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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视角下保障性住房建设中的
政府法律责任
李

静

（甘肃政法学院 民商经济法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内容摘要：住宅权是联合国规定的公民的一项重要权利，我国也在加入联合国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
公约》 时承诺为实现公民的住宅权而努力。保障性住房建设对于保障公民住宅权的实现，促进经济发展、社
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住宅权保障既是国家的义务，也是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必须建立起完善的住宅
权保障的制度体系，建立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的激励机制，明确政府的法律责任和义务，重塑政府的职责和
角色，从而促进政府在保障住宅权实现中发挥更好的作用。
关 键 词：住宅权；保障性住房；住宅权保障制度体系；政府法律责任；政府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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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重要的民生

观调控政策以期抑制商品房价格，从而引导房地

问题。早在 1948 年，联合国 《世界人权宣言》 第

产市场的良性运行。但是，高房价没有得到根本

25 条第 1 款就提出：“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

抑制，民众不满情绪增加。严峻的现实说明，将

人和家庭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

住房问题仅仅定义为市场经济发展中的自身问

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在遭

题，忽视住房这一商品在生产、销售和分配环节

到失业、疾病、残废、守寡、衰老、或在其他不

所具有的特殊性，将本应由政府主导、政府调

能控制的情况下丧失谋生能力时，有权享有保

控、政府参与、政府保障的公众住房问题过分地

障”。 联合国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

依赖市场化来解决，弱化政府在保障民众基本住

约》（以下简称 《公约》） 也规定：每个人都该

房需求上的责任，此种模式已经不能保障城市居

拥有住房，这是人的基本权利。由此，住宅权为

民尤其中低收入者的住宅权得以实现。为此，

法律所承认并被国际社会所接受，各国政府也纷

2007 年 8 月，国务院发布 《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

纷制定相应的法律与政策以保障住宅权的实现，

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国发[2007]24 号），

并承认获得安全、舒适、健康的居住条件是一项

把对城市低收入家庭的住房保障正式提升为住房

基本人权，其地位等同于其他传统的人权，如言

政策的主要内容，低收入家庭可以通过廉租房以

论自由权、宗教信仰权等。我国政府也于 2001 年

及外加经济适用房解决；中等收入家庭根据各地

加入 《公约》，承诺为实现公民的住宅权而努

实际可以采取限价商品房和经济适用房的办法解

力。我国政府从 1980 年代起就进行住房改革，在

决；高收入家庭主要通过市场解决。此外，党的

经历了 30 年的住房货币化、市场化之后，相当一

十八大报告中也指出：要加快推进保障性住房建

部分居民的居住条件获得了巨大改善，拥有属于

设，建立市场配置和政府保障相结合的住房制

自己的住房已不再是梦想。然而，20 世纪九十年

度，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管理，满足困难家庭

代后期以来的住房商品化也带来了房价的不断攀

基本需求。可见，保障性住房建设对于改善低收

升，严重阻碍了中、低收入者，尤其是低收入家

入居民的居住条件，对于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

庭住宅权的实现。对此，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宏

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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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配套资金的落实对地方政府而言的确困难；另

发展。

一方面，政府受自身利益关系的干扰，例如基于
①

住宅权保障强调国家的义务，而政府是具

“土地财政” 的考虑，不愿推动保障性住房的建

体行使国家权力并承担社会管理职能的国家机

设，而且加大、加快建设保障性住房会在一定程

关，一个国家所负担的国际法义务和国内法义

度上影响到商品房的房价，对地方 GDP 的增幅也

务都必须通过政府予以具体化，因此住宅权保

会产生一定冲击，从而给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带

障也是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需要指出的是，

来一定影响，诸多因素导致各地保障性住房建设

这种保障义务既是积极义务又是消极义务。积

进展缓慢。因此，如何调动地方政府在保障性住

极义务体现为政府以社会福利的方式直接帮助

房建设中的积极性，明确政府的法律责任和义

公民获得住房 （这是一种积极的直接履行其基

务，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重塑政府的职责和角

本职责的义务），消极义务则表现为政府通过经

色，从而促进政府在保障住宅权实现中发挥更好

济、行政、法律等手段完善社会经济体制、产

的作用，是当前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关键。

业结构、市场秩序等，创造有利的社会经济环
境使公民不同层次住房的需求得到满足 （这是

一、住宅权保障中政府责任的
不可替代性

一种间接干预的手段）。
（二） 政府责任的不可替代性
公民住宅权的实现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

（一） 住宅权的国家义务理论概述

如政治、文化、经济发展水平、自然资源以及个

对于住宅权，至今没有一部法律给其下定

人与家庭收入等，尤其对于低收入人群而言，仅

义，但明确其含义有助于理解政府在此领域中的

凭自身的努力是很难实现住宅权的。而由于政府

法律义务。从公法意义上讲，住宅权是指住宅人

是城市居住条件得到实质性改善所必需的资源的

权，即每一个公民维持其生存所必须的基本权

惟一持有者，因此，国家有责任与义务采取一定

利；从私法意义上理解，住宅权是指公民的住宅

的措施来帮助公民实现这一权利，这也是世界各

所有权以及与住宅所有权有关的其他财产权利。

国政府一致的共识。美国、英国、德国、法国、

因此，它既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又是公民的

日本等国家均通过其住宅法为社会低收入者提供

一项重要的财产权。

住房补贴、或提供公共住房等，使低收入者可以

每一项权利都存在与之相对应的义务或责

在市场上买到或租到其可负担得起的住房，从而

任，住宅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根据国际公约的

使其住宅权得以实现[2]。我国政府要实现“住有所

规定和人权法中的重要原则，其义务主体主要是

居”的社会保障目标，切实解决普通民众的住房

国家 。从保障人权的需要来讲，我国已加入

需求，首先要在保障性住房建设中把握好自身的

《公约》，也承诺将遵守公约的规定，负担起国家

角色定位，即政府应当成为保障性住房建设的主

[1]

的国内和国际义务，积极采取适当措施保障公民

导，这是由其不可替代的地位与作用所决定的。

住宅权的实现，如果不履行这项义务，无视甚至

1. 政府是土地资源的直接管理者，并直接行

纵容房价的高涨，对公民住宅权的保障不予重

使土地及城市规划权。在我国，土地的国家所有

视，导致人们的住房环境恶化，那么人们的生存

制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采用的具体形式，国家

权利如何得以实现？而且，由于房价过高，很多

所有的土地所有权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根据

人的支付能力不足，住房需求得不到满足，导致

我国 《宪法》、《物权法》、《土地管理法》 的规

一部分人的工作和生活缺乏安定性，由此引起对

定，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

社会的不满情绪越来越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

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

定。因此，从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出发，国家也

征用并给予补偿；国家采取出让或划拨的方式，

①土地财政是指一些地方政府依靠出让土地使用权，
也就是通过卖地的收入来满足与维持地方财政支出，
属于预算外收入，又叫

第二财政。

权利视角下保障性住房建设中的政府法律责任

典型的“中央请客，地方买单”的公共政策，大

求得到满足，才会拥护政府的治理，遵守社会秩 ·
序并服从政府管理，最终才能实现社会的稳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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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是由政府提供的，一方面，保障性住房属于

应积极履行住宅权保障义务。只有人们的生存需

李静

然而，与商品房不同，保障性住房的土地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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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国家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制

涉及保障性住房的各类税费，从而确保其低廉性

度。但在实践中，一般都是由政府代表国家行使

与公益性。在金融政策方面，具备条件的城市可

上述权利，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的用途以

以利用证券工具和多种融资模式，借助本市场为

及出让后的土地使用都是由政府决定并管理的。

保障房的建设融资。此外，政府有权对符合征收

正如学者所言，由于地方政府主导国有土地使用

条件的土地进行征收，并可以通过城市拆迁实现

权的出让行为，且收益基本归地方政府，“地方

保障性住房的建设。

政府实际上成为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代理人” 。
[3]

综上，政府是公民居住条件尤其是低收入者

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是土地资源的直接管理者

改善住房所必需的资源的惟一持有者，在保障性

与代表者，自然也是保障性住房建设用地的提供

住房建设中政府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地位与作用

者。

决定了保障性住房建设既是政府的一项政治责
另外，根据我国 《土地管理法》 的规定，各

任，更是政府的一项法律义务[6]42。

级政府组织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

二、住宅权保障中我国政府
履行责任的现状分析

法》 则规定了各级地方政府的城市规划权，并规
定各级政府制定近期建设规划须根据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规划、各地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和年度计划报总体规划审批机关备案。对于保

保障性住房作为政府的一项民生工程，是中

障性住房建设而言，政府要从当年的土地规划编

低收入群体享有基本居住权的体现，也是实现社

制优先列出，确保土地的供应量；同样要将保障

会公平公正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需要。自 2007 年

性住房的规划纳入到城市总体规划中。

起，我国开始重视保障性住房建设，发布了一系

2. 政府是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的直接的、实

（2007 年 10 月）、《廉租住房保障办法》（2007 年

建设资金由政府负责提供，多方筹集，专款专

11 月）、《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2007 年 11

用。以 2014 年国家下达的保障性住房建设为例，

月）、《经济适用住房开发贷款管理办法》（2008

全国计划新开工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 700 万套

年 1 月） 等，以及国务院、各部委发布的关于经

（其中各类棚户区 470 万套以上），基本建成 480

济适用住房、廉租房的其他规范性文件，各地关

万套。截止 2014 年 9 月底，已开工 720 万套，基

于经济适用住房、廉租房的地方性法规。同时，

本建成 470 万套，分别达到年度目标任务的 103%

国家提出了建设保障性住房的计划，2009 年开工

和 98%，完成投资 10 700 亿元[4]。而截止 2014 年

建设各类保障性住房 330 万套，2010 年为 590 万

5 月，中央财政下拨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

套，2011 年为 1 043 万套，2012 年为 700 万套 [7]，

金 1 193 亿元，用于支持地方特别是中西部地区

2013 年 为 600 万 套 ， 2014 年 则 计 划 完 成 700 万

发放租赁补贴、建设公共租赁住房和实施城市棚

套。在资金方面，除了中央财政积极支持外，社

户区改造等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 。由此可见，

保基金、公积金、养老保险等社会资金纷纷进入

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不仅需要国家财政的支持，而

保障房领域；在税收政策方面，落实相关税费优

且，除了中央财政下拨资金外，在建、新开工的

惠政策，努力降低保障房成本，如针对房地产开

保障房项目也需要地方配套大量资金。因此，政

发企业在开发项目中配套建造廉租住房、经济适

府负有提供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的义务与责任。

用房的，按其建筑面积占总建筑面积的比例，免

也惟有政府才能通过行使公权力，集中财力、物

征开发商应缴纳的城镇土地使用税。

[5]

力进行保障性住房建设。

政府为改善低收入家庭的居住水平与条件，

3. 政府具有制定征收土地、金融财税政策等

保障公民住宅权的实现做了大量工作，积极履行

权力。政府通过创新保障房融资体制，通过税

其应尽的责任，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问题依然

收、金融等手段，并调动民间资本投资保障房建

不少。

设，为保障房建设开辟稳定充足的资金来源。在
136

列法律文件，如 《廉租住房保障资金管理办法》

际的提供者。保障性住房与普通商品房不同，其

（一） 住宅权保障的资金缺口大

税收方面，为鼓励兴建保障性住房，鼓励社会资

保障性住房是政府解决中低收入群体住房困

源的投入，政府有权制定优惠的税收政策，减免

难问题的重要举措，属于典型的“中央请客，地

资金，但教育、医疗、水务等民生项目的庞大资
金需要各级地方政府配套，已经开工的基础设施

式，鼓励人们购买商品房或者到市场上承租房 ·
屋。对这些现象却缺乏有效的政策实施监管机

等重大项目的续建资金也需要地方政府提供。中

制，一定程度上也导致地方政府执行住房保障的

央财政补贴只是保障房资金的一小部分，其余都

效率降低。

得地方政府自筹。以 2014 年为例，截止 5 月份，

2. 住房保障政策的执行质量差。作为保障性

700 万套保障性安居工程投资需要近 1.1 万亿元，

住房建设用地的提供者，一些地方政府为了保证

中央财政拨款仅 1 193 亿，可见地方政府的缺口

“土地财政”的利益不受影响，往往将城市边缘

之巨大。资金不到位就会影响保障房工程进度，

地区较偏远、价格低廉、基础服务设施不完备、

甚至会导致“烂尾楼”。而保障房建设却因其投

交通不便的土地作为保障房用地，增加了居住者

资规模大、回报期长、收益率低等特点，使商业

的生活成本，出现了廉租房不“宜居”、廉租房

银行、企业等不愿意进入该领域。因此，资金不

不“廉”、廉租房被弃等现象，甚至导致保障房

足的问题仍然需要地方政府花大力气解决。

集中的地区成为“贫民窟”。此外，保障性住房

（二） 住宅权保障的法律缺位
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一部专门的保障性住

的质量问题更是层出不穷，如各地陆续出现的保
障房地基下陷、墙面开裂、楼房漏水等问题。

房的法律，只有国家有关部委及地方政府颁布的

3. 实践中，保障性住房分配中的不公平现象

一些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等。这些

时有发生，如武汉的经济适用房“六连号事

法规、规章大多只是作为暂时的措施，且规定较

件” ① ，屡见不鲜的“开宝马住经济适用房”等

原则、笼统，缺乏完整性、系统性和配套性，效

现象，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的保障房制度

力等级较低，保护权利的范围不够，导致住房保

在整体上存在着监管不严、责任不清、处理不严

障制度的法律权威性和约束性不够，甚至导致在

等问题。部分保障房的分配者和高收入者基于自

保障房政策执行中出现地方利益高于全国利益、

身利益的需求也打起保障房的主意，使得大量不

部门利益高于群众利益、经济建设投入重于保障

符合购买资格的人购买了经济适用房，而真正住

住房投入等现象。特别是在政府的住房保障责任

房困难的人群却难以获得本就有限的保障房源，

和对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财政投入上，存在较大随

导致政策未能实现预期的保障作用。

意性，可能随上级政府要求的改变而改变，公民

综上，目前住房保障体系中出现的诸多问

的居住权也得不到切实保障 。因此，对住房社

题，无不与政府责任的缺失有关。从近些年房价

会保障的政策定位、保障的对象、范围与标准、

节节攀升的情形来看，政府过于热衷于市场，强

保障的途径与方式、实施保障的组织、机构与职

调房地产业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忘却了保障公

责、法律救济措施与手段等均需要一部专门的法

民住宅权的责任；广大普通民众对高房价带来的

律加以规范。

压力作出较为负面的反应之后，甚至在全国各地

[8]

（三） 住宅权实现的监管缺位

权利视角下保障性住房建设中的政府法律责任

用地。甚至一些地方政府以发放财政补贴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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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买单”的公共政策。虽然中央财政会下拨部分

都因高房价出现不同程度的恶性事件 （如暴力拆

1. 住房保障政策的执行效率低。面对众多的

迁） 之后，又试图通过各种限贷、限购等行政手

住房保障需求，中央政府积极推进保障性住房建

段对房地产业进行宏观调控，以此来推卸政府在

设，给予政策、财政支持 （如前文所述）。但由

住宅权保障方面的责任。笔者认为，要从根本上

于建设保障房不如商品房收益大、回报快，地方

解决上述问题，关键在于政府要完全承担起住宅

政府没有动力和积极性去建设保障性住房。在地

权保障义务。因此，必须建立完善的住宅权保障

方财政利益的驱使下，为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以

制度体系，建立调动地方政府在保障性住房建设

提高 GDP 从而增加自己的政绩，地方政府不择手

中积极性的激励机制，明确政府的法律责任和义

段地通过低价征地，以数十倍甚至百倍的高价将

务，重塑政府的职责和角色，从而促进政府在保

土地出让给房地产开发商，而非用于保障房建设

障住宅权实现中发挥更好的作用。

① 2009 年 6 月 12 日，武汉市 5 141 名市民参与了经济适用房余家头小区三期 B 座的公开摇号。在电脑摇号摇中的 124 名市民

中，竟有 6 人的购房编号是依次相连的，且均为 2009 年在硚口区登记。此事件由于网络和媒体的介入很快被曝光。通过调查，这是
一起官商勾结，多方利益集团“通力合作”制造出来的买卖丑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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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与管理机构，以便有效推进各项制度能够得
到有效实施；并构建全面的住房保障法律责任制
度，对公民住宅权的救济方式、救济程序、归责

（一） 构建完善的住宅权保障的法律体系

原则、具体责任的承担等予以规定，确保各类义

各国住房保障的立法经验证明，只有运用法

务主体按照法律的规定严格履行其住房保障职

律制度解决住房保障问题，才能给公民住宅权的

责，保护公民的基本住宅权利，促使实现住有所

实现提供全面的制度保障，给人民安居乐业的现

居的住房保障目标。

实需求奠定良好的基础。由前文可知，我国现有
的有关住房保障的法律法规文件中，政策性文件

（二） 加大财政投入
加大财政投入，
，拓宽融资渠道
对于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的缺乏是一大

多，法律规范少，立法层次低，且相互之间规定

障碍，而保障性住房建设主要依靠政府主导，

也不一致，导致实践运用中产生了许多问题。

且保障性住房政策执行的力度和保障性住房建

住宅权的实现，就法律层面而言，需要以宪

设的力度也是由政府财政投入的力度直接决

法为中心的法律体系的支撑，以一系列细致而全

定。在对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财政投入中，其中

面的配套法律法规为依托，依靠行政机关强有力

一项重要的资金来源是按土地出让净收益 10%

的执行，司法的最终保障，形成一个以宪法和住

的比例提取的 [10]。但由于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土

宅法为中心的全面的系统的法律保障体系[9]。从目

地出让收入将呈下降的趋势，这给地方政府提出

前我国 《宪法》 的条文来看，惟一明确出现与

了严峻的挑战。因此，地方政府必须做好充分的

住宅权相关的条款只有第 39 条：“中华人民共和

应对准备，切实拓宽资金来源渠道，确保保障性

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

住房建设的资金到位。为此，可以借鉴国外保障

法侵入公民的住宅。”但此条只是对住宅自由权

性住房融资经验，创新保障房融资体制，通过税

的保障，是一种对消极义务的履行，并没有涉

收、金融等手段，并调动民间资本投资保障房建

及国家如何积极保障公民住宅权的实现。笔者认

设，为保障房建设开辟稳定充足的资金来源。例

为，应当将住宅权纳入到宪法的基本权利体系当

如，贷款贴息、投资补助、采取企事业单位参与

中，在 《宪法》 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与基本

等方式引导、鼓励社会资金参与保障性住房建

义务”明确规定住宅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设；通过银行资金、保险资金、信托投资基金、

国家负有尊重、保障并促使其实现的义务。这样

私募基金、民间资本等融资渠道，解决融资困局

就使得国家所承担的保障住宅权的义务上升为法

问题。在税收政策方面，可以减免保障性住房建

律义务，从而使政府对义务的履行有了法律依

设涉及的土地税、房产税、营业税等税费，住房

据。

消费方面给予适度的税收减免，比如对低收入者
此外，鉴于我国目前关于住宅权保障方面的

获得的住房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从而增强其支

法律缺位，笔者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住房

付能力[11]。在金融政策方面，具备条件的城市可

保障制度的现状，须在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和原

以利用证券工具和多种融资模式，借助本市场为

则的指导下，尽快出台统一的 《住房保障法》，

保障房的建设融资。同时，完善保障房住房贷款

明确规定公民享有住宅权利的具体制度以及各级

担保机制，降低中低收入家庭购房的首付比例，

政府的义务，以有效保障公民的住宅权的实现。

延长贷款期限，给予贷款利率优惠等措施以增强

该法作为公民居住权保障的基本法，应以公民住

其购买能力。

宅权的保障和实现为核心，确立公民住宅权及住
宅权实现的国家责任；明确住房保障的对象、保
障标准、保障方式、保障资金的来源；重视住房

（三） 建立调动地方政府在保障性住房建设
中积极性的激励机制
长期以来，地方 GDP 的增长幅度是我国对地

建设中的各个环节，建立合理的住房建设制度； 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的一个主要标准，近来虽说
已有改观，但还是未能改变全国的现状，在这种
将保障性住房制度作为重点内容，对于保障性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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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的用地、建设规划、保障房申请主体的资格、

政绩观的影响下，地方政府建设保障性住房的积

保障房分配机制、退出机制及保障房之救济与责

极性难以调动。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将保障房

政绩考核中，比如可以将建设资金的投入情况、
保障性住房兴建的进展状况、保障性住房的分配

府责任贯穿于土地供应、项目确立、审批、项目建 ·
设、分配等各个环节。因此，当政府及其工作人员

等作为保障性住房建设考核的指标，应更加注重

在这些环节中出现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

保障性住房建设、民众满意度等社会效益标准，

弊等各种问题时，应对失责人员尤其是对政策落实

并将对地方政府官员的奖惩考核与保障性住房建

不到位的各级政府的主要负责人进行追究，依法给

设挂钩，从而为地方政府进行保障性住房建设消

予行政处分乃至追究刑事责任。

除后顾之忧。此外，对于较为贫困、保障性住房

3. 细化政府在保障性住房建设中的法定责

需求较大的地方，中央财政应加大资金投入与宏

任。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对有关住房保障

观调控，对于保障性住房建设任务完成较好的地

问题，主要是单行法或者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中

区应给予奖励等。

的一些零星的、原则性的规定以及有关的地方性

（四） 明确政府在保障性住房建设中的法律
责任

法规和规章予以规定。例如建设部、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国土资源部、人民银行于 2004 年 5

政府作为保障房建设的主体，对解决中低收

月 13 日联合发布的 《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 和

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负有义不容辞、不可替代的

建设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监察部、民政

责任。公民住宅权的实现不能仅凭政府的良心而

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

为之，我国当前法律体系在规范地方政府保障性

税务总局和国家统计局等九部门于 2007 年 11 月 8

住房建设的法律责任方面存在缺失

。因此，明

日联合发布的 《廉租住房保障办法》 等部门规

确政府在保障性住房建设中的法律责任关键在于

章，对于解决城镇低收入人群的住房困难，改善

要在法律上为政府承担责任提供依据。

居民生活和居住条件作了比较详尽的规定。但这

[6]42

1. 在立法上将“保障公民住宅权”作为政府

些规定也存在着较多缺陷：比如这些文件规定了

的政治责任和法律义务，从法律层面来保障公民

准入程序，但对于政府违反该程序如暗箱操作后

的住宅权，以法律明确政府保障住宅权的义务，

应如何承担法律责任，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未

才能使公民住宅权得到实现。为此，如前文所

作规定；规定了退出机制，但对于违规者的惩罚

述，除了在 《宪法》 中将公民的住宅权作为基本

力度过低；原则规定了保障房的资金来源，却未

人权加以规定外，还应尽快出台统一的 《住房保

规定资金的管理和使用等。因此，应细化政府法

障法》，并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和责任追究机

定责任，这也是完善的法律制度所必备的条件。

制。在 《住房保障法》 中，确立公民住宅权及住

（五） 重塑政府在保障性住房建设中的角色

宅权实现的政府责任，明确保障性住房建设责任

在实践中，政府在保障性住房建设中的角色

的主体是政府，并明确各级政府公权力行使的范

定位是非常复杂的，因为保障性住房的问题不能

围与限度；同时设立专门的住房保障的组织、管

单靠政府的力量来解决，更不能简单地靠市场经

理与监督机构，负责组织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分

济去运作。

配、管理，严格监控保障性住房的准入与退出，

1. 政府作为保障房建设的推动者和主导者，

负责监督各级地方政府保障性住房建设进度、专

承担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责任和义务。例如，政府

项资金的使用情况，以便有效推进各项制度能够

可以动员企业等社会力量在政府的统一规划和指

得到有效实施；以专章规定法律责任，责任形式

导下协同参与保障房建设。作为主导者，在保障

主要为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无论是政府机构或

性住房领域，政府的干预必不可少。这主要体现

是被保障者，只要违犯了住房保障法的规定就应

在投资和管理两个方面：一方面对于保障性住房

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建设中的各个环节，政府的管理不能缺位；另一

2. 建立官员个人问责机制，即项目建设期间
的管理机关负责人对项目承担连带责任，当保障
性住房质量、分配出现问题时，要追究主要负责
人的行政甚至刑事责任

权利视角下保障性住房建设中的政府法律责任

停留在保障房的分配环节，而要从源头抓起，将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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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政策落实和运转效率等纳入到对各级政府的

方面政府要从各个渠道筹集资金确保保障性住房
的开工建设。
2. 政府应成为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制定者，科

[6]43

。这是因为，保障性住

学地制定保障政策。住房政策作为社会政策的一

房建设的时间跨度较长，政府责任的承担不能仅

部分，制定者要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并根据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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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水平的现状和预测，动态前瞻地把握将来保

配套的完善。

障人群的变化，有所预测。在制定政策时，应注

4. 政府作为监督者，以确保保障性住房市场

意住房保障需求的层次性，重点关注、解决低收

的良好发展。没有监督就没有管理，这是一条定

入家庭的住房需求。

律。如何监督？谁来监督？当然，政府作为保障

3. 政府在保障性住房建设中理应承担土地的

性住房建设主体负有不可推卸的义务，例如从土

提供者和投资者，拓宽融资渠道。例如，政府可

地规划、房屋建设、设施配套等各个环节对开发

以回购部分住房作为保障性住房、通过低息或无

商进行监督和管理，对保障房的准入、退出、使

息贷款、专项资金补贴等方式进行“投资”；在

用等建立专门机构并配备足够的人员进行全过程

做保障房供地选址的工作方面，将其放在整个城

的动态监管。除此之外，政府本身也应当接受社

市规划中合理布局，并注意交通、教育、医疗等

会和公民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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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ight to adequate housing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rights enforc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for every citizen. China also gave consent to all the items listed on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when signing it. The implementation of affordable housing projects is vital for the realization of citizens’right to adequate housing, promo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alization of harmonious society. To protect the right to adequate housing is not only the duty of the nation but also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It is suggested that legal systems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ensure the right to adequate housing, and incentive schemes should be worked out to mobilize the enthusiasm of the local governments while specifying their legal responsibilities and obligations, and rebuilding their images, so that a better role of the government will be played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affordable housing projects.
Keywords: the right to adequate housing; affordable housing; system to ensure the right to adequate housing; legal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government; the role of the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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