个数 21 21 21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 **、 * 分别表示在
1%、 5%、 10%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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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发展借鉴意义很大，为中国未来国力的提升提供了启发（王文，2019）。针对目前中国经济和房地产
市场的现状，应在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基础上逐步去杠杆，稳住名义房价，坚持“房住不炒”的原则，
使实际房价随着通胀而逐步降低，发展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避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针对以上目
标，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制度建设层面，建议发展住房储蓄银行并严加管理。借鉴德国住房储蓄银行经验，大力发

展住房储蓄银行，以“先存后贷”模式为借款者提供长期低息固定利率贷款，并使其利率不受货币政
策影响，长期保持稳定。中国 2004年就建立了中德住房储蓄银行，但目前只分布在天津和重庆，地方
政府应大力支持住房储蓄银行，使其覆盖全国。此外，设置房地产税和资本利得税，抑制房地产投机
需求。参考德国税收机制，对于二套房及以上房产拥有者进行征税，减少房屋空置率。对房地产交易
征收资本利得税，减少房产交易获利空间，抑制房地产投机需求。同时，对居民首套房的购买、保有
以及转让等环节应减轻税负，满足居民的基本购房需求。
第二，政策调控层面，建议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日本和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的主要原因在于央

行大幅加息，货币政策的大起大落不利于房地产市场的稳定。而德国房地产市场的稳定也得益于稳定
的金融制度。中国目前实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灵活松紧适度，应继续维持。此外，健全宏观审慎
监管。房地产泡沫的形成与银行的顺周期行为存在较大的相关性，银行在货币宽松时期进行金融创新、
增加信贷投放，使得居民部门杠杆率上升，而宏观审慎监管增加对银行资本充足率、存贷比等指标的
逆周期调节，以及开展银行内部的压力测试，能够有效抑制银行的顺周期行为，防止银行的信贷过度
扩张，进而从源头上抑制房地产泡沫的形成。
第三，在行政调控与市场调节协同方面，建议发展住宅租赁市场。继续推进公租房建设，满足居

民基本的住房需求。同时，可降低租赁税费，鼓励房东出租其空置房，增加房地产市场的有效供给。
此外，可借鉴德国相关经验，出台相关政策，保护出租人和租赁人的合法权益。通过设立房地产基金
调整市场供需关系。美国、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的原因之一是短期内政策调控力度过大，而房地产基
金这类市场手段则相对温和。政府可通过设立的房地产基金购入部分房源，并根据政策调控需要，在
适当时机进行租赁或出售，从而在调整供需关系的基础上保持市场稳定。
第四，促进财税体制改革，完善房地产调控法律制度建设。相对于欧美国家，我国房地产调控效

果仍有提升空间；法律制度存在一定的缺失，实施调控的主体、程序、职权、职责等不明确，不利于
预期引导；强制性的政策措施在中长期可能起到副作用。因此，建议我国在完善以上房地产调控政策
时要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同时完善房地产调控法律制度建设，对市场和政府调控中各角色的职能进行
合理的界定，确保宏观调控政策能够真正落到实处。

（责任编辑 赵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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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Real Estate Bubble and Systematic Financial Risk Prevention
—Based o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Wang Wen and Lu Zhe
（Chongyang Institute for Financial Studie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Summary： The real estate market is closely related to systematic financial risk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necessity of
preventing real estate financial risks and the important position of real estate in China's financial system. By analyzing the
history of the two real estate bubbles i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t is found that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systemic risk is
the improper regulation and timing of monetary policy, while German's real estate market provides a good example in this
regard. The steady development of the market is mainly due to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Based on China's current situation
and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 of preventing systematic financial risks caused by the real estate
market,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such as developing the housing savings bank and strictly managing it,
setting up the real estate tax and capital gains tax, implementing the steady monetary policy, developing the housing rental
market, setting up the real estate 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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