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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26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加快棚户区改造，促进经
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会议认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形势总体平稳。要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稳定市场预
期。要坚持稳中有进、稳中有为，积极采取既稳增长、又调结构，既利当前、又利长远，一
举多得的有效措施，着力扩大内需。很多方面如棚户区改造等，可以接续形成新的经济增长
点。要调整优化投资安排，压缩一般性投资，集中一部分资金重点加强对这些方面的支持，
把钱用在“刀刃”上，引导、带动信贷和其他社会资金投入。持续推进制度创新，不断释放改
革红利、激发市场活力，促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 

会议强调，棚户区改造既是重大民生工程，也是重大发展工程，可以有效拉动投资、消
费需求，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破解城市二元结构，提高
城镇化质量，让更多困难群众住进新居，为企业发展提供机遇，为扩大就业增添岗位，发挥
助推经济实现持续健康发展和民生不断改善的积极效应。 

会议决定，在过去 5 年大规模改造棚户区取得显著成效的基础上，今后 5 年再改造城市
和国有工矿、林区、垦区的各类棚户区 1000 万户，其中 2013 年改造 304 万户。逐步将非
集中成片城市棚户区统一纳入改造范围。同步建设配套市政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确保同步
使用。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政策支持。一是增加财政投入。今后 5 年要加大中央安排补助资金
的支持力度，地方各级政府也要相应增加资金投入。二是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棚户区改造的
信贷支持。符合规定的企业可发行专项用于棚户区改造项目的企业债券或中期票据。三是对
企业用于政府统一组织的棚户区改造支出，准予在所得税前扣除。扩大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
的税收优惠政策范围。四是落实相关政策措施，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通过投资参股、委托代
建等形式参与棚户区改造。五是加大供地支持，将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用地纳入当地土地供
应计划优先安排。六是完善安置补偿政策，实行实物安置和货币补偿相结合，由居民自愿选
择。 

会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重视并加强对棚户区改造的领导，省级政府是责任主体，
并把责任分解落实到市县和有关部门。要优化棚户区改造规划布局，方便居民就业、就医、
就学和出行等，确保工程质量安全。尊重群众意愿，禁止强拆强迁，依法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把好事办好。要抓住当前施工的有利时机，抓紧安排资金到位，加快推进棚户区改造工程，
确保完成今年改造任务。同时，还要抓好其他保障房的建设、分配和管理，继续做好房地产
市场调控，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本次会议区别以往的特点 

我们认为，这次会议和以往最大的不同点，就是不以保障性住房或房地产市场调控为会
议主题，而是开门见山以棚户区改造为工作要点。我们注意到，直到会议新闻稿的最后一句
话，才提到“要抓好其他保障房的建设、分配和管理，继续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促进房地
产市场健康发展。” 我们认为，这一变化体现了新一届政府力求办实事，力求办一件成一件
的工作作风，也显示了未来棚户区改造的重要性。 



   

 

 

  
什么是棚户区改造 

棚户区（危旧房）是指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简易结构房屋较多、建筑密度较大，使用年限久，房屋质量差，
建筑安全隐患多，使用功能不完善，配套设施不健全的区域。城市棚户区改造的方式多样，包括拆除新建、改建、
综合整治等多种方式。棚户区改造既是保障性安居工程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本身包含了配建廉租房等保障房的
任务。棚户区改造包括了城中村的改造，国有工矿棚户区的改造，国有林场棚户区的改造，国有垦区危房的改造
等。 

和兴建保障房不同，棚户区改造也包含了商品房的开发。市场的参与也使得快速的棚户区改造成为可能。在
改造过程中，居民一般可以自由选择实物或货币补偿，搬迁进入到回迁安置房之中。政府为了推进棚改，一般会
安排一定数量的棚户区出让腾出空地作招拍挂用途，并往往以拆迁的收益再专项反哺棚户区改造。一些大城市在
改造过程中，居民可能因为不满意补偿标准而不愿意被改造。但是，棚改始终是为了解决居民的住房困难，不是
为了土地财政。各城市，选择货币补偿的居民数量一般只占 10%上下。 

 

为什么强调棚户区改造 

首先，棚改是社会公理所在，民心所在。媒体可以只关注房价，而政府却看到低收入人群的实质需要。房地
产调控目的不是为了让部分居民抄房价的底，不是再造一个 2008 年。公共政策，首先要解决低收入居民家庭的问
题。大多数低收入居民家庭，首先想有一个更加宜居的家。提供可以出售的经济适用房和商品房市场的规范，其
紧迫性不如棚户区改造。在很多三四线城市，如果政府不给政策扶持，很多居民就只能继续蜗居下去，处境悲惨。
我们坚信，优先照顾底层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政策，闪耀着社会正义的光辉。 

其次，棚户区改造没有其他保障性住房的分配难题。棚户区改造是回迁安置，提升居民生活水平的概念，不
存在其他保障房分配的难题。 

最后，棚户区改造对经济有一定的拉动作用。这相当于政府给予中低收入住房困难人群定向资金补贴（尽管
这个补贴部分来自发展商和金融机构），有利于提高其日常消费能力。同时，棚户区改造又带动了安置房建设，乃
至腾出空地的商品性住房建设。总而言之，棚户区改造的最大意义，在于既创造了一部分供给，又创造了一部分
需求，还符合民生需要。 

 

棚户区改造对地产行业的机遇 

棚改是一次释放制度红利的改革。  

首先，棚改提供了符合政府需要又有盈利空间的业务机会。有很多发展商历来是积极参加旧改、城中村改造
的。棚改本身尽管是以政府为主，但政府也一直欢迎发挥市场主体的能动性。企业参与棚改的安置房建设，同时
政府也会在土地、资金等各方面给予补偿。具体的项目盈利情况，当然需要个别分析。但我们相信，历史上一些
有丰富的旧城改造和成片规划经验的龙头公司，如保利地产，华侨城，招商地产等，是有可能在此过程中受益的。  

其次，棚改释放了部分长期需求。棚户区改造事实上是释放长期需求的过程，获得货币补偿的居民大概率会
进入商品房市场，而获得实物补偿的居民，未来也有可能通过卖一买一来更新居住条件。 

棚改也增加企业拿地机会，也增多土地供给总量。棚改的空地除了建设安置房，也会一部分进入土地市场，
缓和地价上涨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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