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烟烟台台房房改改：：百百姓姓从从忧忧其其屋屋迈迈向向优优其其屋屋
听老烟台人讲述近30年烟台住房变迁史

“烟台房改，在中国住房制度改革史
上留下了重重一笔。”原烟台市市长杨金
镜说。

1986年3月，烟台被国务院确定为全
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试点城市；1987年8

月，烟台房改方案出台实施；1988年，烟台
房 改 配 套 试 验 的 第 一 个 商 品 住 宅 小
区——— 民生小区建成；2014年，烟台开启

“三房合一、租补分离”的住房保障新模
式……

作为全国房改首批试点城市，从1986

年至2014年，在近三十年的房改道路上，
烟台经历了一场从忧其屋到有其屋再到
优其屋的变革。

编者按

房改前：

住房“等靠要”

很多人借房住

众所周知，在新中国刚成立后的三四
十年里，全国上下实行的是福利性质的住
房分配制度。统筹统建、福利分房、低租
金……是那个时候的住房关键词。那时
候，一些工龄长、官职高的职工在这一制
度下，享受着住房的“福利”，交很低的租
金，住很大的房子。然而，更多的人要在这
种制度下饱受无房之忧，在“排队”等分房
中备受煎熬。

说起当年的住房情况，家住白石街道
的白山打开了“话匣子”：“房改前很多人
借房子住，房改后都有了自己的住房。”

“当时城镇居民解决住房问题停留在
‘等、靠、要’上，等国家建房，靠组织分房，
要单位给房。”白山说，当时各单位福利分
房依据的是工龄、职称以及是否双职工等
综合评分。所有人都期盼着能尽快轮上自
己。

20世纪70年代初，白山结婚的时候，
借来朋友三间房住，一间是他和媳妇的，
一间是母亲的，还有一间则是用来烧火做
饭的。后来，朋友的孩子回来了，白山一家
人必须让出一间卧室。“我只好回到单位
宿舍住，老婆和母亲继续在朋友家借住。”
白山说，因为在单位吃饭需要用钱买饭
票，白山晚上在单位睡一觉，一大早再折
回家吃早饭，然后再回单位上班，一天三
顿饭都是如此。他和老婆过了几年“分居”
的日子。

“单位领导很替员工着想，在1976年
终于给我分上了房。”白山说，单位给分的
是所城里的三十多平方米的房子，“其实
这个房子是半套，和另一家是对屋。”感觉
生活起来实在太不方便，便和其他人换
了，换成了如今白石这套三十多平方米的
楼房。“当时我成了单位不少人羡慕的对
象，因为那时候很少有人住楼房。”虽然这
楼房里一样没有自来水，一样两三家一个
卫生间，白山一家人却美美的，“住在楼里
视野开阔，也干净，后来有了自来水更是
方便。”白山在这套三十多平方米的楼房
里，迎来了儿子，送走了母亲。

“那时候分套房不容易，很多人分不
上房。”白山回忆道，曾经姐姐单位的一个
技术员结婚时没有分上房，只好借住在他
家，“我们腾出主卧来给他们当新房，我们
在次卧住。”当时也没觉得啥不方便的，虽
然别人借住在他家几年，但不在他家做
饭，也没啥影响。

后来，他从单位下来了，但单位给分
的这套房，他们一家人一直交着房租住到
20世纪90年代。

房改政策进一步推进，鼓励买单位公
有住房，白山一家人便把这房子买了下
来。

如今，白石区片已启动搬迁，白山家
所在的位置搬迁也指日可待。不几年后，
白山一家或许又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房
中。他的儿子已经结婚，是在莱山买的商
品房。

第一轮房改：

想多住就得多拿钱

住房紧张情况趋缓

白山回忆的“排队”等分房的制度到了不
得不改革的时候。1986年3月，国务院确定烟
台、唐山、蚌埠为全国房改试点城市。在试点
城市中，烟台打响了房改“第一枪”。1987年，
烟台建立了全国最早的住房储蓄银行，也就
是今天恒丰银行的前身。经过一年多的努力，
改革方案于1987年8月出台实施，烟台房改思
路定为“提租发券，空转起步，滚动前进，逐步
过渡”。

虽然当时在烟台推行房改具体工作的市
长、房管局领导都不在烟台了，但关于烟台房
改的记忆，在一届届传承中，后人说起来依然
历历在目。烟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总经济
师刘健，参与房改工作时，虽然赶上的是第二
轮房改，但他对1986年烟台经历的第一轮房
改战役，也耳熟能详。

“当时公房租金从原来的0 . 1元/平方
米，提高到1 . 2 8元/平方米的准成本水平；
考虑到大幅提租，老百姓承受不了，按标准
工资23 . 5%的系数给职工发住房补贴券。也
就是所谓的‘提租发券’。”刘健说，把福利
房分配推向社会化、市场化，把房子的租金
提高到真实反映房子价值的市场水平，这
样再按照工资的23 . 5%发住房补贴给职工。

“当时住房补贴不发到个人手里，而是直接
抵顶要交的房租，这样每月职工只需要交
住房补贴与住房市场租金的差额部分就行
了。”但是，与之前住的福利房相比，每月交
的租金肯定多了。

“想多住房就得多交钱。过去占着两套以
上住房的人，开始大量退房，住房面积大的
人，也纷纷要求调换小房。”刘健说，“租金提
高，资金回笼，回收来的租金，35%作为市住
宅周转基金，65%归产权单位，用于住宅的维
修和再生产，全市住房紧张的情况开始趋
缓。”

“提租发券”的方式让老百姓慢慢意识
到，以前房子是福利，住房等国家分，现在
房租大幅提高，如果我们把房子买下来，那
么每月的住房补贴就可以攒起来了。“提租
发券在把房子成本租金向市场租金靠拢过
程中，也让更多的人把房子当成一种商品，
房子是要买的，不是等和靠。”刘健说，当时
也有单位尝试出售公房，例如当时的大企
业合成革就向员工出售了一部分“有限产
权”的公房。

1987年8月1日，烟台住房制度改革从“提
租空转”起步后，烟台出现了大房换小房，无
房要买房的新动向。1987年10月下旬举办的
烟台市区住宅交易调换大会，更把烟台人住
房商品化的观念深化了一层。

改革跨越期：

从有其屋到优其屋

迎来保障房黄金期

第一轮房改之后，烟台住房逐
渐市场化，开始从有其屋向优其屋
跨越。

1994年7月18日，国务院下发
《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
定》。根据这一决定，烟台重新调整
并出台了《烟台市深化城镇住房制
度改革方案》，开始全面实行住房
公积金制度，在推行租金改革、逐
步提高公房租金的同时，鼓励出售
公有住房，建立新的住房分配机
制，有偿分配公有住房。同时，烟台
开始加快开发建设经济适用房，实
施“安居工程”。

这一年，刘健开始参与房改工
作，烟台的第一个安居工程“福安
小区”就在他的见证下建成。建成
后，当时的烟台市房管局以每平方
米1000元的均价向中低收入家庭
出售。

“我参加工作时，烟台正好启
动第二轮房改。”烟台市住建局物
业科副科长宫青说，1994年“房改”
全国铺开，烟台也全面而深化推
行，由原来的提租发券为主，改为
公房出售为主。“第一年推行很慢，
多年的单位分房、员工交补贴制度
根深蒂固，没有多少愿意拿钱买房
的。”在机关单位、大型国企等领导
带头下，慢慢地，买房的才多了起
来。“第二年，公房出售才真正推行

开。”房改政策和公房出售价格每
年都有变化和调整，且售价越来越
高。再加上公房租金也逐年上涨，
老百姓意识到只有早参与房改，才
能少花钱住上房，慢慢地，更多普
通员工也开始积极参与房改。

1998年8月31日，烟台下发《关
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
的实施方案的通知》，将住房福利
性实物分配方式改为工资性货币
分配方式，即由单位为职工建房、
买房、分房，改为按职工工资的一
定基数逐月随工资发放住房补贴。
这一做法实现了住房走向市场的
一次跨越。

同时，烟台房地产市场也在迅
速成长，自1998年起到2002年，烟
台民营、外资开发企业逐渐成为房
地产开发的鲜活力量。2003年，烟
台房地产业逐渐成为国民经济发
展中拉动力强、贡献度大、成长性
高的重要支柱产业。

2003年烟台市区停止福利性
实物分房后，市中心区统一规划了
锦绣新城一、二期经适房，此后每
年都完成一定的经适房和廉租房
的建设量。也就是说，从2003年起，
烟台市的保障住房建设工作迎来
黄金时期，并连续多年将保障房建
设列入政府为民服务实事，作为一
项重要民生工程来抓。

本报记者 李园园

“当时城镇居民解决住
房问题停留在‘等、靠、要’
上，等国家建房，靠组织分
房，要单位给房。”

——— 白山

“提租发券在把房子成
本租金向市场租金靠拢过程
中，让更多的人把房子当成
一种商品，房子是要买的，不
是等和靠。”

——— 刘健

“外来人口和城市新就
业职工也可以申请住房保
障，领取住房补贴了。我打算
留在这个城市，找份工作。”

——— 李青

烟台住房制度改革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和辐射力，催发着城市的开发建设。1988年3

月9日，烟台大面积城市居民区改造拆迁工
程开工，民生小区 (一期工程 )建设拉开序
幕，实现了当年动迁、当年设计、当年建设、
当年回迁。如今这个小区依然是烟台新建小
区的典范。

“随着房改的深入，民生小区综合开发、
综合配套建设提上日程，当时和俞正声市长
汇报开建民生小区的想法后，想得到政府财
政支持，俞市长说政府没钱，自己想办法。”
时任建委主任的杨金镜说，把现在中国银行
占用的地方拆出来，当年卖了750万元，拿着
这750万元搞的民生小区建设。

经过来自全市28支建筑队伍和市政、电
力、自来水、热力等单位约3500人295天的紧
张施工，烟台房改后的第一个试验小区———
民生小区顺利完工，42幢住宅楼和部分配套
工程于1988年底全部交付使用，实现了市
委、市政府年初提出的“当年动迁，当年回
迁，当年开工，当年竣工”和“动迁居民春节
前搬回新居吃饺子”的承诺。民生小区的建
设实现了收支平衡，节省了政府财力，提高
了社会效益。

回想当年的情景，当时的市长俞正声曾
感慨：“民生小区的顺利建成，在当时那个年
代，为城市开发建设闯出了一条新路。它同
时也用活生生的事实说明：改革是破解一切
困难的有力法宝，不改革就没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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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读烟台建筑业

30年前，烟台市区内的几座高楼，市民抬抬头就能轻而易举地说出来。30年后，烟台高
楼林立，百米高楼已有上百座。

随着经济的发展，烟台的“高度”一次次地被超越和刷新，文化中心、烟台火车站等城
市地标建筑一个个崛起，烟台城市面貌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平房到配套齐全、设施
完善的小区单元房，市民住得也越来越舒心。

开发建设第一步：

民生小区开建
闯出一条新路

几十年前，全国上下实行的福利分房
制度很难做到“普遍”：一方面，国家建设住
宅越多，投资越大，补贴越高，包袱就越重，
影响到了经济发展全局；另一方面，当时租
金水平很低，连住宅的维修养护都难以为
继，房屋失修日益严重，居民住房形势越来
越严峻；同时，低房租无力实现住宅扩大再
生产，导致住宅建设陷入恶性循环。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很多人都经历
过类似的窘境：一家三代住两间屋子，年轻
人结婚了几年没有房住，有人甚至住在破
旧简陋房和低矮洼区房里。在烟台也是如
此。虽然市委、市政府不断加大居民住房建
设规模，但供需缺口依然大得惊人，甚至出

现了建房越多住房越紧的情况。1984年和
1985年，烟台市用于住宅建设的投资达1 . 2

亿元，维修费达400万元，通过房租回收的
资金却是寥寥。

“造成住房难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就是
现 实 中 存 在 的 一 个 巨 大 而 无 底 的‘ 黑
洞’——— 不合理的住房制度。这个‘黑洞’使
国家数千亿元的住房投资有去无回，生产
的机能被窒息。相当于一盒香烟钱的低租
金使简单的住房维修也难以维持，在许多
国家成为国民经济支柱的房地产业，在我
国却无法正常运转。”山东“老房改”、原山
东省房改办主任刘景堂当年在接受本报记
者采访时说。

当时为啥要房改？

房子曾是个“黑洞”，政府背负沉重包袱

2014年《烟台市城市住房保障管理办
法》向社会公布，烟台开启“三房(经适房、
廉租房、公租房 )合一、租补分离”住房保
障新模式，老百姓既可租政府提供的保障
房也可自行去市场租房，保障范围由城市
中低收入人群扩大到外来务工人员和城
市新就业职工。这是继1986年烟台在全国
率先开展关键的住房制度改革以来，对住

房制度实施的又一次重大改革，也标志着
烟台在全省 1 7地市中率先实行“三房合
一”的租赁型保障房制度。

“外来人口和城市新就业职工也可以
申请住房保障，领取住房补贴了。我打算留
在这个城市，找份工作。”烟台大学大四学
生李青得知这一消息后，更加坚定了留在
烟台的想法。

现在执行啥政策？

烟台开启“三房合一、租补分离”新模式

当年，经过近300个日夜的拼搏，烟台房改配套试验的第一个商品住宅小区——— 民生小区拔地
而起。如今这个小区依然是烟台新建小区的典范。左图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民生小区刚建
成时的花园一景，园内凉亭隐约可见（烟台市档案局供图）。右图为现今民生小区内的花园景色，园
内依然郁郁葱葱，凉亭依然挺立（本报记者韩逸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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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0044年年，，烟烟台台市市被被正正式式授授予予
““中中国国人人居居环环境境奖奖””。。这这是是国国家家建建
设设部部为为了了表表彰彰在在改改善善城城乡乡环环境境质质
量量，，提提高高城城镇镇总总体体功功能能，，创创造造良良好好
的的人人居居环环境境方方面面作作出出突突出出成成绩绩并并
取取得得显显著著效效果果的的城城市市、、村村镇镇和和单单
位位而而设设置置的的奖奖项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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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业总产值(千元)：56634628

房屋建筑施工面积(平方米)：39700443

本年新开工面积(平方米)：19605126

实行投标承包面积(平方米)：33193673

期末从业人员(人)：209703

工程技术人员(人)：44228

22001122年年建建筑筑业业总总产产值值

烟台市住建局物业科副科长宫青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民生小区一景。民生
小区是烟台房改后的第一个配套试验小区。 烟台
市档案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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