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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金玲

要闻

本报评论员 李锦

3月 1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
中外记者会上明确表示，中国人民银
行和银监会正在积极考虑将温州的民
间金融作为综合改革的试点之一，并
第一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新
36 条”，称要“出台具有可操作性的实
施细则”。“新 36条”至今得不到落地
的原因何在？民间金融又该如何规范？
带着这些问题，3 月 16 日，《中国企业
报》记者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
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

从没有约束过渡到市场机制

《中国企业报》：3月 14日，温家宝
在中外记者会上明确表示，“中国人民
银行和中国银监会正在积极考虑将温
州的民间金融作为综合改革的试点之
一。”你怎么看这个信号传递的信息？
赵锡军：在中国历史上，民间借贷

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比如票号、民间

金融机构等，延续了几百年，并没有因
为当局或者政府立法不立法而中止
过。

历史上，温州的商人就比较活跃，
民营经济发展较早。上海刚刚开埠的
时候，就有很多江浙一带包括温州的
商人。而如今，温州的民间金融不仅仅
局限于个人生活、消费领域，已经拓展
到生产经营和投资领域，发展更加迅
速。

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民间借贷
更加活跃，经济发展后，老百姓生活水
平提高，闲钱越来越多，有一些投资的
需求，随着经济的活跃，创业的人也越
来越多，对资金的需求不断扩大，各种
环境条件的发展变化，使民间借贷和
民间金融开始不断地发展起来，尤其
是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比较高的地区，
更是如此。

传统上，民间借贷受各地的道德、
乡规、民约、行规约束，并不是全国统
一的。如果说在今天，我们再用这些传
统的行规习俗来约束越来越活跃的民

间金融活动，它可能就约束不了了。原
来借贷规模比较小，涉及的领域比较
少，人也不是很多，现在市场经济条件
下，大规模的市场化经营，涉及的资金
规模越来越大，而且，现代化的市场，
瞬息万变，一旦决策失误，就会马上产
生市场上的连锁反应，有的业务不仅
仅在国内，已经拓展到国际上。

所以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营
活动的方式、方法，环境、条件、技术都
发生了变化，每个人的权利、义务、责
任都要有法律上的明确规定。

今年记者会上明确提出这个问
题，应该说是顺应市场经济的需求，某
种程度上说已经有点晚了。
《中国企业报》：在民间金融方面

我们目前有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赵锡军：我个人觉得，在从传统规

则向现代规则过渡的过程中，没有过
渡好。民间借贷这些年发展很猛，是和
我们的经济发展迅速密切相连的，但
中间的制度衔接没有跟上，出现了断
层。 （下转第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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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兴办金融机构
民资闯关温州综改试验区
银监会表示，《方案》已经会签，尚需走一定程序

针对当前民间资本投融资难题，3
月 1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外记
者会上表示，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
会正在积极考虑将温州的民间金融作
为综合改革的试点之一。

实际上，自 2011年出现民间借贷
危机而引发企业老板连续“跑路”事件
以来，温州市与浙江省就向国务院提交
了《温州国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
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对该《方案》，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
林两会期间表示，部门之间已经会签，
还需要走一定的程序才能够出台。

方案的批复，是否意味着民间金融
改革真正破冰？不少温商乐观地认为，
总理的表态，意味着温州金融改革方案
获批的可能性大大提升了，这将为引导
温州的民间资本走向规范化、阳光化提

供更多的机会。
温州上下为此欣喜的同时，中国民

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却对其无情
地浇了盆凉水。
“这个试点做得很不够。管的方面

还是太多了一些，放的地方不够，尤其
是民间资本怎么兴办金融机构，特别是
民间资本办银行，根本没提到。”3月 16
日，保育钧对《中国企业报》记者直言，
“我不看好温州金融改革试点，试点没
多少实际意义。”

保育钧认为，试点的核心应该是放
开民间资本，让民间资本兴办金融机
构。

重提金融改革试验区

温州大学城市学院常务副院长谢
健认为，从温总理的表态中可以看出，
高层已经意识到民间金融的重要性。当

前，金融体制存在一定缺陷，银行体系
并不完备，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在此背
景下，民间金融可以起到很好的补充作
用，鉴于当前民间金融不合法、不规范、
风险高，更需要政府加强引导，疏堵并
举，将民间资本引上地面，改善中小企
业融资环境。

早在 2002年，温州就被确立为全
国唯一的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此次是
去年温州借贷危机后重提金融改革综
合试验区，相当于试验区第二轮改革。

据了解，温州综改区方案，起初包
括温州金融办提出的“金融改革创新行
动方案”8 条举措以及温州市银监局、
人行温州中心支行的 1项（筹办温州科
技投资银行）和 2 项试点项目（民间资
金境外直投和利率市场化）。外界当时
将这套方案称为温州综改区“8+3”系
列。

（下转第九版）

专访中国人民大学财金学院副院长赵锡军

本报记者 王敏

今年两会最引人注目的是压轴戏总理答记者问。总
理答记者问最引人注目的是房价问题。

房价问题关系到每一个家庭的命运，所以总理的讲
话是从牙缝里一字一字挤出来的。
“什么叫房价合理回归？我以为合理的房价，应该是

使房价与居民的收入相适应，房价与投入和合理的利润
相匹配。现在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房价还远远没有回
到合理价位。因此，调控不能放松。如果放松，将前功尽
弃，而且会造成房地产市场的混乱，不利于房地产长期健
康和稳定发展。”

所谓合理，便是符合规律，总理讲的这两条规律，是
首次提出，房价要符合实体经济行业的运行规律，消除泡
沫，消除混乱，恢复健康和稳定发展状态，意义重大。

温家宝“促进房价合理回归”的两条标准

总理在近两年，七次讲到“合理的房价”,大家总是难
以参透“合理”这两个字的玄机，现在总理提出标准了，这
便是从买房人到卖房人角度来认识合理。房价合理是投
入与合理利润匹配，是房价与收入匹配，这是实体经济行
业的经典术语，也就是说，未来房地产不再是投资者主导
的市场，而是城市化进程中刚性需求为主的市场，除非出
现失控情况，暴利不再成为选项。这是房地产调控以来的
主导思想，现在更加明确了。

从 2009年本轮楼市调控以来，2009年 12月至 2010
年间，主要目标是“遏制房价过快上涨”；2011年以来，目
标变成了“房价合理回归”，或“房价回归合理水平”。温家
宝已七次明确提及“促进房价合理回归”。2012年 3月 14
日的答记者问，是总理第七次讲到房地产的合理价格了。

房价的合理标准是什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这也是近几年认识上模糊造成实践上混乱的原因。现在
总理终于发话了：“那我们都要考虑了，什么才是合理的
房价呢？合理的房价应该以买房者的收入作为考量的标
准。合理的房价应该以使用住房的支出占家庭开支的比
例作为标准。如果这可以达成社会一致认识，那房价合理
性就成立，否则，房价的高低无法体现合理与否。”

说者说得清清楚楚，听者听得明明白白。
确实，中国很多买房的人，首付是前辈几十年的积

蓄，自己又背上未来几十年的高额房贷。合理与否？
贺铿是一名副部级官员，在央视节目中自曝靠工资

买不起房子；贺铿说，凭我的工资收入，肯定是买不起房。
合理与否？

何为合理，可能有三五条，十条八条，现在总理从买
方与卖方来分析，是抓住了要害。房价收入比是指住房价
格与城市居民家庭年收入之比。以房价收入来衡量一个
区域房产运行状况是国际公认的方法，成为判断炒作程
度的试金石，因为没有任何开发商会能控制区域人民收
入水平的。

总理讲的投入与合理的利润理论相匹配的标准，正
是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核心内容。这也是实体经济
理论的核心内容。

以房价收入比分析 每平方米 1.2万元左右
总理讲的两个标准都并未提出具体的指标，实际上

也很难明确指标。亮点在于“房价还远远没有回到合理价
位”。我们有必要对此提出方案。

国际上目前比较通行的说法认为，房价收入比在 6
倍左右为合理区间，发展中国家要稍高一点，在 6—8倍
之间为合理区间，若计算出的房价收入比高于这一范围，
则认为其房价偏高，房地产可能存在泡沫，高出越多，则
存在泡沫的可能性越大，泡沫也就越大。

一般的住房支出（包括还贷、土地税、直接用于住房
的其它开支）应小于家庭总支出的 33%。合理价位应该与
收入水平相适应。收入水平是家庭的平均年收入。如果 6
年左右的年收入可以买一套适合的房子，房价就是比较
合理的。如果按此判断，房价总体可能要回落 30%才可以
达到合理的价位。

有人曾调查，北京个人的年均收入大概在两万元，按
一个家庭的三口之家算是六万多，那六年是三十六万，应
该能买一套适合三口之家居住的，比方说一百平方米。这
个水平就是合理的。

目前的北京房价比是多少？这个比值大概是一比十
二，而且远远超过这个幅度。 北京、上海、厦门、杭州、深
圳等城市多在 12倍以上。一比六是一般而言，大城市肯
定要超过。北京的房价应该高一点，也是合乎规律的。比
如美国纽约的房价就高，下面一些州的房价就低。

目前，在澳大利亚，在悉尼、堪培拉买一个房子也没
北京这么贵。我们的收入水平可是人家的 1/10。显然有泡
沫在里面，也就是我们说的不合理。所以说现在要解决的
是泡沫问题，不是说要把北京的房价降到哪去，也不是要
把全国的房价降到哪去。

（下转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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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温商乐观地认为，总理的表态，意味着温州金融改革方案获批的可能性大大提升
了，这将为引导温州的民间资本走向规范化、阳光化提供更多的机会。 CNS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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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家宝总理在两会答记者问

时提出房价合理回归的“相适应”、
“相匹配”，这是实体经济行业的经
典语言，意在让房地产去掉泡沫成
分，回归实体经济规律，意义重大。
现发表《温总理提的“房价合理底
线”应是多少》一文，是本报的实体
经济评论第五十五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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