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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外来务⼯⼈员是城市经济建设的重要贡献者，也是最需要获得住房保

障的⼈群。习近平总书记在⼗九⼤报告中强调：“房⼦是⽤来住的，不是

⽤来炒的”，提出加快建⽴多主体供给、多管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

度，形成“⾼端有市场、中端有⽀持，低端有保障”的城市住房格局。然

⽽，在当前城乡⼆元制的总体结构下，于城市长期就业居住，却未能落

户的⼤量农民⼯，基本被排除在城镇住房保障体系之外，难以获得以户

籍制度为基础的住房保障及公共服务，如何确保进城农民⼯在城市⾥的

居住权，妥善解决其住房困难，成为当前城市住房保障制度设计的迫切

任务。 

 

关于进城农民⼯居住问题，过往的研究和讨论主要以量化分析为基

础，呈现进城农民⼯的居住型态、居住意愿、空间分布等。早期的研究

以问卷调查、访谈为主，显⽰在市场化初期阶段进城农民⼯经济因素对

于住房状况的决定性影响，以及彼时中低收⼊职⼯合租的情况。1关于进

城农民⼯的⼈⼜空间分布研究显⽰，农民⼯往往聚居于城市近郊地带，

其居住特征与教育⽔平、职业、户籍、家庭化等因素密切相关。2  

                                                
1 钟中.关注“灰⾊市民”的安居梦——深圳私营企业中低收⼊职⼯居住状况及住房需求调查[J].中外房地产导

报,2000(01):24-27. 
2 李若建.⼴州市外来⼈⼜的空间分布分析[J].中⼭⼤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43(3): 73-80. 姚华松,许学强,薛

德升.⼴州流动⼈⼜空间分布变化特征及原因分析[J].经济地理,2010,30(01):40-46. 蒋丽,吴缚龙.2000-2010 年⼴



 6 

    在城市化过程中⼴泛出现的“城中村”现象引发众多学者的关注，以⼈

⼜统计、公共管理、市场需求等⾓度分析“城中村”的社会结构和流动⼈⼜

管理机制。3针对珠三⾓区域的相关研究开始以“⾮正规居住空间”来指称

以“城中村”为代表的居住型态。4针对“城中村”改造问题，研究者主要分析

了“城中村”产⽣的历史根源及其与城市规划的相互牵制，由此解释外来⼈

⼜聚居与“城中村”规模变化的动态关系。5 近年来，社会学、政治学、经

济学和城市规划领域的⼀些研究对农民⼯在城市公共住房保障体系中的

不平等⾝份提出质疑，6借由住房问题讨论农民⼯市民化与城市融合的条

件及效果。7  

                                                
州外来⼈⼜空间分布变动与对多中⼼城市空间结构影响研究[J]. 现代城市研究, 2014(05):15-21. 耿慧志,沈丹

凤.上海市外来⼈⼜的空间分布和影响机制[J].城市规划,2009(12):21-31. 朱祥波,谭术魁,王斯亮,李燚.城市流动

⼈⼜的住房选择:事实与解释[J].南⽅⼈⼜,2015,30(03):35-44. 
3 苟倩莹. 不同管制下的“北上⼴””城中村”外来⼈⼜居住研究[A].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多元与包容——2012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集(06.住房建设与社区规划)[C].中国城市规划学会:,2012:17..马学⼴.”城中村”空间的社

会⽣产与治理机制研究——以⼴州市海珠区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2010,17(02):126-133.; 唐晓莲,吴钊娥.⼴州

“城中村”改造对住房供应空间布局的影响[J].特区经济,2010(12):41-42. 
4 赵静,闫⼩培.”城中村”⾮正规住房供给市场形成原因分析——以深圳市为例[J].城市问题,2012(03):74-

78+87.; 马航.⾮正规住房市场下深圳”城中村”空间形态特征与演化研究[J].南⽅建筑,2013(02):67-71. 
5 上海市国⼟资源调查研究院课题组.全⾯推进上海“城中村”改造⼟地政策研究[J].科学发展,2013(05):43-51.  

汪明峰,林⼩玲,宁越敏. 外来⼈⼜、临时居所与”城中村”改造——来⾃上海的调查报告[J].城市规

划,2012(07):73-80. 
6 赵晔琴.论农民⼯纳⼊城市住房保障体系之困境——基于准公共产品限域的讨论[J].吉林⼤学社会科学学

报,2015,55(06):68-75+172-173.; 赵晔琴.“居住权”与市民待遇:城市改造中的“第四⽅群体”[J].社会学研

究,2008(02):118-132+244-245.; 赵晔琴.吸纳与排斥:城市居住资格的获得路径与机制——基于城市新移民居

住权分层现象的讨论[J].学海,2013(03):85-93.; 孙哲.“市场化”与承认的政治——上海公租房租户赋权研究，

《城市治理研究：赋权，住宅供给与居住⽣活保障》(第⼀卷)，上海：上海交通⼤学出版社，2017 年 5 ⽉

等。 
7 陆铭,向宽虎,陈钊.中国的城市化和城市体系调整:基于⽂献的评论[J].世界经济,2011,34(06):3-25.; 陈宏胜,王

兴平,刘晔,李志刚.“理性”与“感性”之间:上海流动⼈⼜迁居意愿研究[J].现代城市研究,2017(07):100-106.; 藏波,

吕萍.“⼈地挂钩”视域下农民⼯住房问题的解困思路——天津、重庆和⼴州的经验[J].城市发展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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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的研究已经指出城市化发展与农民⼯住房问题之间的密切关联，

然⽽，⽬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微观的城市社区案例分析，⽽鲜少从全国

性的、跨区域的视⾓出发探讨近年来城市治理模式的更新对农民⼯的住

房问题产⽣的多重影响。从中央到地⽅的城市治理架构具有⾼度联动性

质，并配合中国的经济发展计划不断进⾏调整。近年来，相关的中央政

策陆续发布，改⾰户籍制度、敦促⼀线城市进⾏⼈⼜调控、推动公共租

赁住房建设、推动新型城镇化、落实城市棚户区改造计划、颁布住房租

赁市场新政等。原有的城市治理架构不断更新，对进城农民⼯的居住和

⽣活带来显著的改变。本调研希望在既有的研究基础上，补充近年来国

家整体性的城市治理政策与住房法规的调整对进城农民⼯带来的居住状

况变化，尤其是当前推⾏住房租赁市场新政的背景下，在⼀线城市的农

民⼯⾯临显著的住房压⼒，相关问题应当得到重视和及时讨论。 

 

本报告由⾹港⼤学社会学系“城市新移民住房保障”研究团队完成。该

研究团队于 2017-2018 年在深圳、⼴州、上海、武汉和苏州五个城市进⾏

实地调研，考察这五个城市现有的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及低收⼊外来⼈⼜

的居住现状，着重分析当影响进城农民⼯住房问题的结构性因素，⼀线

                                                
究,2014,21(12):26-30+44.; 张彰,郑艳茜,庄勇杰.农业转移⼈⼜市民化财政成本的分类评估及核算[J].西北⼈

⼜,2018,39(01):15-22+31.; 孙哲,陈映芳.农民⼯权利资格问题反思:以“多重身份”为视角[J].南京社会科

学,2016(03):4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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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治理模式和住房租赁市场新政对进城农民⼯带来的居住变化，进⽽

讨论与改善该群体居住困难的可⾏性⽅案。 

 

⼆、相关政策背景 

2.1 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市住房保障政策 

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各地逐步取消福利

分房制度。1994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的决

定》，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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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住房的商品化、社会化，形成市场化交易的商品房供应体系和具有

社会保障性质的经济适⽤房住房供应体系。同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

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问题的决定》，确⽴中央和地⽅的分税

制改⾰，在此基础上，⼟地财政开始成为地⽅政府财政收⼊的重要组成

部分，带动房地产市场的迅速发展。⾃ 1998 年开始，住房实物分配停

⽌，进⼊住房分配货币化、以房地产市场交易为主的住房商品化时代。

房地产市场成为新的、主要的经济增长点，使城镇居民的住房格局发⽣

了深刻转变。 

 

在住房商品化的改⾰初期，为推进住房制度市场化，原有的单位公房

体系进⾏相应的调整，主要表现为：取消单位分房福利，公房租⾦提

⾼，现有公房出售，完善住房公积⾦制度等。这⼀时期开始形成城镇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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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保障体系的雏形，根据家庭的不同收⼊实⾏不同的住房供应政策。最

低收⼊家庭租赁由政府或单位提供的廉租住房；中低收⼊家庭购买经济

适⽤住房；其他收⼊⾼的家庭购买、租赁市场价商品住房。8在改⾰的起

步阶段，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尚未纳⼊⾮本地户籍者的住房需求。 

 

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商品房价格快速上涨，城市低收⼊家庭⽆⼒通

过市场解决住房困难，同時⼤量进城打⼯的外来⼈⼜居住条件亟需改

善，因此中央提出了加快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的政策。2010 年，住建部发

布《加快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公共租赁住房的供

应对象为城市中等偏下收⼊住房困难家庭，⿎励有条件的地区将新就业

职⼯和有稳定职业并在城市居住⼀定年限的外来务⼯⼈员纳⼊城镇住房

保障体系。2011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保障性安居⼯程建设和管理的指

导意见》，要求各地政府⼤⼒推进以公共租赁住房为重点的保障性安居

⼯程建设，将公共租赁住房制度视为实现⼈才和劳动⼒有序流动、促进

城镇化健康发展的重要⼿段。该政策同时提出，在外来务⼯⼈员集中的

开发区、产业园区集中建设单元型或宿舍型公共租赁住房，⾯向⽤⼯单

位或园区就业⼈员出租。公共租赁住房成为城市外来⼈⼜进⼊保障性住

房供应体系的唯⼀途径，其中，又以通过单位整体承租的⽅式⼊住公共

                                                
8 中华⼈民共和国国务院，1998 年 7 ⽉ 3 ⽇，《国务院关于进⼀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加快住房建设的

通知》，国发［1998］2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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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住房或带有公租房性质的集体宿舍单位为主。总体⽽⾔，以廉租

房、经济适⽤房和公共租赁住房为供应主体的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对⾮本

地户籍者的纳⼊程度⾮常有限。 

 

2.2 影响农民⼯住房保障的城市治理政策 

进城农民⼯的住房保障的缺失有其制度性的根源，最关键的因素是城

市政府的治理成本问题。受制于社会保障体系由本地财政⽀撑并独⽴运

转的现实，城市政府优先保障户籍居民的住房需求及其他公共福利。保

障⾮本地户籍农民⼯的成本较⾼，经过成本计算，城市政府在该问题上

⼀般采取消极态度。 

近年来中央政府发布的⼀系列城市政策，对全国的城市化发展⽅向和

城市之间的层级关系设定总体⽬标。2014 年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提出加快推进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促进经济增长和

市场空间由东向西、由南向北梯次拓展的⽬标，以协调区域经济发展，提

升全国城市化⽔平。在⼈⼜经济布局的规划上，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

步推进户籍制度改⾰的意见》（国发[2014]25 号），严格控制特⼤城市⼈⼜

规模，推进积分落户政策。2015 年的中央城市⼯作会议进⼀步确定了各城

市群的定位与功能，推动全国城市⼯作的系统化和统⼀管理能⼒。各城市

要结合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明确主导产业和特⾊产业，强化⼤中⼩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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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城镇产业协作协同，逐步形成横向错位发展、纵向分⼯协作的发展格

局。 

 

尽管中央政府多次强调城乡发展⼀体化的必要性，但在现有的规划

中，整体性的城市管理架构并未⾜够重视近三亿⼈⼜的进城农民⼯的居

住问题。城乡协调的公共住房保障机制仍有很⼤的发展空间。根据 2017

年《国务院关于印发“⼗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的通知》有关

“基本住房保障”的任务规划，公共租赁住房的保障对象仍局限在符合“城

镇稳定就业”条件的外来务⼯⼈员和⾼学历、⾼技术的外来⼈才，针对农

村户籍⼈⼜的住房保障则集中在农村危房改造项⽬。当前新型城镇化9的

发展⽅向主要对进城落户的农业转移⼈⼜普及城镇公共服务，对于在城

镇就业居住但未落户的农民⼯⽽⾔，相应的住房保障及其他公共服务明

显不⾜。 

 

2.3 进城农民⼯的住房保障政策缺⼜ 

 在城乡⼆元制的总体结构下，进城打⼯的农民⼯长期处于⼈户分离的

状态，难以获得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市住房保障及相关的公共服务。

2007 年中央发布《关于改善农民⼯居住条件的指导意见》，⿎励⽤⼯单

                                                
9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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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业开发区协作建设集体宿舍，采取⽆偿提供、廉价租赁等⽅式向

农民⼯提供居住场所，⿎励城乡结合部居民利⽤⾃有住房向农民⼯出

租。其中并未提及利⽤城市公共住房政策解决农民⼯居住困难的可能

性。2014 年中央发布《国务院关于进⼀步做好为农民⼯服务⼯作的意

见》，从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度出发，引导农民⼯通过居

住证制度进⼊公共住房体系；⿎励⼯业开发区集中建设宿舍型或单元型

⼩户型公共租赁住房，⾯向⽤⼈单位或农民⼯出租；将在城镇稳定就业

的农民⼯纳⼊住房公积⾦制度实施范围。然⽽，现有住房保障政策倾向

将“⽤⼯单位”视为改善农民⼯居住条件的责任主体，强调企业需要履⾏相

应的社会责任，⽽政府仅承担政策扶持和监督管理的功能，各城市地⽅

政府皆在此⽅向下制定对应的住房保障政策。数据显⽰，到 2016 年，全

国范围内购买保障性住房和租赁公租房的农民⼯不⾜ 3%，将农民⼯纳⼊

城镇住房保障体系的政策设计还有很⼤的缺⼜。 

 

三、各城市住房保障政策现况 

 

3.1 ⼈⼜调控与城市治理 

本研究项⽬覆盖不同的区域，选取位于珠三⾓的深圳和⼴州，位于长

三⾓的上海和苏州，以及位于中部的武汉。这五个城市皆是⼈⼜净流⼊

量⼤的城市，其经济规模和产业集聚效益吸引了⼤量的外来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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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州市和上海市作为改⾰开放的先⾏区域和国家定位的超⼤

城市，吸引了⼤量外来务⼯⼈员。截⽌ 2016 年末，深圳市常住⼈⼜为

1190.84 万⼈，其中⾮户籍⼈⼜为 806.32 万⼈，占常住⼈⼜⽐重的

67.7%10。 ⼴州市常住⼈⼜ 1404.35 万⼈，其中⾮户籍⼈⼜为 533.86 万⼈

11，占全市常住⼈⼜的 38%。上海市常住⼈⼜为 2419.70 万⼈，其中⾮户

籍⼈⼜为 969.7 万⼈，占常住⼈⼜⽐重的 40%12。2017 年，上海市常住⼈

⼜总量⽐上年末减少 1.37 万⼈。这三个城市在国务院城市总体规划的安

排下持续加紧对城市⼈⼜规模和建设规模的控制，在城市产业转型升

级，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标下，采取优化⼈⼜结构的治理模式，制定

了⼀系列配套措施，包括⼊户政策、医疗、教育等公共资源配置机制

等，吸纳符合城市发展需求的新市民。根据“⼗三五”全国规划，到 2020

年，在常住⼈⼜总量控制的阶段性⽬标下，深圳还有约 290 万的⼈⼜增长

额度，⼴州还有约 145 万的⼈⼜增长额度，上海仅有 81 万的⼈⼜增长额

度。 

 

苏州市被国家发改委定位为国家历史⽂化名城和风景旅游城市，国家

⾼新技术产业基地，长江三⾓洲重要的中⼼城市之⼀。截⽌ 2017 年末，

苏州市常住⼈⼜为 1068.4 万⼈，其中⾮户籍⼈⼜为 377.4 万⼈，占常住⼈

                                                
10 《2017 深圳市统计年鉴》。 

11 《2016 年⼴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12 《2017 上海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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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 35.32%13。近年来苏州市为配合产业转型及⾼新技术产业基地的

城市定位，积极“完善⼈才引进和培养体系，实施⼈⼒资本强市战略”，并

订⽴“到 2020 年，全市⾼技能⼈才占技能⼈才⽐重达到 33%”的⽬标 。

与此同时，苏州整体的⾮户籍⼈⼜却逐年下降，根据苏州统计局的资

料，从 2011 年⾄ 2017 年，苏州总常住⼈⼜增加了将近⼗万，其中⾮户籍

⼈⼜却减少了多于 32 万，占常住⼈⼜的⽐例减少了将近 3%14。 

 

武汉市作为中部省会城市，外来⼈⼜主要来源为湖北及周边省份。截

⽌ 2016 年底，武汉市常住⼈⼜为 1076.62 万⼈，其中户籍⼈⼜为 833.84

万⼈，⾮户籍⼈⼜约为 242.78 万⼈，⾮户籍⼈⼜约占常住⼈⼜⽐重的

23%。15基于武汉市规划研究院 2015 年的调查数据，武汉市⼤约有 70%的

外来⼈⼜为省内流动⼈⼜。16武汉市户籍⼈⼜在 2015、2016 年的净迁移率

皆为负数（分别为-1.78%和-0.29%）17，意味着户籍迁出⼈⼜多于迁⼊⼈

⼜，导致武汉在近两年展开激烈的“⼈才争夺战”。配合从东部向中、西部

的全国劳动⼒⼈⼜调控政策，地处中部重要枢纽位置的武汉⼒图改善⼈

⼜构成，推⾏针对⼤学⽣落户的⼀系列优惠政策，包括“零门槛落户”、低

                                                
13 《苏州统计年鉴 2017》 

14 《苏州统计年鉴 2017》 

15 《武汉市统计年鉴 2017》 

16 武汉市规划研究院信息中⼼，“2015 年社区级公安局户政科流动⼈⼜规模及属性统计数据、社区流动⼈

⼜空间分布数据”。 

17 《武汉市统计年鉴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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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购买和租赁公共住房等，以吸引⾼校毕业⽣落户武汉。相较之下，低

收⼊的外来⼈⼜鲜少享受优惠政策。 

 

3.2 各城市针对外来⼈⼜的住房保障政策梳理 

深圳 

深圳⽬前的保障性住房基本限定持深圳户籍者申请，外来⼈⼜如果不

符合深圳市⼈⼒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的“⾼层次⼈才”，唯有透过“重点

企业”申请整体承租“单位产业配套住房”或“⼈才住房”获得住房保障福

利。深圳市计划于“⼗三五”期间，筹集建设保障性住房 40 万套，其中⼈

才住房不少于 30 万套，充分体现深圳市以⼈才保障为主的发展思路，然

⽽实际上，申请⼈才住房的“重点企业”资格认定严格，须透过企业的税收

贡献、营业收⼊、⼈才规模等指标综合评分排序申请，部分区域甚⾄设

有上年度纳税额下限；⼈才也必须符合具有本科以上学历或相关专才认

定的条件18。 

 

⼴州 

                                                
18 在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民政府印发《关于完善⼈才住房制度的若⼲措施》中指出：具有全⽇制本

科及以上学历（含教育部认可的境外⾼等院校毕业的归国留学⼈员），或属于符合我市产业发展需要的技

师（国家职业资格⼆级及以上），或列⼊市⼈⼒资源保障部门发布的紧缺专业⼈才⽬录，且与本市⽤⼈单

位签订聘⽤合同或服务协议的各类⼈才，可纳⼊我市⼈才住房政策适⽤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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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 2016 年开始，为来穗时间长、稳定就业、缴纳社保的外来务

⼯⼈员或是⾼技能⼈才提供公共租赁住房，从事公共服务领域艰苦岗

位、参与社会服务的外来⼈⼜可以优先配租。2017 年开始，外来⼈⼜能

以“新就业⽆房职⼯”⾝份，透过个⼈或单位申请公租房。个⼈申请者须是

⼴州市⼈才绿卡持有⼈或者是⼴州市户籍⼈⼜，并符合学历等附带条

件；透过单位统⼀申请者，不须拥有户籍或符合学历和专才资质要求。

原则上所有合法的单位都具备承租资格，其中优先满⾜⾼新技术企业、

⾼等院校、以及基本公共服务部门的需求，2017 年，住保办⾯向单位整

体承租的新就业⽆房职⼯公租房⼀共 31699 套，共 921 家单位承租这类公

租房。 

 

上海 

上海市⾃ 2011 年开始⾯向⾮户籍者推出公共租赁住房，以居住证等

级为基础，搭配社保、劳动合同年限等条件，进⾏轮候供应。按照上海

市公共租赁住房分配供应计划，公租房不设收⼊与财产限制，更注重⾮

户籍居民对城市的“贡献”。上海市公租房表现出明显的“过渡”功能（租赁

总年限⼀般不超过 6 年 ），倾向于保障⼯作及收⼊稳定的⾼学历的外来

⼈⼜，以缓解这个群体在取得户籍的过渡时期的住房压⼒。2017 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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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市新增分配供应市、区筹公租房约 1 万套，重点⾯向央企、⾼校、科

研院所等相关企事业单位整体承租。 

 

苏州 

2005 年，苏州市政府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全市外来⼈员集宿化管理

的意见》，为全国⾸个透过具体政策⽀持和规范集宿区建设的城市。以

低廉价格出租房源的形式向外来⼈员提供服务，加强集中住宿和管理的

集宿区被政府视为⾯向居住困难外来务⼯⼈员的主要住房保障⽅案。2010

年，苏州市政府颁布《苏州市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办法》，确⽴“市场化”的

营运准则，将新就业⼈员和外来务⼯⼈员透过公共租赁住房纳⼊现有保

障性住房体系。但因为政府对“⽆⼈才资质”外来务⼯⼈员保障性住房的房

源筹措和财政投⼊均⼗分消极，⼤部分由⽤⼯企业或是农村集体组织建

设集宿区，⽽后再经住房保障主管部门认定，纳⼊住房保障体系。2007

年，共有 237 万外来务⼯⼈员居住于集宿区，占该年⾮户籍⼈⼜总数的

45.3%19，然⽽到 2017 年，居住于集宿区的外来务⼯⼈员⽐例仅为

20%20。 

                                                
19 ⿈耀志,呂勤,姜淑芬.苏州市流动⼈⼜集宿区公共服务设施供需状况调查及对策分析.蘇州科技學院學

報,2009 

20 2017 年，苏州市住建局在回覆顾风良⼈⼤《关于加快加⼤外来务⼯⼈员⽣活区建设⼒度的建议》的提

案中指出：苏州建造或改建有⼀定规模的外来务⼯⼈员集宿区已达 4.2 万多处，已安置 140 多万外来务⼯

⼈员居住，占已登记外来务⼯⼈员的 2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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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 

武汉市⾃ 2011 年起将新就业职⼯和外来务⼯⼈员纳⼊公共住房保障

体系。新就业职⼯和外来务⼯⼈员向所在⽤⼈单位提出承租公共租赁住

房的申请。属于新就业职⼯的，申请⼈须具有⼤学及以上学历，毕业未

满 6 年，并在武汉市正常缴纳社会保险等。外来务⼯⼈员主要由⽤⼈单

位通过⾃筹⾃建社会类公共租赁住房负责保障。在武汉市的公共住房保

障体系中，政府类公租房倾向于分配给⾼学历的“⼈才”，没有本科学历的

外来务⼯⼈员不具备基本的申请条件。农民⼯若想申请公租房，只能通

过申请企业⾃筹⾃建的社会类公租房。⾃ 2010 年武汉启动公租房政策以

来，累计建设政府累公租房 9.16 万套，社会类公租房 3.07 万套。21 

 

⼩結  

尽管上述五个城市在中央不同的城市定位总体规划下，对城市⼈⼜规

模的控制有程度上的分别，但总的来说皆倾向于将住房保障政策和⼈⼜

调控的⽬标相结合，把公共住房供应视为竞争吸纳“⼈才”的重要⼿段。相

较⽽⾔，作为廉价劳动⼒的⼤量进城农民⼯虽然是城市经济建设的重要

贡献者，在这样的⼈⼜治理逻辑⾥是不受欢迎的。 

 

                                                
21 武汉市房管局对⽹友的答复，http://www.sohu.com/a/225774429_355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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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深圳和上海的保障性住房对外来⼈⼜的⼯作单位性质、学历、职

业资格等有较⾼的要求，有居住困难的⼴⼤农民⼯群体基本不符合资

格。上海公租房由于采取市场化运营模式，价格偏⾼，为同地段商品房

市价的 90%，⽽且逐年上涨，即使少数外来⼈⼜能按规定缴纳社保、按

时登记《居住证》，也很可能⽆法承担公租房逐年上涨的租⾦。苏州和

武汉⾯向外来打⼯⼈⼜的公租房房源筹措⾼度倚赖⽤⼈单位和民间资

本，对私⼈资本⽽⾔，如何最⼤化经济效益是⾸要⽬的，⼀旦⽆利可图

则失去营运的动⼒，更⽆法提供农民⼯所需要的公共服务。令农民⼯的

住房保障在很⼤程度上受到限制。武汉市的外来⼈⼜仅占总⼈⼜的两

成，相较于其他城市，外来⼈⼜⽐重较低。然⽽，其针对外来⼈⼜的公

共住房保障政策明显倾向于优待⾼学历者，在政府主导的公租房项⽬⾥

农民⼯基本没有⼊住的可能。 

 

相较于深圳、上海、武汉将保障性住房和“⼈才资质”或“户籍”绑定，

⼴州近两年的住房保障政策以“稳定居住”和“稳定就业”作为申请资格，开

辟将农民⼯纳⼊住房保障体系，发展多元城市的新路径。然⽽政策实⾏

时间较短、房源数量较少。仍有⼤量⼯作型态零散、不被社会保障覆盖

的外来务⼯⼈员⽆法享有该福利22。 

                                                
22 统计数据显⽰，全国范围内未能签订劳动合同和参加养⽼保险的农民⼯分别⾼达 64.9% 和 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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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农民⼯集体宿舍的问题及其保障作⽤的式微 

4.1 集体宿舍作为农民⼯保障性住房的雏形 

现有住房保障政策倾向将“⽤⼯单位”视为改善农民⼯居住条件的责任

主体，强调企业需要履⾏相应的社会责任，⾃⾏建设、筹措房源，向进

城打⼯的农民⼯提供符合基本卫⽣和安全条件的居住场所，为了压缩提

供房源的成本，⽤⼈单位提供的居住空间又以集体宿舍为主。⽬前，集

体宿舍的建设主要有以下⼏种模式：由⽤⼯单位利⽤产业⽤地⾃筹⾃建

配套宿舍区；由政府划拨建设⽤地，由产业园区或企业主导建成集体宿

舍；由农村集体经济合作组织在村集体建设⽤地上建成宿舍，出租给企

业。在以苏州为⾸的⼀些城市，政府为了更集中管理流动⼈⼜和稳定劳

动⼒，出台对应政策，统筹和规范⽤⼈单位和民间资本建设的“集体宿舍

区”，令其建设和管理由企业⾃发⽆序发展转向由政府主导。在上海，区

政府在建设产业园区时配套建设集体宿舍，成为统⼀管理的农民⼯集体

居住点，以 2011 年的数据，上海市郊区县共建设由政府和产业园区管理

的集体宿舍约 300 余处，共计 47 万⼈，为当时 11%左右的农民⼯提供住

所。23 

 

                                                
23 数据来源为 2011 年 3 ⽉开展的上海市郊区县外来务⼯⼈员集中居住点规划研究数据汇总，摘⾃朱丽芳.

上海外来务⼯⼈员现状居住情况调研及思考[J].上海城市规划,2011(03):4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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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在传统建筑业、加⼯制造业、重⼯业等领域⼯作的农民⼯，⼤多

数都住在集体宿舍，根据全国农民⼯监察报告的数据，直到 2011 年，仍

有将近⼀半的农民⼯住在由雇主或单位所提供的免费住宿。农民⼯居住

的集体宿舍通常 4-8 ⼈⼀间，房间内或楼层内配备卫⽣间，不能在房间内

开⽕做饭，亦缺乏公共空间。2014 年《国务院关于进⼀步做好为农民⼯

服务⼯作的意见》⿎励⼯业开发区集中建设宿舍型或单元型⼩户型公共

租赁住房，⾯向⽤⼈单位或农民⼯出租。以上海市闵⾏区莘庄⼯业园区

的鑫泽阳光公寓为例，它于 2007 年 3 ⽉开始规划建设，由闵⾏区政府⽀

持，莘庄⼯业园区牵头建设。鑫泽阳光公寓提供两 9 栋集体宿舍和 2 栋

单元型公寓。集体宿舍由企业集体承租；单元型公寓则为“⼈才公寓”，具

有⼀定的公租房性质，由园区内符合条件的企业员⼯申请⼊住。24集体宿

舍由企业⽀付房租，员⼯缴纳⽔电费；⼊住单元型公寓的以⼤专及以上

学历的员⼯为主。25由产业园区主导建设的集体宿舍配建的单元型公租

房，主要是为了吸引⾼学历的⼈才进驻产业园区⼯作，对农民⼯群体⽽

⾔⼊住门槛仍然很⾼。 

 

                                                
24《鑫泽阳光⼈才公寓租赁管理办法(试⾏)》，上海市莘庄⼯业区，

http://www.shmh.gov.cn/sites/minhang/zhengwugongkai_content.aspx?dty=1&CtgId=a6c0e2ec-c1cc-492e-

ac84-ac1eba0dae13&InfoId=2718fece-a49b-4b6d-a5be-80d05e282458，2017-6-12。 

25 鑫泽阳光公寓的资料及数据来⾃华东师范⼤学社会发展学院的国家社会科学基⾦⼀般项⽬《新⽣代农

民⼯的居住空间实践及公共住房的可及性研究》（16BSH038），感谢授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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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集体宿舍存在的问题 

集体宿舍虽然最低限度地暂时解决农民⼯的居住问题，但也存在许多

不⾜。⾸先，企业透过将⼯作空间和住宿空间⾼度压缩在⼀起，将其对

农民⼯的控制由⼯作现场延伸⾄⽇常⽣活。许多农民⼯在接受访谈时指

出，如果住在集体宿舍，上⽩班和夜班的同事被安排在同⼀个宿舍，⼤

家都得不到充分的休息，本可以在⼯作外⾃由⽀配的时间和空间也会被

剥夺。此外，集体宿舍仅提供农民⼯床位，鲜少提供给个⼈或家庭单独

居住的宿舍，忽视了他们作为活⽣⽣的“⼈”的基本需求，变相剥夺了他们

的社会⽣活和家庭⽣活的可能性。再者，⽤⼈单位免费或低价提供住

宿，往往是因为可以借此⽀付更低⼯资、要求更长时间的⼯作以降低成

本。若农民⼯有家庭或因为其他原因不愿意⼊住宿舍，也只能获得因为

“包住的福利”⽽被压低的⼯资，再⾃⾏在私⼈租赁市场中租赁昂贵的房

源。最后，已有的集体宿舍建设不利于农民⼯的社会融⼊与市民化。农

民⼯集体宿舍存在⽣活配套严重不⾜，⽂化、休闲、公共管理等服务设

施较少等缺陷。在上海居住在集体宿舍的农民⼯⽆法办理房屋租赁合同

登记备案，因此没有资格办理长期居住证，阻碍了他们享有以居住证为

基础的种种公共福利，包括公租房申请、社会保障及⼦⼥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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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集体宿舍保障作⽤的式微 

过去⼗年，随着中国各⼤城市的产业结构产⽣变化，从事服务业的

外来⼈⼜⽐例不断提⾼，其务⼯的地理位置不再仅集中于⼯业园，有移

动性增强、零散化等趋势。同时，随着民⼯⽤⼯单位规模缩减，能为农

民⼯提供规模化集体宿舍的⽤⼯单位越来越少，依赖⽤⼯单位提供⼤规

模集体宿舍的构思不再现实。由 2011 年⾄ 2016 年，在全国范围内，由雇

主或单位提供免费住宿的农民⼯⽐例由 49.9%下降⾄ 13.4%。以上海为

例，根据上海历年的⽣产总值构成，截⽌ 2016 年末，⼯业产值⽐重由

2007 年的 41.5%下降到 26.8%，⽽服务业产值⽐重由 2007 年的 54.4%上升

到 69.8%。同时⼤型⼯⼚不断向外迁移，园区产业结构调整后对低附加值

劳动⼒的需求减少，但⽬前既有的集体宿舍和集宿区仍主要分布在远离

市区的⼯业开发区和城乡结合部，⽆法回应市区⼤量新兴服务业⼈⼜的

住房需求。 

 

另⼀⽅⾯，由于各城市政府并没有积极编列预算⽤筹措房源，⼀直

以来集体宿舍的建设⾼度倚赖⽤⼈单位⾃筹或农村集体资本——这两者

的营运逻辑均是以利润最⼤化为⽬标的。⽽实际上，建设农民⼯集体宿

舍的利润⼗分微薄、回报周期长、并不是⼀个有吸引⼒的投资。尤其是

近年来随着城市轨道发展和城市化扩张，不少原先⼯⼚集体宿舍所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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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区地块成为交通⽅便的商业区或住宅区，⼟地价值急剧上升，对⽤⼈

单位或民间资本⽽⾔，将⼟地⽤以经营其他公寓租赁业务将有可观的收

益，没有意愿提供⾯向农民⼯的集体宿舍。以深圳为例，位于深圳西部

的宝安区原是电⼦制造业的⼯业园聚集的⼯业重镇，然⽽随着 2012 年地

铁⼗⼀号线投⼊建设、2016 年正式通车，宝安⽚区和前海城市主中⼼相

连接，周边⼚房和宿舍的租⾦⽔涨船⾼，⼀些⼯⼚⽆法负荷⾼昂的⼟地

成本⽽搬离，长租公寓企业则将原⼯⼚宿舍改造为租⾦⾼昂的精装⽩领

公寓：福永 V 客青年公寓将 5000 平⽅⽶的旧⼯⼚宿舍改造为 170 套公寓

房公寓房；福永泊寓亦将⼯⼚宿舍楼改造成近 400 套公寓房。 

 

从建设及管理的⾓度看，农民⼯集体宿舍的建设途径仍然缺乏统⼀

的规范。以上海为例，⽬前上海市规定⼯业园区内 4%-8%的⼟地为⼯业

⽤地中的⽣活配套⽤地，只租不售，⽤来建设配套住房。这些租赁⽤地

并不全⽤于配建农民⼯集体宿舍，建设集体宿舍⾄少要花⼗年才能收回

成本，对政府、园区和企业⽽⾔负担较重。另外，在⼯业⽤地上建设的

配套住房，⽔、电按⼯业⽤途收费，房租成本较⾼。 

 

值得注意的是，在前述各⼤城市政府将住房保障政策与⼈⼜调控相

结合的背景下，近⼏年地⽅政府政府在⼟地规划和财政资源投⼊上皆向

⼈才倾斜，令农民⼯集体宿舍的供应情况雪上加霜。2017 年，苏州市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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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局在回覆顾风良⼈⼤《关于加快加⼤外来务⼯⼈员⽣活区建设⼒度的

建议》的提案时指出：“公共租赁住房在发展理念上出现了⼀个重要的转

变，“主要保障对象由‘蓝领’向‘⽩领’转变，形态上也由建设‘集宿楼’向建设

‘⼈才公寓’转变。”以本项⽬在苏州吴中区调研的枫江集宿区为例，该集宿

区由⽊渎镇村民⼊股合资建造，原主要整体租赁予周边电⼦⼚，⼯⼚再

免费或⾃⾏缴纳⽔电费的⽅式提供给其员⼯。但 2017 年年底，开发商世

联红璞与苏州⽊渎镇政府签订合约，将集宿区改造为包含长租公寓、办

公区、和商业城的“红璞⼩镇・枫江智⾕”。原先居住于该集宿区的制造业

⼯⼈唯有被迫搬离，⾃⾏寻租。 

 

4.4 农民⼯于城市⾮正规住房聚居 

在本项⽬调研的五个城市，现阶段住房保障政策对农民⼯群体的纳⼊

程度⾮常低，⽤⼈单位提供的集体宿舍住房的保障性作⽤也逐渐式微，

⼤多数农民⼯需要⾃⾏租住房屋。国家统计局 2016 年的数据显⽰，62.4%

的进城农民⾃⾏租住私⼈房屋 。然⽽过去五年，五个⼤城市商品房的房

价和房租急速飙涨 ，在平均⼯资较低、增长缓慢的情况下，农民⼯群体

普遍遭受严峻的住房压⼒，⽆⼒负担正规的商品房，⽽是居住于产权不

清、居住权益不被保障的⾮正规住房中，这些住房往往条件恶劣、⼈均



 26 

居住⾯积狭⼩26。根据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的辞典，⾮正规住房的定义

为：建于居住者没有法定权利或⾮法占领的⼟地上的住房单位；不在计

划内和不符合现有计划或建设规定的住房（未经授权的住房）。在第五

章和第六章，我们将综合五个城市的⽥野调查，对两种常见的农民⼯城

市居住样态——“城中村”和群居——进⾏分析。 

 

五、农民⼯城市⾮正规居住型态：“城中村” 

5.1“城中村”的保障性住房⾓⾊ 

受限于城乡⼆元制和⼟地制度的⼆元性，中国城市的扩张往往偏重于

城郊农村⼟地资源的开发与利⽤，原村镇的⼟地权属、户籍、⾏政管理

体制仍然保留农村模式。根据上海市国⼟资源调查研究院课题组的定义

27，“城中村”是指在城市化快速推进过程中，在农村集体⼟地上，位于城

市规划区内、已经被城市建设⽤地包围、但仍保留着原有建筑形态的农

民居民点。“城中村”中的住房形态以⾮正规住房为主，多为农民宅基地⾃

建房、在原农村集体建设⽤地建起的集资房。与“城中村”的住房条件接近

的还包括城市旧城改造区域、违章建筑群等，这些地⽅普遍存在租⾦价

                                                
26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7 农民⼯监测调查报告》，在 500 万⼈以上城市，进城农民⼯⼈均居住⾯积

仅为 15.7 平⽅⽶。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4/t20180427_1596389.html 

27 根据上海市国⼟资源调查研究院课题组的报告，《全⾯推进上海“城中村”改造⼟地政策研究》，《科学发

展》，2013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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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相对低廉、管制相对松散、基础设施落后、内部建设混乱、区位条件

优越但⼟地利⽤效率低、外来⼈⼜密集等特点。 

 

在快速城市化和经济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城中村” 在⼈⼜流⼊量⼤的

⼤中城市⼗分普遍，也是外来⼈⼜的重要落脚处。在调研的五个城市

中，深圳和⼴州的”城中村”的住房存量最为可观，不但是⽬前住房供应的

重要主体，更容纳超过百万农民⼯。截⾄ 2014 年，⼴州市⼀共有 304 个

“城中村”，村域⾯积共 716 平⽅公⾥，容纳约 98.25 万村民、500 万外来

⼈⼜28。2017 年，租房⼈⼜占城市⼈⼜的 80%，⽽在租房的 1600 万⼈

中，其中 1100 万⼈住在“城中村”29。两市⼤⾯积的“城中村”，不仅租⾦低

廉，亦具有交通位置⽅便，周遭⽣活机能完善、物价便宜等特性，得利

于“城中村”的地理位置优越性，相较其他⼀线⼤城市，深圳和⼴州居民的

通勤距离亦较短30。以下综合调研团队于深圳和⼴州“城中村”的调研成果

进⾏进⼀步分析。 

 

 

 

                                                
28 根据 2014 年市建委主任侯永铨对媒体公布的数据，广州市⼗⼆个区(县级市)，共有 304 条”城中村”，

村民户数约 34.89 万户，共 98.25 万村民，外来⼈⼜共约 500 万⼈，村域⾯积共 716 平⽅公⾥。 

29 根据 2017 年链家地产发布的《深圳租赁》⽩⽪书统计数字。 

30 根据《极光⼤数据：2018 年中国城市通勤研究报告》，在深圳和广州，分别有 50.7％和 47.2%的通勤⼈

群通勤路程⼩于 5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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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城中村”存在的问题 

5.2.1 没有保障的租住权和难以获得的公共服务 

在租住法规仍不完善的情况下，遭遇租住纠纷时，租赁双⽅往往只能

诉诸于《合同法》等。然⽽，⼤多数租住于“城中村”⾮正规住房的农民⼯

在租房时没有正规的合同作为担保，难以维护租客权益。⼟地和产权性

质之特殊，使得《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等法规并不适⽤于“城中村”中

的⼤部分⾮正规住房。最⾼⼈民法院在 2004 年31和 2009 年32分别发布两条

解释，前者判定在城乡结合部的农民⾃建房屋，只要产权关系明确、各

⽅对房屋质量没有疑义，不管有没有产权证和消防许可，其房屋租赁合

同都是有效的；后者判定在城镇范围内未取得建设⼯程规划许可证的房

屋和未经批准建设的临时建筑，其租赁合同⽆效。这两条解释成为“城中

村”房屋租赁纠纷争议时主要沿⽤的法律依据。⽬前，許多”城中村”房东

并不愿意和租客签订合同；或是尽管签订合同，由房东提供的合同中仅

列出对租客的诸多要求，对于租客的居住权利保障⼀概不提。在相关法

律知识不普及、权⼒关系极不对等的情况下，当房东不遵守租赁合同单

⽅⾯涨租、超收⽔电费、苛扣卫⽣费，房客也求助⽆门，只能接受或是

                                                
31《最⾼⼈民法院关于未经消防验收合格⽽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如何认定其效⼒的复函》([2003]民⼀他字

第 11 号 2004 年 3 ⽉ 4 ⽇最⾼⼈民法院公布) 

32《最⾼⼈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法律若⼲问题的解释》（法释〔2009〕1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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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离。 

 

更重要的是，⽬前在深圳和⼴州，“稳定居住”是⽬前居民享有就近⼊

学公共福利的重要依据，然⽽我们的调研发现对于⼤量居住于“城中村”的

外来务⼯⼈员⽽⾔，尽管具备城市长期稳定居住的事实，但要办理凭证

仍然⾮常困难。在深圳，⽬前“城中村”⼤量⽆合法产权证明的农民⾃建房

⽆法在市房屋租赁管理部门办理“房屋租赁凭证”。根据深圳市《关于义务

教育就近⼊学核验住房证明材料的通知》，该类家庭虽然可以办理“房屋

租赁信息”以申请学位，但在稳定居住的项⽬积分却为零分，仍然变相排

除了低收⼊⾮户籍⼈群的⼦⼥就近⼊公办学校的可能性。此外，⾃《深

圳房屋租赁条例》于 2015 年废除，办理房屋租赁凭证由强制备案转变为

政府提供的见证服务，不具强制性，需要上税，房东不愿配合办理房屋

租赁登记的情况⾮常普遍。在⼴州，虽然政策对农民⼯较有利，“城中村”

农民房就算⽆产权证也可以备案，备案具有强制性，但由于需要上税、

办理过程繁复、需要房东陪同，所以房东拒绝办理、或是要求承租⼈代

付税⾦的情况⼗分普遍，甚⾄出现昂贵的租赁合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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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存在居住安全隐患 

 “城中村”虽然为低收⼊⽆户籍⼈⼜提供较便宜的房源，很⼤程度上

解决其住房需求，然⽽居住环境并不理想。在⼟地⼆元制的框架下，农

村的建设由村集体负责，然⽽在缺乏资⾦和专业规划⼈才的情况下，基

础公共建设较为简陋。⽽在随后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地⽅政府亦鲜少投

⼊资⾦在村⾥建设配套设施，导致“城中村”缺乏合理完善的公共建设，普

遍居住条件较差、存在居住安隐患。再者，由于村民在加建“农民房”时不

断扩⼤住宅⾯积，亦没有充分考虑⼤量⼈⼜密集居住所衍⽣的需求，“城

中村”的住房⼗分密集，楼与楼之间的间距狭窄，存在电线⽼旧、乱拉等

情况，导致潜在的消防安全隐患。 

 

根据⼴州消防部门统计，2009 年⾄ 2014 年，“城中村”发⽣⽕灾 4132

起，约占全市⽕灾起数的 57.44%，死亡 61 ⼈，约占全市⽕灾死亡⼈数的

70%。⼀位住在“城中村”的电⼯表⽰：“村民当初布线的时候，没有考虑

到⽤电的问题，现在⼀栋楼隔成好⼏⼗个房间，很多租客都会⽤空调，

冰箱，⽤电量⼤很多。夏天同时好⼏部空调⼀起开，超载虽然能⽤，但

是电线温度会⽐正常⾼很多，到⼀定程度就可能会起⽕。这个需要房东

把电线重新铺过，变成独⽴供电线才是安全的，但他们只想着赚钱，怎

么会愿意花钱做这个事？”另外⼀位在捷普电⼦⼚⼯作的⼯⼈提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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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的“城中村”曾经发⽣的严重消防事故，造成⼏⼗个⼯友丧⽣。⼤部分

的“城中村”受访者均意识到“城中村”并不安全，但因为负担不起更昂贵的

房租，唯有继续租住。 

 

5.2.3 急剧飙升的房租 

村集体和村民的⼟地虽然位于城市，但因为免于付出开发商购买城市

⼟地的⾼昂地价成本，其兴建住房的成本较法定意义上正规的城市⼟地

低得多，⼀直以来为城市租赁市场的租⾦洼地。“城中村”相对低廉的租⾦

也⼀直是“低收⼊⾮户籍⼈⼜”选择落脚最关键的原因。 

 

然⽽随着过去五年深圳和⼴州城市中⼼商品房的房租迅速攀升，越来

越多在市中⼼上班的⼩⽩领因为负担不起市中⼼的租⾦，搬往城市轨道

沿线地区的”城中村”租住，”城中村”的房东见到商机，便⼤幅垄断上涨房

租。同时，随着 2015 年后深圳和⼴州的长租公寓市场蓬勃发展，如

YOU+、世联红璞、万科泊寓等⼤型租赁企业纷纷开发相对⾼租⾦的长租

公寓房源，有条件的村民或⼆房东见到商机，纷纷开始翻新⾃⼰的出租

屋、配备电器、家具，再挂上“酒店式公寓”的招牌锁定⼩⽩领出租，以赚

取更⾼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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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市化造成“城中村”租⾦上涨：深圳龙华新区为例 

本段以深圳龙华新区清湖⽚区⼯⼈的租住情况为例，说明深圳原关

外“城中村”租⾦飙升的情况，以及其对原先租住该地制造业和服务业⼯⼈

的驱离。 

 

清湖地铁站位于龙华新区，为通往福⽥市中⼼地铁四号线的终点

站，⼤量于富⼠康龙华⼚以及附近服务业从业⼯⼈在此租住。于富⼠康

⼯作的受访者⾃ 2012 年在靠近清湖地铁站的富联新村租住 20 平⽅⽶的单

间，租⾦在两年内上涨不只⼀倍，加上⽔电费已经占其⽉⼯资的四分之

⼀。另⼀位富⼠康⼯⼈于 2015 年⾄ 2016 年于 15 平⽅⽶的⼩单间租住，

房租最初为 400 元，但尔后每 3 个⽉上涨 50 元，房东加租的理由是：“市

⾥⾯的房⼦更贵，这⾥近地铁，市⾥⾯上班的⼈都到这⾥来住，这边的

话消费又低，每天坐地铁不怕堵车，不会迟到，你要不住的话提前两天

跟我讲，你就可以⾛了。”短暂租住⼀年后，该受访者因为⽆法负担持续

上涨的租⾦⽽搬离。 

 

不仅⽐邻地铁⼜的“城中村”租⾦涨幅⼗分快速，距离地铁站有⼀段路

程，需要搭乘公交出⾏的“城中村”近⼏年的租⾦增长也⼗分可观，甚⾄出

现房东联合哄抬房租、租⾦垄断性上涨的情况 。⼀位在富⼠康⼯作的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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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者在清湖⽼村租住单间，两年内租⾦两年内涨幅超过 40%。另⼀位受

访者 2015 年在清湖⽼村租住⼀房⼀厅，该年⼯资没有调涨，但租⾦增幅

却⾼达 27%，他唯有搬到离地铁站更远，位于岗头村农民房七楼的⼩单

间。然⽽在 2018 年年初，该处租⾦亦以 30%的⽐例上涨⾄ 650 元。两位

受访者的⼯资在两年内只随着深圳市最低⼯资调涨⽽略微上涨了 4%，远

远追不上 40%、30%的房租涨幅，上涨后的租⾦占⼯资的⽐例逼近四分之

⼀。 

 

⼀些⼯资较低、或不稳定的农民⼯，倾向为了较低廉的租⾦在地理

位置更偏远的⽚区租房，然⽽近⼏年租⾦也纷纷⼤幅上涨。从事废物回

收的受访者从 2011 年开始以 200 元租住⽲平岗村的⽡房，由 2011 年⾄

2016 年租⾦较稳定，然⽽过去两年，租⾦以每年 100 元的幅度快速上涨

⾄ 500 元；在岗头市场附近⼯作的环卫⼯⾃ 2013 年起于风门拗的⽡房租

住，但在 2017 年⼀年内租⾦由 500 元调涨⾄ 650 元，调涨幅度⾼达

30%。不少受访者⽆奈地表⽰：”我们的⼯资又不涨，不涨⼯资⽼涨房

租。越搬越远，再涨下去，我们穷得都要往东莞去住了”。 

 

2) 泛滥的⼆房东和公寓装修加剧租⾦的涨幅 

在⼴、深两地的调研发现，当农民⼯直接向本地村民承租房源，租⾦

涨幅通常较为缓慢，得以在同⼀出租屋较长时间的稳定租住。然⽽，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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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在深圳和⼴州多个交通⽅便的“城中村”，越来越多⼆房东从本地

村民⼿中承揽租务，“城中村”中条件较佳的房源也出现装修改造为公寓的

趋势，这两者皆加剧了租⾦的涨幅。 

 

⼴州棠下、棠东、上社⼀带连绵的“城中村”，因为邻近 BRT 公交站，

交通区位⽅便，是⼴州最多外来⼈⼜集聚之处。多位受访者表⽰⼆房东

增多，并带来更频繁的涨租和更昂贵的⽔电费。棠下村的环卫⼯夫妻俩

⼈每⽉⼯资仅有 2600 元，⼀家三⼜在⼗多平⽅⽶的单间租住。该单间位

于七弯⼋拐的巷弄⼀楼，没有阳光，回南天的时候阵阵湿⽓从地⾯透上

来，令他们的关节隐隐作痛。他们⼀共在该单间住了⼋年，前六年⼀房

东没有调涨过租⾦，2016 年，⼆房东承揽租务，调涨租⾦，2017 年，另

⼀位⼆房东接⼿，直接将租⾦调涨⾄原先的 1.5 倍，并且加收卫⽣费。在

棠下村租住超过⼗年的搬运⼯受访者更说道：“以前的房⼦便宜，现在那

些⼆房东包下好⼏栋来乱搞，房租都被他们搞贵了，有的还和装电表的

联⼿，把电表调快。” 

 

随着地铁的开通，深圳马鞍⼭和⼴州凌塘村的多位村民将农民房改造

为公寓，再以翻倍的价格出租。2016 年，马鞍⼭地铁站开通，多位村民

对农民房外墙进⾏粉刷、内部打隔断装修，添置家具，以酒店式公寓的



 35 

形式出租。从事保安⾏业的受访者在深圳马鞍⼭现在已改造为“利威公寓”

的农民房住了七⼋年，两房⼀厅的租屋处近⼋⼗平⽅⽶，空间宽敞，多

年来本地村民向他收的房租⼀直是 500 元，没有调涨过。2016 年，房东

收回房⼦进⾏装修，他和⽼婆为了节省开⽀，唯有以 300 元的租⾦，搬到

另⼀栋农民房七楼的 20 平⽅⽶⼩单间租住。⽽⽬前“利威公寓”⼀个⼀房

⼀厅的单间租⾦都⾼达 1200 元。 

 

天河区的凌塘村靠近软件园，原先交通并不⽅便，2014 年，地铁 13

号线的智慧城站开⼯，预计于 2018 年开通，过去⼏年，不仅有不少⼆⼿

房东承包多栋房源开展公寓租赁，部分“城中村”内靠近主道路两侧的农民

房也纷纷开始翻新改建。由于缺乏统⼀规划，改建后的农民房楼距⾮常

靠近。环卫⼯受访者⼀家五⼜⾃ 2012 年起租住于房租共计 650 元的单间

和⼀房⼀厅。2017 年，房租上涨将近四成；2018 年，房东通知农民房要

翻新，全家只能搬离。受访者说：“现在靠近外⾯，光线⽐较好的房⼦全

部都装修租出去，⼀个单间就要七⼋百，搞得⾥⾯光线差的⼀房⼀厅都

要 800 块，我们上个⽉才搬到⼀个⾥⾯没有光线的三房⼀厅，租⾦加上⽔

电费⼀个⽉要 1900 元。”另⼀个经营⼩贩⽣意的受访者则表⽰：“地铁开

通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我们每天从早到晚都要上班，也很少进市⾥，要

去哪⾥⾃⼰有电瓶车，还嫌地铁贵。⽽且地铁开了房租就马上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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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租⾦上涨对低收⼊外来务⼯⼈员的影响 

前两部分尝试梳理外来务⼯⼈员于“城中村”租⾦飙升的现况，然⽽值

得注意的是，租⾦作为居住情况的指标之⼀，仅反映住房开⽀对农民⼯

劳动成果的直接掠夺。我们的调研发现，对⼤部分家庭条件差、经济压

⼒⼤的农民⼯⽽⾔，⾸要⽬标是最⼤化每个⽉能积累的储蓄，因此当租

⾦上涨，他们往往会重新寻找更便宜——也就是楼层更⾼、⾯积更⼩、

采光更差、或是地点更偏远的房源租赁，因此租⾦的涨幅未能充分反映

农民⼯急剧恶化的居住空间和⽣活品质。 

 

此外，虽然上述受访者上涨的租⾦⾦额乍看之下不⾼，但对房租的承

受⼒和⼯资的多少和调涨的⽐例直接相关。⽽⼴东省平均⼯资分布是典

型的偏态分布：2016 年⼴东城镇私营单位的 18 个⾏业门类中，⾼于全省

平均⼯资⽔准的有 8 个⾏业门类，其就业⼈员占城镇私营单位就业⼈员

的⽐重为 29.1%，另外 70.9%的就业⼈员所在的 10 个⾏业门类平均⼯资均

低于全省平均⽔准，也就是仅有少数就业⼈员的⼯资⽔准较⾼，⼤多数

就业⼈员的⼯资⽔准低于平均⼯资，此外，并且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

型的⾏业和劳动密集型⾏业平均⼯资⽔准差距较⼤，⾼达 2.58 倍 ，前者

的平均⼯资⽔准增长较快，后者的平均⼯资⽔准增长相对缓慢。从⼴东

省的⼯资分布状况我们可以推估，深圳市”城中村”急遽调涨的房租必定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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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地影响为数庞⼤、⼯资涨幅较缓慢的低收⼊产业及服务业⼯⼈的

⽣计。 

 

5.3“城中村”的拆迁和改造 

在 2011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障性安居⼯程建设和管理的指导意

见》的基础上，2012 年住建部发布《关于加快推进棚户区（危旧房）改

造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城市棚户区（危旧房）改造，其中包括

“城中村”改造。2015 年中央城市⼯作会议明确在 2020 年完成全国棚户区

改造计划，就此提出两阶段的三年“棚改”计划，在第⼀阶段 2015-2017

年，完成计划⽬标 1800 万套；2018 年 5 ⽉国务院联合住建部，确定实施

2018-2020 年三年棚改“攻坚计划”，预计三年内改造各类棚户区 1500 万

套。 

 

各城市政府相继采取不同的改造模式，以加快本区域内棚户区改造速

度。如村委会主导、政府提供⼀定的配套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我

改造；或由开发企业独⽴承担拆迁安置、安置房建设；或政府统⼀主

导，由⼟地储备机构完成⼟地的⼀级开发，再进⾏⼆级开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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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研涉及的棚户区主要包括“城中村”、城市⽼旧危房和违章建筑

群等。这些区域正是进城农民⼯密集居住的地⽅，相关的拆迁和改造计

划正影响着上千万进城农民⼯的⽣活与⼯作。 

 

5.3.1 深圳和⼴州的“城中村”改造 

在深圳和⼴州，“城中村”的住房供应占全市总住房供应的⽐重较⾼

33
，因此在⼟地资源和房源稀缺的情况下，如何透过拆迁和改造活化现有

“城中村”庞⼤的⼟地⾯积和住房供应以提供房源，成为近年两市政策中重

要的⾯向，亦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2016 年底，深圳市规划国⼟委、市发展改⾰委发布《深圳市城市更

新“⼗三五”规划》，确⽴未来五年，将通过“城中村拆除重建为主，⼯改居

为辅”的城市更新，减少“违法建筑存量”，并新增约商品住房供给以及 13

万套⼈才住房和保障性住房。在“⼗三五”期间不少于 30 万套⼈才住房的

总供应中，有 8 万套⼈才住房即将透过通过没收、租赁、征收历史遗留

建筑——也就是“城中村”等⽅式筹集。这种种政策反映深圳市政府⾼度重

视⼈才住房的提供，并⾼度将之和“城中村”的拆迁结合。不同于深圳以

                                                
33 在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所发布的《深圳市住房保障发展规划 (2016-2020)》，深圳全市 1035 万套的住房

总量中，2013 年在深圳全市 1035 万套的住房总量中，商品房约 128 万套，政策性保障性住房约 34 万套，

单位及个⼈⾃建住房约 55 万套，原村民集体经济组织⾃建、合建房约 650 万套，⼯业区配套宿舍及其他

168 万套 ，城中村的住房供应占全市总住房供应的比重⾼达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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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拆除重建为导向的政策思路，2015 年⼴州市出台《⼴州市城市

更新办法》，明确未来将减少“城中村”的“全⾯改造”和“拆除重建”，并将城

市更新资⾦优先利⽤于“城中村”“微改造” 34项⽬的趋势。在⼴州，截⾄

2017 年 11 ⽉底，42 个旧村全⾯改造项⽬已批复、总⾯积超过 19 平⽅公

⾥。根据第⼀批《⼴州市 2018 年城市更新年度计划》，2018 年，将有 18

个旧村进⾏全⾯改造，总⾯积超过 18 平⽅公⾥。 

 

5.3.2 上海的“城中村”改造 

农民⼯在上海主要居住在棚户区，包括城镇⽼旧建筑群和城郊的“城

中村”内。上海市的旧城改造⼯作⾃ 1990 年代开始即⼤⾯积拆除棚户简

屋，不过，旧的棚户区消亡后，新的棚户区又不断出现。 

 

上海市针对棚户区的改造⼯作分为郊区城镇旧区改造和“城中村”改造

两个部分同步进⾏。2011 年发布《关于开展本市郊区城镇棚户简屋改造

的试⾏意见》，对闵⾏、徐汇、宝⼭、虹⼜等区的城郊棚户区进⾏征

收、拆除和改建。据统计，2011-2015 年，郊区城镇旧区改造共改造⼆级

旧⾥以下房屋 72.8 万平⽅⽶。35 

                                                
34 “微改造”的概念在《广州市旧村庄更新实施办法》中被提出，即是透过市城市更新资⾦拨款，在”城中

村”开展增加市政公共服务设施、打通交通道路、消防通道、管线下地，和整治修缮建筑，透过最⼩程度

地整治，达到改善⼈居环境的⽬的。 

35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对市⼗四届⼈⼤五次会议第 0111 号代表建议的答复，201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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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11 年上海市规划和国⼟资源管理局的调查，全市共有各类“城

中村”431 个，共居住各类⼈⼜ 74 万，其中流动⼈⼜ 53 万。36 2014 年，

上海市政府发布《关于本市开展“城中村”地块改造的实施意见》，确⽴了

“城中村”改造的具体范围，即上海市郊⽼城镇地区范围内以集体建设⽤地

为主、村民宅基地和其他建设⽤地交错、本地⼈与外来⼈⼜数量⽐例严

重倒挂、违章搭建现象和环境问题突出的地块。 

 

以上海闵⾏区华漕镇许浦村的整治拆违为例，这⾥曾是上海城郊结合

部最⼤的“城中村”。许浦村从 2015 年下半年开始进⾏⼤规模拆违和环境

综合整治，该村也是“城中村”⼈⼜调控试点区域之⼀。根据⼈⼜调控管理

组统计，从 10 ⽉ 16 ⽇到 11 ⽉ 15 ⽇的前期整治⾏动中，外来⼈⼜共减少

16400 余⼈。整治后，许浦村居住⼈⼜剩下 1.3 万⼈，房屋租⾦上涨、⽣

活成本增加，⼀位长租在许浦村的租客表⽰，原有的房屋租⾦由 600 元涨

到了 1100 元，租⾦价格⼏乎翻了⼀倍。据⼀位村民介绍，原本他私建 16

间房，每年租⾦收⼊有⼗⼆三万元，平均⼀间房每⽉租⾦⼤约 650 元，整

治后违建地段被改造为公共绿地，租屋消失。37 

 

                                                
http://www.shjjw.gov.cn/gb/node2/n4/n816/u7ai1014694.html 

36 陆雯，上海“城中村”流动⼈⼜居住管理研究， 

37《上海“最⼤”城中村””外来⼈⼜减半：房租暴涨》，澎湃新闻，

http://news.sohu.com/20160226/n438572615.shtml，2016-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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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市棚户区改造计划中中，位于中⼼城区的⼀些地块因为地处历

史保护建筑群等原因，不会被整⽚拆迁，⽽是由政府进⾏统⼀的修缮、

更新，拆除其中违法建筑部分，“还原历史风貌”。如⽼西门街道⽂庙区域

的拆违⼯作，在拆除私⼈违建和沿街⼩商户的同时进⾏道路修缮、燃⽓

⼊户、改造厨卫、更新⽼旧设施等⼯作。38作为⽼城厢区域内所剩⽆⼏的

外来务⼯⼈员聚居区，梦花街上可供农民⼯居住的房源条件颇为简陋，

多数以泡沫板随意隔断，存在很⼤的安全隐患，价格在 400-1000 元之间

（2018 年 1 ⽉实地调研时采集的价格数据）。在那⾥居住的农民⼯多在

中⼼区从事餐饮、售货、家政、保洁等服务⾏业。随着梦花街的拆违⼯

作启动，他们不得不到更远的地带寻找便宜的私房，或者寻租附近⼩区

房的隔断间，甚⾄是床位。 

 

5.3.3 苏州的“城中村”改造 

在苏州，基于国家旅游城市的定位，在“重体现江南⽔乡和历史⽂化

名城风貌”39的⽬标下，⾃2010年开始于姑苏城区范围内进⾏⾼速的棚户

改造。截⾄2010年，姑苏城区范围内共有121个“城中村”，有将近三万居

民，然⽽到2013年底，已有64％的进⾏改造，并主要⽤于户建设籍低收⼊

                                                
38 《⽆违建、架空线⼊地、精细化管理，黄浦对“底⼦最薄”的⽂庙区域提出治理⾼标准》，上观新闻，

http://shzw.eastday.com/shzw/G/20180301/u1a13705605.html，2018-3-1。 
39 蒋宏坤：2017 年苏州全部完成”城中村”危旧房改造: 

http://js.people.com.cn/html/2014/04/09/3011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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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房、商业地块等40。2018年更颁布《古城保护与更新三年⾏动计

划》，实施城区内18个“城中村”改造。2013年开始，政府开始加⼤全市范

围内的棚户区改造的⼒度，2015年，苏州市政府向国家开发银⾏贷款600

亿元以推进市内的棚户区改造41。⼗三五期间，苏州市计划投资约2700亿

元，建设2717.46万平⽅⽶的棚户区改造⼯程。近⼏年苏州市政府⿎励旅

游相关的服务业发展，然⽽与此同时⼤规模的棚户改造项⽬使得市区的

服务业从业⼈群⾯对严峻的居住困难。本项⽬调研发现市区⼤量从事基

础服务业的低收⼊农民⼯，只能租住于基础设施⾮常差、没有卫浴设备

的⽼城区历史古建筑，租⾦超过千元的长租公寓单间，或是租住位于郊

区的“城中村”，在超长的⼯时外再花额外的时间通勤。 

 

5.3.4 武汉的“城中村”改造 

 武汉市将“城中村”改造放在“三旧”⽤地改造项⽬中进⾏。“三旧”⽤地

指的是主城区范围内房屋破旧、布局零乱、基础设施落后、安全隐患突

出、集中成⽚的旧城和城市棚户区；三环线内及相邻重点区域已确定要

                                                
40 根据苏州⽇报〈苏州⼒争 2017 年全部完成”城中村”危旧房改造〉关于市委书记蒋宏坤，市委副书记、

市长周乃翔率市有关部门负责⼈专题调研”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程进展情况的报导，在 2010 年的摸底

调研，城区范围内共有 121 个”城中村”（⽆地队），涉及居民 8825 户，28233 ⼈，占地⾯积 620 万平⽅⽶。

截⾄ 2013 年底，已完成和正在改造的项⽬共 78 个，占总数的 64％ 
41 根据苏州⽇报〈600 亿元贷款 国开⾏⽀持苏州棚改——我市已科学编制 2013 ⾄ 2017 年改造规划〉苏州

与国家开发银⾏就推进我市棚户区改造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周乃翔，国开⾏副⾏长李吉

平出席签约仪式。2015 年⾄ 2017 年期间，国开⾏将⽀持苏州市 600 亿元贷款⽤于棚户区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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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改造的旧村以及旧⼚房⽤地。武汉市的“城中村”改造很早就展开，

2004 年即已开展全市 168 个“城中村”改造项⽬，但进展缓慢，遇到原村民

极⼤的阻⼒。 

 

在拆迁计划的压⼒下，⽬前还存在的“城中村”缺乏稳定的公共管理，

导致居民居住质量低下。以著名的“⼩何村”为例，⼩何村呈现狭长型态，

临街商铺和住宅密集，楼距过近，道路脏乱，基础设施⽋缺。由于⼩何

村的房屋经济关系复杂，拆迁速度较缓，且地理位置优越，仍有⼤量的

外来⼈⼜居住于此。这⾥的很多出租房没有基本的卫⽣设施，租户需要

使⽤公共厕所和公共澡堂，路边亦设有私⼈的投币洗⾐机。⼩何村的租

⾦不⾼，单间⽉租 300 元⾄ 700 元。此地⼩商贩众多，提供廉价的⽣活服

务。与⼩何村相⽐，位于城郊地带的“城中村”，住房条件相对较好，单间

⾯积较⼤，以平房和低层住宅为主。总体⽽⾔，武汉“城中村”的租⾦价格

并不⾼。 

 

⾄ 2011 年，武汉市基本完成⼆环线内 56 个“城中村”的拆迁改造。在

“⼗三五”规划下，武汉市预计在 2020 年前完成中⼼城区剩余的 49 个“城

中村”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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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城中村”是没有宿舍、家庭迁移⾄城市、或是渴望离开企业控制的低

收⼊农民⼯在城市中的较佳落脚点。“城中村”虽然有租⾦低廉，亦具有交

通位置⽅便，周遭⽣活机能完善、物价便宜等特性，却长期存在租客租

住权没有保障、安全隐患等问题。在深圳和⼴州，近⼏年随着城市化、

泛滥的⼆房东和公寓装修，“城中村”租⾦也急剧上涨，造成为数庞⼤、⼯

资涨幅较缓慢的低收⼊产业及服务业⼯⼈居住困难。 

 

同时，在中央的棚户改造总体政策指导下，包括“城中村”、城市⽼旧

危房和违章建筑群等“棚户区”正在进⾏⼤规模的拆迁和改造计划，影响着

上千万进城农民⼯的⽣活与⼯作。从现实情况看，“城中村”改造过程中涉

及不同的利益主体，政府、开发商和原居民在协商过程往往围绕拆迁补

偿、动迁安置等问题产⽣争议。然⽽，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城中村”密集租

住的外来⼈⼜——“城中村”改造中沉默的“第四⽅群体”。因为没有城市户

⼜、没有房产权等原因，他们往往被排除在政府、开发商和城市居民的

协商机制之外，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中被剥夺居住权，却⽆法获得任何

的补偿、保障，也没有任何议价空间。42随着城市更新速度加快，城市规

模控制，“城中村”的范围越来越⼩，低收⼊的外来⼈⼜在城市内的住房成

                                                
42 赵晔琴，《“居住权”与市民待遇：城市改造中的“第四⽅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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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不断上升，很多农民⼯在房租持续上涨的压⼒下只好离开城市，另寻

⽣存空间。 

 

六、农民⼯城市⾮正规居住型态：群租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由于棚户区的拆迁和改造造成廉价住房供应量

急剧缩减，越来越多的外来⼈⼜被迫搬离原住所，在私⼈租赁市场中寻

找可负担的替代品。⼈均居住⾯积极⼩、⽣活空间⾼度压缩的“群租”成为

外来⼈⼜⽆奈之下的选择，群租的类型主要可以再细分为私⼈租赁市场

的群租空间以及由⽤⼈单位安排的群租空间。 

 

在外来⼈⼜聚集就业的⽚区，私⼈中介和房东见到商机，将⼀个租屋

单位打隔断改造为多个⼩单位，或是摆放上下铺，以床位的形式出租，

从中牟利。这些群租形式的⾮正规住房空间主要遍布市区和市郊的商品

房、拆迁安置房、⽼旧楼房以及⼀些“城中村”内。2007 年，上海市消防

部门对外来⼈⼜聚集的闸北区、浦东新区、闵⾏区、普陀区的调查显

⽰，三分之⼀以上的⼩区存在群租现象。上海市的群租房的房源主要以

投资性商品房为主。43以出租群租房牟利的“⼆房东”群体曾是上海市政府

重点整治的对象。将拆迁安置房改造为群租房出租的做法在武汉和苏州

                                                
43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07-09/11/content_1952832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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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为普遍。在采访中我们了解到，⼀般村民家庭在征地时会获得多套安

置房，村民普遍认为，拆迁安置房的⼯程质量不如⼀般的商品住房，因

此⾃住不特别理想，在房屋交易市场上也不如商品房受欢迎，倾向于将

居住以外多余的房产⽤于出租。 

 

除了外来⼈⼜⾃⾏在群租房市场中寻租，在产业结构改变、⽤⼈单位

规模缩⼩的背景下，服务⾏业⽤⼈单位为了稳定劳动⼒、在私⼈租赁市

场租房，再安排床位房作为员⼯宿舍的情况增加，在餐饮、保安、零

售、快递等⾏业都⼗分普遍。⽤⼈单位为了尽可能地压缩租房成本，使

得员⼯⼈均居住⾯积过于狭⼩，居住条件⼗分恶劣。以下以苏州和武汉

为例，对各类型的群租型态进⾏分析。 

 

6.1 苏州的群租现况 

在苏州，外来务⼯⼈员群租于拆迁安置房或⽤⼈单位提供的⾮正规

床位宿舍的情况⾮常普遍，以下以苏州⼯业园为例进⾏说明。 

 

苏州⼯业园区于 1994 年经国务院批准设⽴，其定位由最初的“⼯业

园”逐渐转向“⾼科技产业创新园”和“国际商务宜居新城，发展⾼新科技、

进⾏产业升级被视为当前的重要⽬标。然⽽实际上，苏州⼯业园的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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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资料44显⽰，从事管理和⼯程技术岗位的从业⼈⼜仅占 32.73%，教育

程度为“⾼中及以下”的从业⼈⼜45⾼达 58.02%。另⼀⽅⾯，苏州⼯业园圆

才⼈⼒资源研究中⼼的调研46更指出应届⽣学历为初中、⾼中(技校)的起

始⽉薪为 2100 元、2200 元，平均年薪约为 65000 元。综合各项统计数

据，苏州⼯业园存在⼤量从事基础岗位、低⼯资的务⼯⼈员。 

 

然⽽园区⽬前的住房保障规划，未能有效回应低收⼊⾮户籍⼈⼜，

尤其是服务业从业⼈⼜的需要。于是园区的拆迁安置隔断房很⼤程度上

承担了⼤部分中低收⼊群体的“住房保底”⾓⾊。陈国伟在 2014 年的问卷

分析47指出,园区 26.33 万⼊住户数中，14.85 万户居住于动迁房内，占⽐⾼

达 56%。在租住拆迁安置房的⼈群中，约 52%⽉收⼊低于 3500 元，约

28%⽉收⼊为 3500 ⾄ 5000 元。 

 

我们的调研发现，⼤量园区核⼼商业区的服务业外来务⼯⼈员，如

超市收银员、商场售货员、保安等皆住在由雇主提供的由拆迁安置房改

                                                
44 根据苏州⼯业园区管委会所发布 1994-2017 年度的统计数据分析：

http://www.sipac.gov.cn/government/tjfx/201803/P020180528629317032639.pdf 

45 该统计资料仅计算登記在冊的累計就業⼈⼜ 

46 苏州⼯业园圆才⼈⼒资源研究中⼼考察的范围⼀⼆三产等 9 类⾏业的 534 家企业，并发布“2017 苏州市

重点⾏业企业薪酬和福利调查报告”。 

47 “城市住房体系改善对策研究——基于苏州⼯业园区住房结构与收⼊结构的实证调查” 中国城市规划年

会，2015，分析材料基于 10921 份调查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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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的床位房。其中以保安受访者的居住情况尤其恶劣。多位保安受访者

表⽰其雇主在两房⼀厅的单位安置⾼达⼗五⾄⼆⼗位⽩班和夜班保安，

厨房也放满床位，⼈均居住⾯积不到 5 平⽅⽶。这些从事保安⾏业的受

访者⽇⼯时⾼达⼗⼆⼩时，每个⽉休息⽇极少，实收⼯资约 3500 元，对

他们⽽⾔，核⼼商业区正规的居住空间过于昂贵，若为了节省开⽀通勤

⾄更远的⽚区租房，休息时间则会被严重剥夺，因此唯有被迫接受床位

宿舍恶劣的⽣活品质。另⼀⽅⾯，在松泽家园、莲⾹新村等拆迁安置房

的调研发现，许多单位被隔断成 4-5 个单间，以 400 ⾄ 800 元出租，甚⾄

连厨房和⼀楼的车库亦被当成单间出租。主要是由⽤⼈单位没有提供宿

舍，或者举家务⼯的农民⼯租住，然⽽由于拆迁安置房的⼊住率⾼达

97.9%48，房源供不应求，房租逐渐上涨，加上⽔电费等开⽀，占农民⼯

⽉⼯资的⽐例也越来越⾼。 

 

6.2 武汉的群租现况 

在武汉 “城中村”规模急剧缩减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外来⼈⼜被迫搬

离原住所，⼊住城内⽼旧⼩区和拆迁安置房。⼀些区域甚⾄发展起专营

拆迁安置房出租业务的中介公司，在拆迁补偿后和业主签订长期合同，

将拆迁安置房装修分割成群租房，出租给外来打⼯者。以江夏区的“⼤邱

                                                
48“城市住房体系改善对策研究——基于苏州⼯业园区住房结构与收⼊结构的实证调查” 中国城市规划年

会，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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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为例，该⼩区原为“⼤邱村”，于 2003 年拆迁，原址建设“还建房”约

60 栋楼。⽬前主要⾯向在⼚区上班的员⼯出租。⼤邱社区地址偏远，但

租⾦价格却不低。整套出租⼀般要 1500 元以上，若是打隔断的群租房，

单间价格 500-900 元不等。 

 

位于武汉城市中⼼的江汉区遍布群租房与隔断房，根据不同的租住需

求，采取差异化的出租⽅式。在武汉市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兴路附近

的出租房以整套出租为主，租⾦年付，每⽉ 500 元⾄ 1000 元不等。这些

出租房⾯向私营店铺的店主，他们⼀般以包住作为招⼯条件，提供床位

给员⼯住宿。 

 

在汉阳路步⾏街⼀带，存在由中介经营的“床位”出租业务。这些出租

房位于⼩区楼房内，中介将两室房、三室房改造为群租房，⼀套房⼦⾄

少有 16 个床位。床位可⽇租（35 元/⽇），也可⽉租（400 元/⽉）。每

套房有 1-2 间厕所，不能做饭。这些床位房因交通位置便利，吸引了不少

在步⾏街⼀带的服务业打⼯者，学徒、找⼯作者。根据中介的说法，床

位房的客源流动性强，但也有部分租客已经居住了⼏个⽉甚⾄⼀、两

年。尽管居住条件恶劣，但以如此低廉的价格在交通便利地带拥有⼀席

之地，对外来打⼯者尤其是在江汉路⼀带从事超时⼯作的服务业⼈员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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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吸引⼒。群租市场的愈演愈烈之势，意味着城市内的居住不平等问题

加重，在城市中⼼地带能提供给低收⼊外来打⼯者的住房选择越来越

少。 

 

6.3 群租整治对外来⼈⼜的驱离 

由出租屋改造成的群租空间因为原先不是为密集居住⽽设计，⽤电安

全和逃⽣设施皆不完善，存在安全隐患。各地政府也纷纷以安全为由採

取整治⾏动。2017 年。苏州市姑苏区统计发现⼀拆迁安置房⼩区出租住

⼈的车库⽐例超过⼋成49，共有 640 余⼈⽣活在车库内，于是联合各部门

严打车库出租住⼈的情况，甚⾄明⽰凡居住车库者⼀律不续签居住证。

近期苏州开展 “331”专项⾏动，整治“三合⼀”50场所、出租房（群租房）

和电动⾃⾏车三类安全隐患。 

 

 2007 年，上海出台《加强住宅⼩区综合管理三年⾏动计划（2007-

2009 年）》，将“群租”作为整治的重点。屡次发⽣的出租房⽕灾事件引

发全社会对“群租”现象的⾼度关注，本地业主要求政府尽快解决“群租”问

题，⽽治安、消防、税收等问题的频频出现也让上海市对“群租”采取了严

                                                
49 据统计，苏江和华恒家园⼩区内共有车库 299 个，其中出租住⼈和开店的车库有 250 个左右 
50 三合⼀”场所是指住宿与⽣产、仓储、经营⼀种或⼀种以上使⽤功能违章混合设置在同⼀空间内的建

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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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执法措施。⼤规模的整治群租⾏动对群租市场产⽣重⼤影响，限缩

了外来⼈⼜的低成本居住选择。以消防安全隐患为名的整治群租和⾮法

改造出租房的运动在全国多个⼀线城市均出现，近⼏年，北京市政府对

城郊地带外来⼈⼜聚居区展开的整治⾏动亦引发⼤量争议，相当数量的

低收⼊外来打⼯者不得不在短时间内被迫搬离住所，甚⾄离开城市。 

 

越来越普遍的群租现象正正反映农民⼯作为城市的重要劳动⼒、在城

市的⽣存空间不断限缩、住房保障体系却长期以来⽆法将其纳⼊的困

局。为了从中牟利，⽣活空间⾼度压缩的“隔断房”和“床位”等“群租”空间

被中介和房东创造出来，成为外来⼈⼜在⽆奈之下被迫接受的选项。若

城市政府不从住房保障的政策层⾯着⼿，为外来务⼯⼈员提供更多可负

担的房源，单是运动式地拆除隔断房和打击群租⾏为，则问题必然⽆法

被根本解决。 

 

七、规模化、专业化的“公寓”租赁市场加剧农民⼯的居住困难 

2016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若⼲意

见》，以深化住房制度改⾰，促进住房租赁市场规模化、专业化发展，

期望住房租赁市场新政可以引导过热的房地产资本进⼊住房租赁市场，

以达到抑制房价过快上涨的⽬的。2017 年陆续出台⼀系列配套政策，在

⼈⼜净流⼊的⼤中城市加快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励市场化运作，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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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源参与住房租赁市场的供应主体、交易平台、融资信贷、房源筹

措、管理服务等领域的建设。以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为主的住房制度改⾰

朝向推动租住权和产权的权益平等化⽅向发展。在⽬前由中央推动的加

快培育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总体政策下，各地纷纷推出相应的住房租赁

政策法规，试图推动规范化的房屋租赁经营企业发展，带动市场的规模

化。在住房租赁市场新政的背景下，规模化经营的品牌公寓、蓝领公寓

等代理经租型业务得到政府的⼤⼒⽀持和集中推⼴。 

 

7.1 企业收储“城中村”房源开展规模租赁造成的“⼈⼜置换” 

2017 年，深圳和⼴州市亦纷纷出台相关政策⿎励企业收储农民房开展

规模租赁。《⼴州市加快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作⽅案》中提出将扶植住房

企业，发展“城中村”现代租赁服务业，⿎励物业服务企业参与⽼旧社区、

“城中村”和⼚区租赁住房微改造，实施专业化运⾏管理。《深圳市关于加

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实施意见》中计划培育住房租赁市场供应主

体，⿎励房地产企业、国有企事业单位多渠道筹集房源，开展规模化租赁

业务。市政府也将引导原“城中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组建或委托租赁公司，

通过综合整治“城中村”开展规模化租赁业务51。 

 

                                                
51 ⽬标于“⼗三五”期间，通过收购、租赁、改建等⽅式收储不低于 100 万套（间）村民⾃建房或村集体

⾃有物业，检测后统⼀经营租赁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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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7 ⽉，万科集团出资 1000 万元成⽴“深圳市万村发展有限公

司”，独⽴经营“城中村”改造和租赁业务，喊出“给我⼀村，还你⼀城”的

⼜号，在市政府配套政策指导下开展“坂⽥岗头新围仔村综合整治项⽬”。 

深圳市政府给予万村发展有限公司综合整治的资⾦补贴为 2900 元/平⽅

⽶。同年 9 ⽉，坂⽥岗头市场农民房的租客收到勒令搬迁的通知。同年

11 ⽉，回龙埔上⾓环新村的租客收到勒令搬迁的通知。截⾄ 2018 年，万

科已在深圳市内超过 30 个“城中村”开展“城中村”改造业务。以下将以万

科公司在回龙埔⽚区上⾓环新村收储农民房开展规模租赁的案例，进⼀

步分析房地产企业在政策⿎励下进⾏“城中村”改造和规模租赁的趋势对外

来务⼯⼈员的影响。 

 

回龙埔社区位于龙岗区龙岗街道中⼼城北⾯，离最近的地铁站距离

三公⾥，许多周围服务业从业⼈员，包含保洁、连锁餐厅、超市、保安

等⾏业的⼯⼈皆就近租住。当地房东向我们介绍，万科从 2017 年下半年

开始在回龙埔⽚区上⾓环新村和当地⼩产权房业主商谈承租其农民房开

展规模租赁。截⾄ 2017 年年底，已有 20 多位业主和万科签约，出租整栋

农民房⼗年，之后由万科重新装修再规模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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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吴⼤姐过去⼋年在商品房⼩区的外包保洁公司上班，近⼀年

转为⾃雇终点家政⼯，没有劳动合同和任何社会保险，平均⽉⼯资为

2500 元。由于万科⼤规模收储该区农民房，受访者收到短时间内勒令搬

迁的通知。房东在回龙埔的农民房外墙贴的勒令搬迁告⽰上写着：“待重

新装修好后，欢迎⽼住户前来租住”，然⽽若参考万科其他长租公寓的租

⾦，就算是在租⾦最低的华为基地店，⼀个 17.57 平⽅⽶的⼩单间租⾦也

⾼达 898 元，其他房源租⾦更是普遍超过 1500 元，再加上昂贵的物业管

理费、⽔电费、公共区域⽔电费公摊，领着微薄⼯资的外来务⼯⼈员根

本没有可能负担。 

 

不仅原先租住于上⾓环新村的租客被迫搬离，随着原上⾓环新村的

租客到回龙埔社区附近位置较偏远、条件较差、租⾦更低廉的⽚区寻

租、周围其他农民房的租⾦也跟着上涨。⼀位受访的超市售货员，在上

⾓环新村附近租住 500 元的⼩单间，正好赶上万科收储农民房，短短半年

内租⾦上涨了 150 元，加上⽔电费，⼀个⽉的住房开⽀⼏乎占 2800 元⽉

⼯资的三分之⼀。另⼀位受访的环卫⼯表⽰⾃⼰由四年前开始在距离回

龙埔 20 分钟骑⾏距离的龙西村租住，过去三年没有加过房租，但随着万

科改造计划，越来越多⼈搬⼊，房东近期通知涨租多于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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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居住品质”是房地产企业进⾏“城中村”改造项⽬的重要宣传。在

坂⽥新围仔村综合整治中，万科不仅在农民房内部进⾏⾼档装修和消防

安全提升⼯程，也就公寓周围的道路、给⽔、消防电、绿化⽂化长廊、

景观灯等进⾏施⼯，在万科改造前后的效果⽰意图⾥，残旧的“城中村”街

道将摇⾝⼀变为街⾓休闲⼴场和⼗字⽂创街，⼯作⼈员更表⽰将来会引

⼊类似星巴克、“城中村”图书馆、潮牌餐饮等⽂化品牌。不过值得思考的

是，虽然整治后该⽚区的居住品质提升，在⾼收⼊⼈群迁⼊的同时，原

址房屋租⾦翻倍，周边“城中村”的房租⼤幅调涨，原先聚居于此的低收⼊

外来⼈⼜被迫搬。可承受租⾦低的外来务⼯⼈员只能搬往条件更恶劣、

⾯积更⼩、需要花更多时间通勤的农民房，他们的居住品质急遽下降。

同时，利润最⼤化是企业的⾏为逻辑依据，整治“城中村”时为了最⼤程度

降低投⼊成本，基本上只会选择既有规划良好的⽚区进⾏最⼩程度的改

造，此种⽚区改造⽆法根本处理“城中村”整体公共建设不⾜、存在安全隐

患的问题。 

 

7.2“隔断房”的正规化和规模租赁 

⼀些城市将发展租赁市场与整治群租相结合，提出了房屋改造的

“N+1”政策，以为租赁市场的发展留出⼀定的空间。以上海为例，因多次

运动式整治群租的经验，上海提出了 “宜疏不宜堵”的解决⽅案，试图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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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序的群租市场规范化。2015 年，《关于⿎励社会各类机构代理经租

社会闲置存量住房的试⾏意见》（沪府办[2015]11 号）在发展住房租赁市

场的中央指导意见下发布，其中规定，单套住房内使⽤⾯积 12 平⽅⽶以

上的客厅（起居室），可以作为⼀间房间单独使⽤，但餐厅、过厅除

外。在房屋装修时，不得破坏房屋承重结构，并且符合本市居住房屋最

⼩出租单位、居住⼈数限制、最低承租⾯积和消防安全管理的相关规

定。此即所谓上海“N＋1”模式，由此使⼀定数量的“群租房”得以合法化。 

 

不过，“N+1”模式的松绑对象仍是⾯向都市⽩领的“群租房”房源，多

为品牌公寓，租⾦较⾼，且通常附带针对租户的歧视和霸王条款，如禁

⽌⽼⼈、家庭⼊住，每年收取 10%的服务管理费等。“群租房”市场的⼤量

房源仍然处于灰⾊地带，城市政府针对不合法“群租房”的整治与打击⼒度

也未消退。这意味着，尽管存在着对“群租房”的合法化政策，但其与农民

⼯居住条件的恶化问题事实上并不相关，也⽆法提供相应的解决之道。 

 

另外，在规模租赁业务的⼈⼜管理上，品牌公寓的住户可以通过中介

提供正规的租赁证明以办理居住证和相关⼿续，但处于灰⾊地带的“群租

房”则很难取得合法的租赁证明，令农民⼯群体在办理居住证时困难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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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难以⽀付⾼昂租⾦⽽不得不蜗居在⾮法群租房⾥的农民⼯，除了忍

受恶劣的居住条件外，亦⽆法享受本应平等的城市公共服务。 

 

7.3“蓝领公寓”⾯临的挑战 

随着住房租赁市场新政的推⾏，长租公寓市场迎来井喷式发展。但

是，这些代理经租业务的⽬标客户群主要还是⼀线城市的⽩领群体，针

对农民⼯群体的蓝领公寓市场有待开发，仅有的⼏家企业，其提供的业

务也是针对企业整体租赁。蓝领公寓业者仍在摸索可⾏的盈利模式，相

⽐⽽⾔，品牌公寓的规模化经营蔚然成风。同时，住房租赁新政还存在

着法规不协调和相冲突的情况，不利于代理经租业务，尤其是专门⾯向

低收⼊外来群体的蓝领公寓的经营与发展。 

 

以上海为例，在上海市发布的《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本市住房租赁市

场的实施意见》（沪府办〔2017〕49 号）中，规定住房租赁企业申请⼯

商登记时，经营范围统⼀规范为住房租赁经营。但是，现有的蓝领公寓

由于采取集体宿舍的出租形式，实际上并不符合已有政策对代理经租企

业的各项规定，包括⼈均居住⾯积不得低于 5 平⽅⽶、每间房居住不得

超过 2 ⼈（有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关系的除外）等。其次，蓝领

公寓的房屋属性以商⽤、⼯业和办公为主，不属于居住类，具有“⾮改居”

的风险。⽬前，蓝领公寓企业的营业执照为物业管理，在⼈均居住⾯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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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单间居住⼈数的计算上按照⼯⼚宿舍标准，在消防安全上则采取酒店

经营标准，在派出所登记房源与租客信息备案。法规上的不统⼀，使蓝

领公寓的经营尚处于合法与⾮法的交叉地带。 

 

⼩结 

在中央加快培育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总体政策下，各地纷纷推出相应

的住房租赁政策法规，试图推动规范化和规模化的房屋租赁经营企业发

展。品牌公寓等代理经租型业务得到政府的⼤⼒⽀持和推⼴。然⽽在深

圳和⼴州，品牌公寓的⼤量房源供应建⽴在对原先“城中村”“⾮正规住房”

农民⼯的迫迁，这些房源在租赁企业的统⼀改造和管理下“规范化”和“规

模化”，但昂贵的租⾦对农民⼯具有排除性，令租房市场的租⾦急剧上

涨，并带动周围社区的仕绅化，加剧了低收⼊外来打⼯者的居住困难。

在上海，针对“群租房”房源的部分合法化政策仅令规模化的品牌公寓经营

者得利，农民⼯群体由于⽆法⽀付⾼昂的租⾦，仍居住于条件恶劣的⾮

法“群租房”内，⾯临迫迁风险。 

 

在长租公寓的出租⽅由个⼈变为企业的同时，国内尚缺乏针对租赁企

业的成熟规范条例，租赁双⽅权益不对等，普遍存在不利于承租⼈的歧

视条款或不合理制度；如遇纠纷，承租⼈要⾯对的是⼀个民事权⼒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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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构，处于更弱势的位置。针对农民⼯群体的蓝领公寓业务仍待发

展，相关法规亦不健全。如上所述，代理经租业务的规模化和规范化对

农民⼯群体住房条件的改善作⽤甚微。 

 

⼋、结论：农民⼯城市“居住权”保障的缺失 

8.1 城市住房保障政策缺⼜令农民⼯聚居“⾮正规住房” 

在本项⽬调研的五个城市中，作为廉价劳动⼒的进城农民⼯占常住⼈

⼜⽐例⾼，是城市经济建设的贡献者，也是当前城市基础服务的重要提

供者。然⽽，在产业转型升级和⼈⼜规模控制的⽬标下，城市政府倾向

于把公共住房供应视为竞争吸纳“⼈才”的重要⼿段，⾯向低收⼊⼈⼜的廉

价租房则仅限于户籍⼈⼜。在城镇长期就业居住但⽆法落户的农民⼯在

⼈⼜治理逻辑⾥并不受欢迎，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对他们的纳⼊程度极

低，相应的住房保障及其他公共服务明显不⾜。 

 

过去，由“⽤⼯单位”筹措的“集体宿舍”长期担负起解决农民⼯迫切住

房需求的责任。不過集体宿舍⾮但不是农民⼯得以进⾏“再⽣产”的理想空

间，在⼤城市产业转型、⽤⼯性质零散化、⽤⼈单位规模缩减的背景

下，其保障性作⽤也逐渐式微。⽬前，⼤多数农民⼯需要⾃⾏租住房

屋，⽽在正规住房市场的房价和房租急速飙涨，农民⼯平均⼯资过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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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 “⾮正规住房”成为农民⼯的落脚之处，其中又以“城中村”和“群

租房”尤其普遍。 

 

这些⾮正规住房⼤多数居住条件恶劣、租住权没有保障、存在居住安

全隐患、也⾯对租⾦上涨的情况。其中，⼤多数城市的公共服务申请，

都和居住证和房屋租赁合同备案证明挂钩，然⽽由于这些⾮正规住房因

为产权不清、不受租赁法规保障，于部分城市⼤量存在租户⽆法办理住

房租赁备案和居住证的情况，导致租户⽆法享受⼦⼥就学等相应的公共

福利。 

 

8.2 清除⾮正规住房造成的迫迁 

2012 年住建部发布《关于加快推进棚户区（危旧房）改造的通知》，

各城市政府于是在中央的指标下，透过“⼤拆⼤建”急剧减少”城中村”的存

量。近⼏年，以整治消防安全隐患为名的打击群租和⾮法改造出租房运

动在全国多个⼀线城市均出现。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现⾏的法律框架

⾥，对于居住权的论述仍然⼗分模糊，关于外来⼈⼜居住权的法律保障

也⽆清晰的界定，⽬前的权益保障仍以房屋产权为基础，作为城市租客

的农民⼯处于弱势。于是⼤量因房屋拆迁、棚户区改造、“消防安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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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整治”为名的⾏政命令⽽被迫搬迁的城市农民⼯，由于不具备产权，

得不到任何安置保障措施。 

 

8.3“正规化”⾮正规住房造成的“⼈⼜置换” 

2016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若⼲意

见》，促进住房租赁市场的规模化、专业化，透过引⼊房地产资本“正规

化””城中村”或群租房。尽管在“正规化”的过程中，出租房源须符合⼀定

的消防安全标准，⼀定程度提升了租住空间的品质，但与此同时，住房

租赁市场规模化经营令原租房市场的租⾦⽔平快速上涨，⼤量农民⼯在

短时间内遭遇迫迁，⽽正规化的房源因为租⾦昂贵，对农民⼯具有排除

性，于是原本意图促进租赁市场规范化的新政反⽽令加剧了低收⼊外来

打⼯者的居住困难。 

 

总的来说，当前农民⼯的城市⽣存空间正在⼤幅度地限缩。城市住房

保障体系未能纳⼊农民⼯、部分⾮正规住房正在快速消失；部分⾮正规

住房则是在正规化的过程中产⽣对农民⼯的排除性。 

 

 

 



 62 

九、政策建议 

本章我们提出保障农民⼯城市 “居住权”的政策建议： 

 

1. 我们建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成⽴专门的⼯作⼩组，主导全国农民⼯住

房保障政策的整体规划，根据中央和地⽅实际情况，制订相应的发展

⽬标，定期公布、监督各地政府的政策执⾏情况，在未来五年内逐步

将全国 30%的农民⼯纳⼊城镇住房保障体系。 

以⾹港公共房屋政策为例，1950 年代开始，⼤量⼤陆移民居住于⼭边寮

屋等危险不适切住房，环境恶劣，在发⽣⽯硖尾⼤⽕后，超过五万市民

⽆家可归，促使政府直接介⼊房屋的供应。⾹港政府⾸先兴建徙置房屋

安置居民，虽然设施简陋，却成为⾹港公屋政策的起源，并于 1970 年代

设⽴⾹港房屋委员会，制订“⼗年建屋计划”，推展⾹港公共房屋政策⾄

今。这项由政府负责规划、兴建、管理的住房保障政策，为⼤量⽆法负

担私⼈房屋租⾦的底层市民和城市新移民提供了安居之所。现在，⾹港

有 179 个公共屋邨、76 万间公屋，容纳超过⼆百万⼈，约占全港⼈⼜三

成52，由此可见政府在住房保障供应中的关键性位置，及其主导的保障

性住房供应所能产⽣的正⾯效益。 

                                                
52 根据《⾹港房屋委员会公营房屋概览》，截⾄ 2017 年 3 ⽉ 31 ⽇，全港有 769,352 个公屋单位，认可居

民⼈数为 2,094,473 位。(http://www.housingauthority.gov.hk/mini-site/haar1617/tc/common/pdf/14-

Prh_Portfolio.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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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净流⼊的⼤城市中，住房保障主管部门应适当放宽现有住房保障

福利的准⼊条件、以收⼊为参考标准制定可负担的租⾦，使住房保障

政策真正惠及住房困难的低收⼊外来⼈⼜，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切实改善农民⼯居住条件。 

当前，这五个⼈⼜净流⼊城市⾯向外来⼈⼜的住房保障体系中存在对申

请者⼯作单位性质、学历、职业资格要求过⾼，或是租⾦过⾼的问题，

导致农民⼯基本被排除在城镇住房保障体系之外。全国范围内，购买保

障性住房和租赁公租房的农民⼯不⾜ 3%。53在放宽准⼊条件⽅⾯，我们

建议具体参考⼴州⾯向来穗务⼯⼈员54以及新就业⽆房职⼯55的公共租赁

住房政策，⾸先降低具整体承租公租房资格的单位门槛、并逐步将就业

稳定、⼯作艰苦、积极参与社会服务的农民⼯纳⼊住房保障体系。在租

⾦制定⽅⾯，我们建议参考⾹港实⾏的公屋租⾦定价机制，确保⼤部分

的公屋租⾦低于“申请公屋最⾼⼯资限制”的⼀成，56以居民收⼊⽽⾮市场

租⾦作为参考标准，确保租户可以负担公共住房租⾦。 

 

                                                
53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16 年农民⼯监测调查报告》。 

54 2016 年 5 ⽉⼴州⾸次推出 600 套公租房供来穗时间长、稳定就业的务⼯⼈员申请，个体可透过与⽤⼈

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缴交社保、办理居住证登记获得申请资格，从事公共服务领域艰苦岗位、参加志愿者

服务的申请者更可优先配租。 

55 在 2017 年出台的《⼴州市新就业⽆房职⼯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办法》，在⼴州市拥有法⼈资格的单位 皆

得以替新就业⽆房职⼯申请公租房，⼀共 921 家单位申报并承租这类公租房，房源⼀共 31699 套。 

56 申请公屋⼊息⽔平，指的是按家庭⼈数不同划分，⼤约是⾹港各⼈⼜家庭⼊息中位数的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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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进⾏”城中村”整治及棚户区改造⼯作时，对于符合⼀定条件的住

宅，由住建部协同省市相关部门成⽴⼯作⼩组，向基层单位统⼀拨款

并提供技术指导，以低度整治修缮妥善解决其消防安全问题。 

城中村的消防安全隐患和地⽅政府资源不⾜、未能建设完善的配套公共

设施有莫⼤关系。我们建议在五年内没有征地计划、建筑条件较佳的”城

中村”，由住建部拨专款予村委会、居委会或街道办等地⽅基层单位，进

⾏⽼化电⽓线路的改建和电⼒设施的定期维护保养，建设消防车通道、

消防⽔源等消防基础设施，设⽴消防联络⽹点，增加”城中村”消防部队⼈

⼿等。在低成本、低限度的整治修缮下打造更加宜居，外来⼈⼜亦可以

继续租住的空间。 

 

4. ⽬前⼤多数城市⾯向外来务⼯⼈员的公共服务申请以“房屋租赁合同备

案证明”为申请基础，城市政府应将⽬前社区⽹格化机制所掌握的外来

⼈⼜信息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联动起来，并监督出租⼈担负起备案的责

任，以农民⼯利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申请。 

⽬前⼤量外来务⼯⼈员在⼯⼚宿舍、集体宿舍、”城中村”农民房、蓝

领公寓有居住事实，但由于政策不明确、出租⽅不愿意登记等原因，在

取得房屋租赁证明上困难重重。合法的房屋租赁备案证明是农民⼯进⼀

步享有城市公共服务的重要条件，与办理居住证、随迁⼦⼥就学等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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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市民化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绑定。各城市政府应该加强落实农民⼯

城市公共福利均等化的政策、监督及加强规范出租单位或个⼈履⾏备案

的责任，简化农民⼯取得合法租赁证明的程序。 

 

5. 加强对租赁企业的规范并实⾏租⾦管制以保障租客权利。 

⽬前各城市对租赁企业的规范条例并不成熟，租赁双⽅权益不对等，

普遍存在不利于承租⼈的歧视条款或不合理制度；如遇纠纷，承租⼈要

⾯对的是⼀个民事权⼒更⾼的机构，处于更弱势的位置。相关部门应加

快完善住房租赁法规，保护租赁双⽅的平等权益，加强规范、监督房地

产企业的规模化租赁业务。 

 

    2017 年出台的《住房租赁和销售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为中国

第⼀个住房租赁专门法规，其中要求各地政府应建⽴住房租⾦发布制

度，定期公布指导租⾦；依法办理住房租赁备案；出租⼈不得未经约定

单⽅⾯提⾼租⾦、扣留押⾦；⿎励签订长期住房租赁合同；原租客享有

优先续租权等。我们建议在此基础上加强租⾦指导价格的约束⼒，或可

参考德国 2015 年出台的《租⾦刹车法》(Mietpreisbremse)，在房屋供应紧

绌地区，业主租⾦增加后所收取的租⾦不得⾼于当地租⾦参考值的

10%。此外，⽬前当出租⼈与承租⽅有法律纠纷时，司法途径为唯⼀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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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争议的途径，然⽽过程复杂冗长，对出租⼈不利，因此，我们建议

在基层设⽴简易的仲裁制度，如区（县）租赁争议仲裁中⼼，令租赁纠

纷可以透过该机制得到有效解决。最后，我们建议，在培育和发展住房

租赁市场的过程中，政府应照顾、平衡低收⼊租户的权益，出台适当的

优惠政策，发挥国企和公共租赁住房机构的⽰范效应，⿎励私⼈企业推

出⾯向低收⼊群体的租赁住房产品，以改善住房租赁供应结构。 

 

6. 利⽤“城中村”改造建设公租房缓解外来⼈⼜住房压⼒的可⾏性⽅案 

为了避免重蹈房地产导向的“城中村”改造对“城中村”农民⼯的驱逐，

对“城中村”改造的另类⽅案的呼吁逐渐增加。⼀些学者推崇将”城中村”改

造与公共租赁住房建设相结合以解决农民⼯居住问题的⽅案。根据⽥莉

对厦门“城中村”改造⽅案的测算，仅考虑村庄局部改造，就可覆盖约额外

30%的外来⼈⼜租房需求（不包括保留建筑能容纳的租客）。由此可见，

改造“城中村”提供廉租房的空间是相当巨⼤的。57 

 

利⽤集体建设⽤地建设公共租赁住房的⽅案需要政府基于社会公平的

有效⽀持和监督。在改造过程中，政府需在财政上进⾏投⼊、确保改造

后的房源租⾦可负担。在深圳，2017 年年底，⾸个由政企村合⼒改造“城

                                                
57 ⽥莉、姚之浩，《中国⼤城市流动⼈⼜的居住问题》，《比较》总第 94 辑 （2018 年第 1 辑），北京：中信

出版集团，2018 年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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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村”并纳⼊住房保障体系的试点项⽬“⽔围柠盟⼈才公寓”竣⼯。⽔围村

的住房保障试点项⽬为深圳提供了“城中村”“拆迁”之外，由政府、企业、

和村股份有限公司进⾏“城中村”“改造”、解决“城中村”居住安全隐患问

题、并纳⼊住房保障体系的可能性，该路径不仅可操作性⾼、成本较

低、亦较⼤程度上保留了“城中村”本⾝交通区位⽅便、周围⽣活机能⽅便

的优点，然⽽，⽬前该项⽬仅供符合特定⼈才资质的申请者申请。在武

汉，基于洪⼭区南湖村、马湖村等“城中村”拆迁与公租房建设相结合的

“洪⼭模式”也成为市政府重点推⾏的改造⽅向。然⽽，⽬前规定“城中村”

公租房的申请⼈必须具有武汉市户籍，直接将外来的打⼯⼈⼜排除在

外。这两个例⼦反映出利⽤集体建设⽤地建设公共租赁住房的⽅案中最

关键的是改造后的公租房的准⼊机制设定，我们认为应该结合第⼆点建

议，降低申请公租房的门槛、并逐步将就业稳定、⼯作艰苦、积极参与

社会服务的农民⼯纳⼊住房保障体系，才能真正维护原本居住的农民⼯

群体的利益。此外，亦可参考 2017 年年底杭州住房租赁试点⼯作⼩组推

出的临时租赁住房项⽬，计划在交通相对便利、配套相对齐全的区域，

结合“城中村”和旧城改造，将拆未拆 、或已拆除但短期内不实施开发的

地块上新建有住房保障性质、⾯向服务业外来务⼯⼈员的集体宿舍。预

计⾄ 2020 年底，累计筹集 4 万套房源。杭州为国内第⼀个改建租赁住房

以满⾜服务业外来务⼯⼈员居住需求的城市，此举将“城中村”改造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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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务⼯⼈员居住条件相结合，缓解了以基础服务业为主的低收⼊外来

⼈⼜的住房压⼒，具体落实“住有所居”的国家整体发展⽬标，值得其他服

务业蓬勃发展的⼤城市参考。 

 

    农民⼯是我国产业⼯⼈的主体，是推动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

量，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贡献。保障农民⼯在城市的居住权益，

让他们享受经济社会发展的进步果实，是党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