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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院 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公平缺失和违背制度设立初衷的现象必须及早进行调
整遥 本文分析了现行住房公积金制度及执行过程造成的各种利益差别袁提出一些调整措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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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怨怨员 年我国推出实行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办法曰员怨怨怨 年国务院发布叶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曳渊圆园园圆 年
进行修改冤袁明确了在全国各地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遥 该项制度经过十多年的实施与发展袁在全国已经
具有一定的规模遥 该项制度的实施具有义务性尧强制性尧互助性尧保障性尧政策性尧长期性遥 其目的袁一是
实现一种强制性储蓄制度袁缴存归个人所有袁有偿计息曰二是实现一种特殊的社会保障袁增强广大中低
收入职工购房的支付能力曰三是实现一项住房补贴袁增加职工工资收入中的住房消费含量曰四是实现住
房合作协助的功能遥 通俗地说袁住房公积金是以个人拿一点尧单位贴一点尧国家免渊税冤一点袁通过国家行
为袁共同为中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筹集一笔长期的尧稳定的尧政策性住房资金遥
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实施袁转变了住房分配体制和运行机制袁有利于住房资金的积累尧周转和政
策性住房贷款制度的建立袁提高了职工购建住房的支付能力袁对促进住房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遥 但是袁
随着我国从单纯的计划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袁多种经济成分尧多种用工制度共存以及用人单
位和地区之间的经济状况出现越来越大的差别袁住房公积金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公平缺失现象也
日渐显现遥 经济不平等体现在经济体制和社会系统中所形成的对权势群体利益的偏袒袁不仅会阻碍国
家经济增长袁并造成巨大的经济代价遥 因此袁要高度关注由该住房公积金制度本身造成的经济利益差别
扩大和违背制度设立初衷的问题袁适时进行调整遥
一尧现行住房公积金制度在宏观层面显示的利益差别
住房公积金是凭借政府政令设立尧不以盈利为目的尧为政府政策目标服务的专项储蓄基金袁其来源
具有稳定渊强制性储蓄冤和成本低的特点遥 然而公积金的缴交者事实上可以不受缴存公积金规模的约
束袁并不受约束地获得最高公积金贷款额遥 这种住房公积金的缴交与贷款机制的设计袁显然有失住房公
积金制度应有的公平性遥
根据 圆园园园 年对北京尧上海和合肥三个城市的案例调查发现袁从借款人的职业分析袁北京借款者中
野三资冶企业雇员占 猿缘援源豫袁中尧高级管理人员占 猿员援愿豫袁科研人员尧教师和专业人员占 苑援猿豫袁而公务人员
和一般职工仅占 圆援圆豫和 员源援圆豫曰从收入层次分析袁北京合肥的公积金借款者中袁高收入者占 源园豫袁中等
偏上收入者占 猿源豫袁中等偏下和低收入者占 圆远豫遥 在上海公积金借款者中袁高收入者占 圆园豫熏中等偏上
收入者占 缘愿豫袁中等偏下和低收入者占 圆圆豫遥 淤公积金制度至少到目前为止将四部分人排除在体制外院
一是规模较小的企业和大多数个体企业的职工曰二是困难企业的职工及相当一部分下岗职工曰三是野没
有单位冶的城市居民渊包括个体经营户冤曰四是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工遥 后三部分是目前低收入群体的主
体遥 更值得关注的是袁在公积金净储户中袁还有一批下岗和失业的职工遥 按照现行的规定袁由于他们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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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金缴交不规范袁所以他们不仅根本不可能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熏 而且他们帐户里的公积金只能封存
不能提取遥 这类被封存的帐户袁在某些城市占存款帐户的比重还相当高遥
另外袁到 圆园园源 年底按照在职职工计算袁全国目前大约还有 源员援远豫即 源猿源圆援愿愿 万的职工还未参加住
房公积金遥 能参加住房公积金的大多是效益好的企业以及行政事业单位袁而未参加住房公积金的职工
就无法享受到公积金所带来各项补贴和优惠政策袁从而形成了经济上的差别遥 国家今后要调整这样的
差距袁将要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遥
二尧现行住房公积金制度在个人层面造成的经济利益差别
员援 住房公积金缴交职工与未缴交职工的收入差别遥 公积金制度是实现住房实物分配向货币分配
的有效转换形式遥 虽然国家对于公积金的缴纳在叶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曳中有明文的规定袁但是袁仍然有
相当一部分企业渊特别是非公企业冤无视这一规定袁使野应建尽建袁应缴尽缴冶公积金制度成为了一大难
题遥 根据建设部的数据袁圆园园源 年实际缴存公积金的职工为 远员猿愿援缘 万人曰不包括进城务工人员尧个体工商
户和自由职业人员袁覆盖率仅为 缘愿援远豫遥 于很多职工没有享受到公积金政策袁这样袁同样的两个职工由于
其中之一未享受公积金政策袁就造成了经济利益上的重大差别院按照两人月工资各 员缘园园 元计算袁甲职
工享受公积金政策袁用工资中的 猿园园 元加上单位的 猿园园 元袁实际为 远园园 元存入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袁扣
除收入所得税渊员圆园园原愿园园冤伊缘豫越圆园 元袁其实际收入为 员苑愿园 元遥 乙职工不享受公积金的政策袁扣除个人所
得税后袁渊员缘园园原愿园园冤伊缘豫越猿缘袁员缘园园原猿缘越员源远缘 元袁其实际收入为 员源远缘 元遥 两职工每月的经济差别为 猿员缘
元袁一年就是 猿苑愿园 元袁还不包括公积金储蓄的利息遥
圆援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不同产生的差别遥叶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曳规定袁职工和单位住房公积金的缴
存比例均不得低于职工上年度月平均工资的 缘豫曰有条件的城市袁可以适当提高缴存比例遥 安徽省合肥
市最高为月平均工资的 圆园豫遥 在不同单位工作的个人袁由于公积金缴存比例不同也形成了经济利益上
的重大差别遥 还以两职工月工资各 员缘园园 元为例院甲职工享受公积金政策袁按工资中的 圆园豫为缴存基数
即个人出 猿园园 元加上单位出 猿园园 元袁实际为 远园园 元存入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袁扣除收入所得税渊员圆园园原
愿园园冤伊缘豫越圆园 元袁其实际收入为 员苑愿园 元遥 乙职工也享受公积金政策袁用工资的 缘豫为缴存基数是个人出
苑缘 元加上单位出 苑缘 元袁 实际为 员缘园 元存入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袁 扣除个人所得税 渊员源圆缘原愿园园冤伊缘豫越
猿员援圆缘 元后袁 其实际收入为 员猿怨猿援苑缘垣员缘园越员缘源猿援苑缘 元遥 两职工每月的经济差别为 圆猿远援圆缘 元袁 一年就是
圆愿猿缘 元袁还不包括公积金储蓄的利息的差别遥
猿援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不同所产生的差别遥 如有的单位公积金的缴交将奖金也计入工资基数来缴
存公积金袁 而有的单位没有奖金或有奖金没有计入缴存基数曰 所以有的人一个月公积金达 圆园园园原猿园园园
元之多渊以 圆园园园 元计冤袁比同地区许多人的工资还多袁而有的单位职工只有几十元渊以 怨园 元计冤袁每月公
积金缴存相差 圆园园园原怨园越员怨员园 元袁一年相差 圆圆怨圆园 元遥 同样的税收减免政策袁由于公积金缴存差异袁仅减
免个人所得一项渊圆园园园 元伊缘豫越员园园 元袁怨园 元伊缘豫越源援缘 元冤袁每月相差 怨缘援缘 元遥 所列举的情况袁一年所享
受税收优惠即可相差 员员源远 元遥 当然熏公积金缴存差异和不公还表现在地区与地区之间尧单位与单位之
间尧个人与个人之间遥 这主要是富裕地区有且高尧贫穷地区少甚至没有袁行政事业和经济效益好的单位
有且高袁但大多数企业较低或根本没有遥 地区之间尧单位与单位之间袁特别是与进城务工人员的差距就
可想而知了遥
源援职工在住房公积金贷款使用上差别遥 公积金是一种凭借政府指令建立的强制性储蓄袁从理论上
说袁它在缴交方面排斥了不同储户的收入水平尧消费偏好尧投资欲望和自主决策袁排斥了利率在资金融
通中的作用和市场经济等价交换的原则遥 而在公积金使用方面袁由于我国职工收入水平和住房需求状
况差距较大袁公积金存款人和贷款人往往不能很好地匹配遥 很多公积金存款人可能一直都不会提出公
积金借款申请袁没有申请公积金贷款的公积金存款人或申请比重较小的阶层袁常常是中低收入家庭和
贫困阶层袁并非福利住房的享有者曰将公积金低存低贷用足的人和阶层袁却是社会中的高收入者遥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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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积金的储户参加低息存款并相应地取得低息贷款袁 或按市场利率参加住宅储蓄并相应获得利息收
入袁就不会存在不公平和非互利的原则遥 然而在目前公积金使用情况下袁非但互助互惠不能成立袁反而
形成大多数中低收入者用自己的低息住房储蓄补贴少数高收入者获得低息购房贷款的扭曲局面遥
再列举两职工的例子院甲职工每月缴存公积金 远园园 元袁一年后使用公积金贷款 圆园 万元袁贷款年限
为 圆园 年袁实际使用非自己缴存资金 员怨援圆愿 万元袁享受到利率优惠近 猿 万元渊公积金贷款利息与银行商业
贷款利息差约为 猿 万元冤遥 这 猿 万元会是很多中低收入职工用多年缴存公积利息的差渊与商业存款的利
息差别冤来代偿的遥 这表明袁住房公积金在使用方面上进一步拉大了不同群体收入差距袁造成经济利益
的差别遥
缘援还有其他值得注意的情况造成经济利益差别遥例如袁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
的用工模式袁就一个企业来说袁既有计划经济体制下招收的野在编尧在职冶人员袁也有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企业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招收的野在职冶但不野在编冶人员遥 叶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曳规定建立住房公积金
制度的人员是野在职职工冶袁但是对野在职职工冶所包括的范围没有明确规定遥 很多单位没有为下岗再就
业人员尧失业后重新找到工作的人员以及进城打工的农民或聘用人员建立职工住房公积金制度袁原因
在于这部分人员野在职冶但不野在编冶遥 这就伤害了众多职工的利益遥 例如院甲尧乙两名职工袁年薪相同均为
员援愿 万元遥 甲职工为野在编尧在职冶人员袁住房公积金的缴交率为 圆园豫袁甲职工每年要享受住房公积金和免
税补贴 猿远园园垣员缘园越猿苑缘园 元曰乙职工不野在编冶袁就少了这笔收入遥 如果甲职工再贷款 圆园 万用于买房袁圆园
年归还袁每年享受的利息补贴约为 员缘园园 元袁仅公积金这一单项政策袁甲职工比乙职工在经济上就多出
每年 缘圆缘园 元的收入遥 这是不公平的袁也不符合野按劳分配尧多劳多得尧效率优先尧兼顾公平冶 的基本原
则遥
三尧住房公积金制度经济利益差别的调整措施
员援要从机制上对公平缺陷进行有效的调整遥 对不能购买住房而又长期加入住房公积金的储蓄者应
研究改善其融资条件遥 在新加坡的公积金制度中袁不公平问题主要是通过野多功能集成冶的野无差异组
合冶来解决的袁即低收入者尽管在购房消费中可能丧失一定的补贴优先权袁但在养老和就业保障方面又
得到政府的优先权袁而高收入者则刚好相反遥 目前中国的住房公积金制度中住房尧养老和就业保障是相
互隔离的袁尚无法通过多功能集成来解决这个问题遥 但可通过住房公积金制度运行调整袁对住房公积金
缴交和贷款进行调整袁建立有利公平和有利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机制袁最终实现住房公积金制度中的野无
差异组合冶袁形成真正有中国特色的政策性住房金融制度遥
圆援调整职工因住房公积金制度造成的收入分配差别问题遥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力度的加大和市
场经济发展袁收入存在差别是不可避免的遥 但是由住房公积金制度引发的收入差别则必须从政策上加
以疏通尧引导袁阻止这个差别向极端方面发展遥 为了阻止这一差别的扩大袁必须作好调整工作遥 例如保持
适度缴交率袁根据职工收入的水平确定适中的住房公积金的缴交率袁使职工和单位能够承受袁从而全部
享受住房公积金制度遥
猿援解决公积金造成的同工不同野筹冶问题遥 在编职工享受公积金政策袁重新就业等职工则不享受袁应
该采取调整措施遥 下岗尧失业后重新就业及进城打工的农民都以货币形式结算报酬袁所以单位必须给予
这部分人以住房公积金工资遥 另外国家财政应建立一些补贴性政策和优惠条件袁以立法的方式强制建
立住房公积金制度遥 只有这样袁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职工住房公积金制度上因野在编冶尧野不再编冶产生的差
别遥
源援用量化的指标合理界定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基数标准遥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袁无论是按所有制
形式或按生产经营规模划分都出现了多元化袁针对这种多元化的特点袁必须制定出建立住房公积金制
度的量化指标遥 行政事业单位每年从当地的财政预算编制上进行界定袁企业应结合上年度的税收情况
进行企业的经营尧产值尧利润的界定袁从而确定应缴交的基数标准遥 原则是所有单位都不得低于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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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标准袁在经济条件许可的前提下袁鼓励企业单位适当提高缴交水平遥 限制缴交上限袁如北京市规定
从 圆园园圆 年 苑 月 员 日起设定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额上限袁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额上限每年公布一次遥 盂
缘援扩大住房公积金的缴交面遥一是必须改变目前我国用工制度的无序状态袁凡是企业用工必须经过
当地劳动管理部门的批准袁并在劳动管理部门登记注册曰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必须对在本市工作的人
员进行跟踪袁即在本市工作后袁要及时办理住房公积金缴交的有关手续遥 这样袁无论是下岗再就业的人
员袁或者是失业后重新找到工作的人员以及进城打工的农民袁均建立起职工住房公积金制度袁按照叶条
例曳规定使用住房公积金遥
我们相信袁对于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当前存在的问题袁只要适时调整尧采取应对措施袁就会更好地
体现建立该项制度的初衷和原则遥
淤引自李勇辉尧修泽睿院叶我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对收入分配影响分析曳袁叶当代经济研究曳圆园园缘 年第 缘 期遥
于陈苑院叶还我国民待遇曳袁载叶房改窑住房住房公积金曳圆园园缘 年 远 月 员 日 粤苑 版遥
盂包林梅院叶北京地区住房公积金制度解读曳袁叶政策曳圆园园缘 年 第 远 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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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上接第 圆怨 页冤 市场经济的严重的冲击袁追求金钱尧财富的欲望遮蔽了一些人的道德良心和社会责任
感袁爱心尧公益心严重缺失曰对发展的片面理解也使人们宣传尧推崇财富英雄时袁忽视了对他们回馈社会
的责任感尧公益精神的关注和期待袁这就使得一些先富者难以形成健康的财富伦理袁缺乏承当社会责任
的意识遥
作为社会成员袁不论是富人还是普通人都对这个社会负有共同的责任袁都应该为这个社会做出贡
献遥 不可否认袁许多先富起来的人袁通过创造财富尧依法纳税袁为社会做出了贡献遥 但是社会责任也表现
在为社会正义尧公平出力遥 财富意味着责任袁在已处于掌握了比较多的财富和资源的情况下袁更有责任
为这个社会多做一些贡献遥 野财富英雄冶们创造财富的实践以及对待财富的态度袁对于缩小中国的贫富
差距袁实现社会公平继而实现我们社会各个阶层和谐共处袁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遥 因此袁我们既需要从
道德层面上提升和鼓励人们袁引导先富起来的社会群体增强回报社会尧奉献社会的使命感尧责任感曰又
要在社会中形成一种推崇公平尧崇尚奉献的观念袁为乐善好施尧回报社会的行为创造氛围和环境遥
淤虞罗尔斯院正议论袁咱酝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袁员怨愿愿遥

于参看罗国杰院关于公平与效率的道德思考袁咱允暂援求是袁圆园园圆袁渊员冤遥

盂郭夏娟院效率与公平院邓小平的制度伦理原则咱允暂袁理论月刊袁圆园园猿袁渊猿冤遥

榆周燕军院制度伦理评价系统的原则与建构咱允暂援理论与现代化袁圆园园园袁渊缘冤遥

愚胡锦涛院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办式上的讲话援人民日报熏园缘袁圆袁员怨遥

舆王昊院零和关于均胜观院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两种利益观和发展观咱允暂袁北京行政学院学报袁圆园园园袁渊员冤猿愿原源员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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