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居者有其屋”理想的不懈实践

——中山市住房解困工程启动实录

/黄春华

居者有其屋，是孙中山的民生思想。在他的家乡中山市，这一理想化的理念

在改革开放后正在一步步地变为现实。中山住房解困工程又称安居工程，它的启

动始于 1986年中山市设立住房解困办公室，发起的第一轮攻势分为三波，分别

是：1987年至 1989年建设的江畔新村和柏苑新村、1990年至 1991年建设的松

苑新村以及 1992年兴建的竹苑新村。这“三大战役”过后，中山在住房解困方面

已摸索出一套十分成熟的运作模式。

此后，中山在此方面乘胜追击，在城区北部片区发起了建设东明花园、东盛

花园等小区的第二轮住房解困攻势，直至 1997年获得联合国人居奖，11年间全

市共投资近 9亿元，在城区建成 7831套住房，建筑面积 107.8万平方米，先后

让人均居住面积 6平方米以下和 8平方米以下的住房困难户住上了新房。接着，

中山又一轮住房解困工程拉开帷幕，目标是建立保障性的住房供应体制，包括面

向工薪阶层的经济适用房供应制度和面向“双困”家庭的廉租屋制度。

因此，从 1986年到 1992年是中山市住房解困工作的关键阶段，在没有可循

经验的情况下，中山摸着石头过河，不仅仅局限于解决“居有其所”、“人均面积”

等基础性问题，而且统筹考虑到如何为居民提供优质的居住环境和良好的社区服

务，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因地制宜，综合开发，配套建设，为周边城市以至全

国提供了一套成熟的、可操作性强的工作方法。1993 年，国家建设部授予中山

市“全国住房解困先进单位”的称号。

一、从市长接待群众日到住房解困

住房解困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还与市长接待群众日制度的设立有着一定的交

集。

1985年 12月 21日，中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实行市长接见群众

和市长办公轮值的通知》，决定从 1986年 1月起，于每月 15日由一位正（副）

市长负责接待来访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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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副市长吕伟雄回忆道：“有一次一个老人带着她的未来媳妇来见我们。她

的诉求很简单，‘我家儿子是几代单传，年纪也不小了，但是没有地方住，结不

成婚。’当时真的有大量这类问题，有些人结了婚也要分居，结了婚但不能同床，

有些夫妻分别在单位的集体宿舍住也是常见的事。当时酒店都不多而且贵，住一

晚酒店要一个月工资。所以当他们要回家过夫妻生活时，家里的老人就要外出逛

街变成夜游侠了。”

市长接待日反映的住房困难问题，以及各部门相关的专项报告、调查报告越

来越多，集中到市长办公会议研究解决，时任市长的汤炳权就提出了 3点要求：

第一，首先调查 6平方以下的困难户有多少；第二，就是以群策群力为指导思想，

来研究一个筹集资金的办法；第三，建设的时候要和新区的建设结合起来。住房

解困办公室也就在这一历史背景下顺应而生了。

于是，各街道居委会行动起来。因为当时大部分住房困难户都是在国营、集

体单位工作的，所以在第一轮街道调查出来后，就交给各个单位去核对，然后在

街道张贴公示出来，还发动群众指出公示的名单里虚假的情况，包括虚报人数的，

或者急急忙忙将户口迁到那里的，等等。为了核查得细致准确，居委会还采取突

击核查的方法，如早上去入户检查，看有多少只牙刷，摸一下牙刷毛巾是不是湿

的；晚上就看床下有多少对拖鞋。

据调查显示，当时中山城区人均居住面积不足 6平方米的居民住户有 7000

多户，他们当中，有两部分人群特别引人关注：一是长期居住在岐江河沿岸的小

木船、松皮屋里的水上居民，二是教师中的住房困难户。

水上居民问题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过去他们居无定所，漂泊江河。土改前，

在中山定居的水上居民，基本上都是珠江三角洲人，有一部分是清远等地人，以

后，得到政府的关心，有一部分水上居民上岸定居，但到改革开放的初期，仍有

相当数量居民留在船上，或以河边棚屋为居。当时的中山城区，从狮滘口到青云

桥（今摩天轮附近）一带的岐江河沿岸，有一大片密集的木屋区，还有许许多多

的木船，停泊在河面上，甚至伸延到了九曲河（当时还未覆盖）悦来中路附近。

这些水上居民，分属于中山各个水运企业，有属中山市船务公司的，也有港务局

的职工，更有部分是个体渔民，或原属船务公司职工离职后仍留居在船上或木屋

区内的。1986年 11月，市政协城建组对此进行了一次调查，统计出仅长堤路（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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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拆除改建了兴中广场）岐江桥以北就有木屋 316间，居住人数 1262人。调查

的初衷是为了扩宽长堤路，改善城区北部工业区的交通，想不到报告却发挥了另

一个更大的作用——坚定了中山市委、市政府建设大规模解困住宅小区的决心。

这次调查显示，中山拥有水上居民最多的单位是中山市船务公司，该公司属

下有石岐、小榄、黄圃、坦洲四个分公司，1983年在职职工有 4300多人，之后

两年，大批人员停职、外出，到 1986年底仍有在职职工 2800多人，而且，由于

离职的人员没有房子，大部分人的户口仍挂在船务公司里。以石岐分公司为例，

1986年年底有职工 1000多人，退休职工 500多人，家属 2000多人。历年来，

单位建了宿舍 4300多平方米，已安排住房的有 119户、近 600 人，但仍有 280

多户 840多人尚居住在船上。随着水上运输成本升高、内河运输境况日下，船务

公司效益不高，无法提取收益解决职工的居住问题。

“我们开始以为数一数岐江河边那些艇有多少只就能知道要解决多少户水上

居民的住房问题。结果全搞错了，其实是一只艇几户人，有的三代人全都在里面，

一算下来一只艇我们为他们解决三套住房。”原副市长吕伟雄以这样的一个生动

例子，道出了当年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此外，水上居民的居住和户口问题还派生出了子女升学就业的系列问题。当

时，针对水上居民子弟的读书难问题，在石岐、小榄、黄圃建有 3所水上小学，

由企业出资兴建宿舍饭堂，扩大校园。但改革开放后，以往的水上教育已明显不

适应形势的发展，中山市船务公司虽已为此贷款 49万元，还每年补贴学校教育

经费 11万多元，但这杯水车薪难以保证教学质量。

因此，只有让这些水上居民的居住问题“落地”了，才能一揽子解决诸如户口、

入学、棚户区清拆、道路扩建以及市容市貌改善等系列问题。

教师的住房问题也一样严峻，至 1987年 6月，城区已有 391户教师提出了

解决住房困难的申请，其中人均居住面积 6平方米以下的有 300户。

1987年年初，市政协副主席沈大启与市教育局相关领导、市政协教体工作

组成员一起到城区部分教师的住地进行了调查访问，所见所闻皆让人深感解决问

题的刻不容缓。如石岐五中（今启发中学）的杨老师住宅，光线昏暗，空气混浊，

下午 3点时屋内已仿佛是晚上八九点钟，人均居住面积仅 4.6平方米，一个厅 3

户人共用，晚上还要变作单车房。杨老师夫妇教龄均为 30余年，但两夫妇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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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27岁的儿子挤住一个房间。仙逸中学有 3位老师住在一家百年老祠堂内，如

遇天雨，外面下大雨，屋内下小雨。他们的床顶，横七竖八地放着木条，以备雨

天放上盛水的脸盆。还有刚当选为市政协副主席的吴祖文老师，住的祖屋已成危

房。他一家住在三楼，走动时需小心翼翼以防踩折楼面的木板。这样的例子数不

胜数，许多老师住的房子危旧破烂，每逢大风大雨就会被街道通知要投靠亲友。

在改革开放已推进了近 10年的 1987年，各行各业都大量需求以现代化知识

武装的人才，教育的重要性早已是深入民心。不安居岂能乐业，没有一支稳定的

教师队伍，教育质量如何能提高？中山发展所倚靠的人才支撑如何得到保证？于

是，在 1987年 3月 10日召开的中山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市长

汤炳权郑重宣布，“要通过多渠道集资，在两年内改善石岐一批困难户的住房条

件。”

二、“三三四” ——20 世纪 80 年代的众筹模式

市委、市政府表了态，受惠群众欢欣雀跃。然而，大家很快就有了疑虑：要

建设这样大规模的住宅楼群，需要多少资金啊，两年就能有显著的成果么？用常

规化的思维来想，这是不可思议的。要知道，从 1981年到 1986年，城区总共才

建了 113户教师用住房，平均每年仅 18.8户。而 1986年中山市全年的财政支出

也仅 9191.9万元。

“当时政府的资金实在是很拮据，整个社会的资金都很拮据，十分紧张，于

是，就强调群策群力，上下一心，慢慢就形成‘三三四’的制度。”吕伟雄回忆说。

所谓“三三四”，就是建房的资金构成为：政府解决三成，单位出三成，个人

出四成。吕伟雄详细解释道：“政府这三成当时是怎么出的呢？也不是在财政那

里出的，财政那里也没法出，政府这三成是将历史上积聚的那些公房，通过房改

的政策卖给原住户所收回来的那部分钱。而国营单位、集体单位的四成也是通过

单位公房出卖和经营补贴凑起来的。”

这得回溯到 1986年，中山实施了第一次房改，市政府成立了住房改革领导

小组，参考住房制度改革试点城市的经验，以补贴价格把公有住房出售给原住户，

共出售了住宅 11948套（户），面积 63.2万平方米。其中，属于房管部门管理的

公房 2700多套（户），面积近 10万平方米；其余为机关、企事业单位自建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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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住房，共收回资金 2252.86万元。由于出售价格偏低，这次房改没有得到省政

府的认可，中山后来在 1992年和 1997年分别还实施了第二、第三次房改。但是，

正如吕伟雄所说，几次房改所回笼的资金对于中山住房解困工程的顺利实施起到

了关键性的作用。

一批单位当时还捐建了 9幢住宅楼，建筑面积 2.2万平方米，建房款 616万

元。至 1993年底，中山共拨出补贴款 1.18亿元，解决城区住房困难户和侨房腾

退户 5639户的住房问题。

此外，政府还通过出售商铺来补贴对解困房的投入。柏苑新村、松苑新村、

竹苑新村以及后来的东明花园、东盛花园等具有解困功能的住宅小区外围首层都

建有大量的商铺，如今，这些商铺已成为了黄金商业旺区，但在当年，特别是柏

苑新村刚刚建成时，市民还未有买铺投资的理念，“政府还要动员市民去购买商

铺，回笼资金。”吕伟雄回忆道。

“个人那四成的来源就更多了。那时大家的积极性很高，个人部分款项是集

中全家力量把钱筹齐来的，向亲戚借钱，甚至连华侨、港澳同胞都动员起来。”

据资料显示，当年首批建成的解困住宅小区江畔新村、柏苑新村的配套价仅为

480—580元/平方米， 一套 80平方米的房子也就是 4万元至 4.6万元之间，个

人出资的四成大概是 1.6至 1.9万元之间。现在看起来这是很小的数目，但在当

时已经是很大的数额了，1988年，中山市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年人均工资仅为

2763元。“当然，也有单位支付不出那 30%的情况，有些个人把单位那份也出了；

也有个人出不了的，单位借一部分钱给他们。或者是极端困难的，政府让他们分

期付款的也有。就是用这样的办法去群策群力解决这个问题。由于万众一心为着

同一个目标，所以这个‘三三四’政策的形成和以后的实施过程都相当顺利。顺利

的原因当然不是说每个人都很容易解决钱的问题，而是大家都愿意互相借钱来解

决那四成，说到底就是通过大社会的集资来破解难题。”

整个过程的确相当顺利：1988 年，柏苑新村、江畔新村第一期 600套住房

在 6月底全部完成，春节前已交付使用 100户。1989年，这两个住宅小区的 126

幢楼房全部竣工，1800户住房困难户已全部搬进新居；当年下半年，中山市政

府又陆续筹集 1亿多元兴建 1500套住房，继续解决住房拥挤户的困难以及用于

落实华侨房屋政策。1991年，柏苑新村、江畔新村已安排了 1853户住房困难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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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住；当年 8月，松苑新村建成，占地 11公顷，总居住面积 16.5万平方米，共

有 161幢建筑物，住房 1416户，居住人口约 4420人。至此，中山解决城区人均

居住面积 6平方米以下住户的住房困难问题大功告成。1992年，抓好竹苑新村

的建设写进了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这是中山市向解决城区人均居住面积 8平方

米以下住户的住房困难问题迈开的又一新步。

三、高标准规划建设 解困小区羡煞旁人

以往一些城市解决困难户问题，大多“见缝插针”地建一些零星住宅，即便搞

了几个新村，由于标准较低，“后遗症”也不少。中山的市领导当时清晰地认识到，

作为一个新兴的中等城市，不能只为解困而因陋就简，这种做法日后必然会为城

市背上新的包袱。

因此，在新的理念指导下，从柏苑新村、松苑新村、竹苑新村到后来的东明

花园、东盛花园，虽然这些楼盘都带有极强的解困功能，但一经建成都立即成为

当时市民心目中的“梦住宅”。20世纪 80 年代至 90年代中期，中山的商业房地

产市场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房贷业务还未兴起，单位福利分房仍是主流，因此，

每个住宅小区除了保持较大比例的套数采取“三三四”的方法出售给住房困难户

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房子是市内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在统一规划的前提下委托兴

建或购买，用于分配给单位的职工、干部；也有小部分通过纯商业销售的方式出

售给当时先富起来的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以及华侨、港澳同胞等，这样，一个和

谐的格局形成了——从高高低低各种级别的“官员”到大大小小商贾再到升斗市

民解困户，大家都共同居住在一个小区内，和睦为邻，无分贵贱，共同以小区的

优美环境为傲。能够做到这一点，靠的就是高标准规划、高标准建设。这个“高

标准”不是指其装修、用材有多豪华，而是决策者从一开始就跳出了当前的局限

去通盘考虑规划定位、设施配套、绿化、实用性、结构格局、外观美化等方方面

面问题，“瞻前顾后”，既考虑到困难户的承受能力，又考虑到一二十年后房子仍

然适用不落伍。因此，虽然大目标是解困，但眼光已不仅仅盯着解困，而是为了

打造一批新标准的示范性住宅小区。

高标准之下则是事事抓细抓严。

当时政府的解决住房困难领导小组办公室就设在工地上，搭个棚当做指挥

部，大小问题现场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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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中山坚持以住户的利益为出发点。首先，是要想尽千方百计压低成

本。吕伟雄介绍说，当时土地是划拨的，与建筑成本的各种相关费用也要压低。

例如，各设计院的设计费都打了八折以至更大的折扣，指挥部专门设立采购部，

水泥、砖、沙石直接买回来，挤干中间环节的成本，中山水泥厂、石岐玻璃总厂

还按出厂价配给水泥和玻璃马赛克。地面砖也是本地生产的，砖刚烧好，指挥部

就直接找车去运走，比出厂价还节省了包装费。据统计，当时计划物资部门平价

调拨水泥 3.4万吨，施工单位减收综合费用 3.68个百分点。

除了压低成本之外，就是整体规划，目标是形成一个让居民住得舒适方便的

新小区。决策者们考虑到，这些住宅区建在新开辟的城市区域内，一定要避免某

些城市出现的“宁要 A区一张床，不要 B区一间房”局面出现。因此，学校、市

场、商业区、派出所、公厕、道路交通、垃圾屋、休憩场所、文化设施等须合理

配置，在小区内或周边一应俱全。住宅组团之间有花圃、绿地、假山；楼房造型

新颖，款式多样；室内布局合理，光亮通风。事实证明，这些住宅小区在建成后

的 10年内，仍然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客人和外宾们参观考察的热门之选。

这几大解困工程在建设的过程中，既赶进度，更重质量。当时民众解困心切，

急着要房，政府向施工方下了限时完工的命令：柏苑新村、江畔新村于 1987年

动工，一年后要完成第一期，1989年要全部完成。而后来建设松苑新村、竹苑

新村，也是只给了 1年多的工期。吕伟雄回忆说，“等着住新房的市民也不断前

来，一到星期日就似赶集趁墟一样来到柏苑新村工地那里，所以整个工地都要围

着守着不让进入，以防止发生事故。”当年水泥钢筋等建材较为紧张，经常缺货

影响工程进度，所以，在赶工期的进程中，某些单位施工不按规程，质量出现偏

差。时任“中山市住房解困指挥部”的总指挥、副市长吕伟雄当即提出：质量不达

标，推倒重来。有人认为：解困房而已，有必要太认真么？如果推倒重来，会增

大成本，还会延误工期。对此，“指挥部”立刻回应，“对质量不达标的工程限时

限刻推倒重来”，绝不姑息。此外，为保证质量，指挥部对建造“解困房”有一整

套建章立制，从规划图纸到购入材料直至竣工，每道工序、各个环节都有具体的

要求和量化的标准，完工后须由监理单位验收，倘若发现不合标准的要返工。此

外，指挥部还要求在每幢楼的当眼处用花岗岩制作标志牌“立石为证”，上面写上

该楼的设计单位、承建单位与监理单位，对负责人实施“质量终身责任制”。直到

中
山

党
史



2010年 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5号颁布执行《房屋建筑

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规定“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建设单位

应当在建筑物明显部位设置永久性标牌，载明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

位等工程质量责任主体的名称和主要责任人姓名”。中山市在这方面早实施了 10

多年。“到了现在，20几年过去了，那几个困难住宅区没有哪一个是外墙剥落的，

没什么质量问题，也没什么质量投诉。”吕伟雄一脸自豪地说。

为了住户的利益，决策者、建设者们坚持从实际出发，不搞花架子工程和面

子工程。例如，按当时建设部（住建部前身）的技术标准，建房用的是传统老式

铁窗，外面是水泥灰浆抹墙并扫石灰水。但中山市政府认为，这些已是不合时宜

的材料，也脱离本地的实际。中山多雨，夏天炎热，随着经济的发展空调器将逐

渐普及，铝合金窗更节能耐用，也避免日后不断油漆翻新；外墙贴本地生产的玻

璃马赛克，可更有效防止酸雨侵蚀。但当时建设部明文规定，如不按部里规定的

标准，将不得参与国家优秀小区的评比。“中山市政府首先想到的是重实际、惠

民生，而不是什么荣誉。”吕伟雄说，“但后来也真有人写信去投诉，说中山用意

大利生产的玻璃马赛克去建解困住宅小区。于是省建设厅就派人来调查。我说搞

错了，是用意大利生产线生产的国产玻璃马赛克，虽然暂时是超标了，但这是百

年大计，放长远看就不超标，如果不用玻璃马赛克，海洋性气候会容易令外墙剥

落。”1991年，在中山市没有申报评选资料的情况下，各参与评比的专家却一致

同意，柏苑小区以全省分数第一获得建设部“优秀建筑小区”称号。1999年，松

苑新村也获得了此项大奖；之后，竹苑新村也同样得奖。

20多年后，柏苑新村、松苑新村、竹苑新村等住宅小区依然深受市民的追

捧，虽然没有安装电梯，但在二手房市场上售价普遍为每平方米 3500 至 4500

元，而同时期（2015 年 4月）中山市国土资源局公布的全市一手商品住宅楼房

合同登记备案均价才 5464元/平方米。

四、住房解困工程的延续

此后，中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于 1993年印发了《中山市公有住房、解困房

售后调整、交易、办证管理暂行规定》 ，规定了解困房在限制产权转移期（办

契证之日起 5年）期满后第一次交易的增值分配办法：按交易价减除政府或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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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部分，再减去个人出资部分，得出的增值部分，按原购房出资比例进行分配。

1997年 10月，中山市人民政府《批转市房改办公室关于房改房产权管理的意见》

公布，在全国还没有统一政策颁布时，率先开放房改房市场，允许房改房产权上

市交易。至此，这批由政府开发建设的解困房进入市场有了较强可操作性的解决

方案。对于政府划拨用地建设的解困住宅小区的补地价问题，在第一批房屋的限

制产权转移期期满前也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中山市政府大规模兴建解困住宅小区的这种模式一直沿用到 1997年，到后

期，还采取了向发展商购买房屋以作解困之用的方式。随着全市第三次房改的完

成，中山在全省以至全国较早地取消实物分房制度，实行发放住房津贴的货币分

房制度，全面实行住房公积金制度。这时，原来普查登记的全市人均 8平方米以

下的住房困难户都已住上了新房，但社会的各项改革又让住房解困工作出现了新

情况：一方面，部分职工因企业转制而下岗，原属企业已不再为他们解决住房困

难问题；另一方面，有的家庭结构发生人口增多和子女长大的变化，或从农业人

口转为非农业人口成为城区新居民，或待业、失业、无业的经济特别困难的城区

居民，仅靠社会救济生活，无力购置房产。这些新的“双困户”（经济困难、住房

困难）也寄望于政府解决他们的困难。因此，新的住房解困目标是建立符合市场

经济体系的保障性住房供应体制，主要方式是提供廉租屋。从 2000 年到 2003

年 5 月，新一轮的住房解困工作经受理申请并调查核实，符合条件的共有 775

户，共安置了 696户，安置率 90%。中山通过腾挪公房、收购商品房等方式共投

入资金 5000万元。

2007年 11月，经过 276万份居民问卷推选，中山市获评为全国首批 10个“最

具幸福感城市”之一，说明了中山市民对安居乐业具有着较高的满意度，外界印

象也是如此。民众的满意是对政府工作的最高评价，中山能有今日的安居环境，

从 1986年开始的安居工程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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