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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教育部项目“经济虚拟化时代的资本逻辑与精神现象”(编号０９YJA７２００２１)的阶段性研究

成果之一.

　　内容提要　房价的非理性上涨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社会最严重的经济和社

会问题之一.它不仅严重影响到社会的稳定、民生的改善和社会的公平,也将

严重影响到房地产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房价问题的实质是

投机性需求对消费性需求的“绑架”,而消费性需求的刚性增长为投机性需求提

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土地财政和房地产投机泛滥是房价非理性上涨的根源

所在,根除房地产投机行为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市场机制无法使目前非理性的

房产价格回归理性发展的健康轨道,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

　　关键词　投机　垄断　房价

一、问题的性质

　　房价的非理性上涨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社会最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之

一.它不仅严重影响到社会的稳定、民生的改善和社会的公平,也将严重影响

到房地产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近年来,为了遏制房价过快

上涨,政府“国六条”、“国八条”、“国十条”等短期调控政策不断出台,但政策被

市场消化的节奏越来越快,调控效果非常有限,人们对政府的调控从期待到失

望形成越来越大的心理落差.房价直线上涨的现实和无限上涨的心理预期以

及政府调控的有限效应挑战着整个社会承受的极限.推进房地产市场长期

性、根本性制度建设迫在眉睫.然而问题的症结到底在哪里? 解决问题的根

本之道又是什么? 社会大众众说纷纭,调控措施层出不穷,而楼市依然扑朔迷

离.

　　对问题的性质与重要性程度的判断是调控措施的针对性和调控力度的拿

捏的重要依据.认识不到位,措施就不可能到位,调控的力度也不可能到位,
而问题也就无法有根本改观.房价问题显然已经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价格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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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经济问题,同时是一个重要的民生问题,并进而是一个必将影响到社会稳定

和长治久安的政治问题.房价问题从出现到发展至今,其恶化速度之快,程度

之重,出乎人们意料.这不仅令广大中低收入者措手不及,恐怕连中央政府也

措手不及.百姓收入的增长远远跟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买房安居的希望越

来越渺茫.“蜗居”、“蚁族”、“房奴”、“裸婚”近几年这些热门词汇的流行,
说明高房价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不可承受之重”.种种迹象表明,房价上

涨以及与之相关的不公平问题所引起的社会张力已经大有要超过社会可接受

的临界点之势.

　　房地产病入膏肓了吗? 无可救药了吗? 引起高房价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呢? 而高房价背后又隐藏着什么样的利益关系? 如何从制度根源上寻求解决

问题的长远之计?

二、问题的症结:房地产市场的需求与供给分析

　　房价问题是房地产业问题的外在表象,背后是社会经济关系以及经济运

行的严重扭曲.我们可以从价格问题入手,探究整个问题的症结.

　　按照市场经济的一般原理,房地产的价格是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基本因素

相互作用的结果.遵循这一基本原理,我们来进一步分析房价严重偏离价值

以及非理性上涨的原因.

　　让我们从一种理想的状态来开始问题的分析.假定房地产市场是完全竞

争市场,那么房地产价格水平主要受供求关系的影响.价格上涨的原因要么

是成本推动所致,要么是需求拉动所致.但无论哪种因素,在完全竞争市场条

件下,都不会是单纯的朝一个方向运动,整个市场的供给和需求终归一个平衡

点,而且,价格也不会总是处在上涨的状态,而应该围绕价值线上下波动.但

是,我国这些年的房价不是这样的状态,而是单一的大幅度上涨.这说明我国

的房地产市场并非完全竞争市场,一定有一些起持续托举效果或者拉动效果

的力量在起作用.那么,这些力量是什么呢? 它们之间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首先来看房地产的供给.房地产市场的供给主要受资源供给的制约,包
括土地、建材和资金.从建材和资金的供给来看,供给弹性比较大,供给和需

求规律应该基本上能起作用,因此也基本上不存在问题.但是土地却不同,土
地的有限性和不可移动性和排他性特点,决定了土地的供给弹性很小,意味着

不仅在需求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土地的价格必定直线上升,而且即使需求不上

涨,也能通过对土地的垄断而使价格上升.而土地的成本是房地产价格的重

要组成部分.据统计,房地产价格中土地的成本占到整个价格的
１
３

甚至更多,

这无疑构成价格虚高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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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２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土地价格的虚高不仅与土地本身的属性有关,而且与土地供给模式有关.

１９９４年财税体制改革以来,中央政府原来财力过于不足的状况根本改观,而
地方政府的财政则由于改革收入减少,但由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需要,地方政

府的财政支出却大幅度增加,这样地方政府的财政吃紧的问题成为一个突出

而长期的问题.而房地产业的发展使地方政府在征地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收

益来源,并直接导致地方政府财政对土地的依赖.在土地有限而需求无限的

情况下,政府采取公开拍卖的方式出让土地,在开发商的竞标过程中土地价格

一步步被推上新的台阶.加上之后开发商对土地的囤积和垄断,土地成本在

整个房价中的份额也就进一步提高.土地的有限性、不可移动性使得对土地

的垄断成为可能,而传统的土地管理体制和财税体制改革导致的地方政府财

力不足使得这种可能转化为现实.房地产商的囤积进一步把这种现实程度推

向更高水平.所以,高房价是因为首先有了一个很高的基底———土地出让成

本和房地产商的土地投机利润.

　　需要说明的是,有一种说法,把房地产价格的虚高归咎于政府出让土地的

价格太高.这个问题需要具体分析,不能跟着感觉说话.土地出让金首先是

一个可以确知的数,既然是公开拍卖,那也不是一个可以掩藏起来的秘密.而

且这个过程之后,政府与在以后的房价收益的增长也无关了,之后的收益是由

于垄断而在房地产开发商与社会大众(投机需求)之间进行分配了.因此在建

筑成本比较明确的情况下,由于土地的垄断而产生的增值也是一个可以明确

的数.在这样都比较明确的情况下,我们去评价政府在高房价中到底起什么

样的作用才比较客观.可以断定,开发商与大众投机者在房价的非理性上涨

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然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肯定也有不可或缺的影

响.但是土地的有限性使得政府不可能再像以前计划经济那样无偿无限供给

(那种把政府土地供给太少说成是房价上涨的原因的说法包含着土地可以无

限供给前提假设),而只能采取公开拍卖的市场模式,既然土地有限而竞争激

烈,自然土地价格不可能低.问题其实不在这里,而在于土地拍卖收入的去

向.如果政府的土地收入重新投入到土地的再生产和为社会大众提供廉租房

中去了,而不是拿来当吃饭财政,则这种土地财政是可以接受的.而且由于廉

租房的供给和土地的再生产,应该转化为抑制房地产价格非理性上涨的因素.
当然,如果这部分土地出让收入没有主要用在这个方面,则需要深思.因此那

种土地价格的虚高完全归结为政府土地供给太少或者不加分析地认为是地方

政府的“土地财政”模式所致的说法是有问题的,因为它把房地产商和大众投

机者凭借土地垄断而产生的价格因素掩盖起来了.土地出让以后,土地的垄

断权就已经从政府手里转到开发商和房产投机者那里了,在土地出让价格和

建筑成本既定的情况下,房价的非理性上涨实质上是房地产商和大众投机者

的投机行为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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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土地的垄断只是为高房价提供了一种可能,而要让这种可能转化为

真实的房价,必须进而考虑需求状况.因为无论如何垄断,如果没有真实的需

求作为对象,那么高房价就没有现实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房地产商要想“绑
架”,首先必须要有被“绑架”的对象,而且这个被“绑架”的对象没有逃脱的可

能并且具有一定的购房能力.下面就房地产的需求因素展开分析.

　　首先必须明确住房商品的基本属性.毫无疑问,房子首先是人的一项基

本消费品.即无论是谁,无论什么社会阶层,无论什么收入水平,人们首先都

得有个安身之所.这不仅是保全生命的基本前提,也是人的心灵的栖息地.
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给房子的这种基本消费品属性以特有的含义.人们首先

都想有一个可以安身的自己的家,并不在于要有多好多豪华,首先在于有,在
于是自己的.最近报纸上出现的“胶囊公寓”、“鸡蛋公寓”、“暖气管道”等反映

了人们对自己的房子的渴望和一种无奈的努力.“(别人的)金窝、银窝,不如

自己的狗窝”这句谚语就是人们对房子的典型心态.现代社会中年轻人择偶

时也能经常出现这种观念,把有自己的房子看成是结婚成家的一个基本前提,
有的地方因此把这种住房需求说成是“丈母娘需求”,可见,住房在人们日常生

活中的地位.房子的第二个基本属性就是它是大宗商品,是耐用消费品.作

为大宗商品,买房子需要一大笔资金,人们不能像购买日用品那样经常购买,
因而,房子对于个人的意义可能意味着一辈子的努力,这就进一步强化了房子

在人们生活中的特殊地位.而作为耐用消费品,人们对房子的质量必然有特

定的要求,明显超过对一般消费品的质量关注度,差异性需求是住房需求的一

个根本特点,面积大小,质量等级,是公寓还是别墅等各不相同.故而房子在

现代社会也成为标志一个人能力的社会符号,成为人们自我确定的符号.即

使是消费性需求当中,也充满着精神需求的因素,这是对房子的基本消费性需

求的强化.房子的第三个属性就是价格需求弹性小.即作为基本消费品不是

要不要买的问题,而是何时买的问题.与其他的基本消费品不同,住房的需求

满足无法用其他商品替代.比如食品,我们喜欢吃米饭,但是,如果米饭价格

上涨,我们也可以吃面食,或者其他.而房子没有替代品可供选择,虽然暂时

可以租,但迟早必须买.按照需求理论,需求缺乏弹性的商品,供给者提高利

润的基本手段就是提高价格,而不能通过“薄利多销”去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
从这个角度看,住房供给者获得了天然的垄断权利,因而房子的价格只能是提

高.

　　我们来从现实情况来进一步具体分析一下需求的基本情况.就当前的房

地产市场来看,需求很明显分为两个基本的部分:一部分是基本的消费需求,
而另一部分是日益泛滥的投机需求.由城市化和改善住房条件而刚性上涨的

本消费需求与在利益动机下日益泛滥的投机需求共同构成了拉动房价上涨的

动力因素.首先来看看基本消费需求.这里可根据消费的不同要求分为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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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４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需求和改善需求.绝对需求是满足有房的需求,而改善需求是满足改善住居

条件、提高住居质量的需求.这两个方面的基本需求在城市化和社会经济发

展的过程中都在绝对快速增加.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人介绍,２００９年中

国城镇化发展水平达到４６．６％,而保守估计,到２０２０年我国城市化率将达到

５５％.另外,按照规划,未来１０年中国的人均居住面积将由２００８年的２８平

方米提高到３５平方米.这意味着未来１０年全国城市住宅的需求会达到４２
亿平方米,相当于每年新增４．２亿平方米.如果考虑到２０２０年中国总体上的

城市化率将达到５５％左右,平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那么加上这部分新增

城市人口,未来每年产生的真实住宅需求将在８亿平方米左右.因此,在相当

长的时期内,住房供应还需要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才能满足城镇居民对住房

的需求.① 正视基本需求的这种刚性上涨的趋势与当前我们的供给能力的短

缺是有针对性制定房地产发展政策的必要前提,在增加住房供给总量和调整

住房市场的供给结构时应有科学的动态的调查研究为基础,以更好地应对这

种城市化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需要.但是,只看到这一点远远不够,因
为这个由基本需求引起的房价上涨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非理性上涨,它
是以真实的社会进步为基础的,而且也一定建立在经济发展提供的可能性之

上.在基本需求之外的投机需求是房价问题的关键.所以接下来必须进一步

来分析日益泛滥的投机需求及其影响.

　　分析房地产市场的投机性需求之前,必须区分“投资”和“投机”两个概念

的不同,因为它们在理论上虽比较清楚,但是,实践中人们总是把它们混为一

谈,从而会产生社会导向上的混乱.一般来说,投资行为是指通过组织生产或

提供服务在增加社会财富的基础上而获取一定的社会回报的经济行为.比

如,投资房地产,即通过生产住房这种社会财富而获得一定的利润回报.又如

投资农业,即通过生产出农产品或者通过其他行为增加农产品产量或提高农

产品质量等而获得一定的回报.但投机行为则完全不同.投机行为是指不是

通过增加社会财富而是凭借一定的控制权分割他人创造的社会财富的行为,
这是典型的纯粹的食利行为.赌博行为是典型的投机行为.投资行为虽然与

投机行为同样具有获利的目标,但是两者的实施手段和带来的社会效果绝然

不同.投资通过组织生产或服务来实现,而投机通过对资源的控制地位来实

现;投资带来社会财富的增加,而投机只能带来社会财富的分割,带来社会的

不公和两极分化.正确的投资行为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本途径,而泛滥的

投机则是乱人心智、制造不公和社会动荡的渊蔽.投机还可分为有风险的投

机和无风险的投机.赌博对赌博者来说是具有风险的投机,当然对于赌博规

则的设计者来说基本上是没有风险的投机.房地产投机在基本需求刚性上涨

① 王炜:«房子须给人住　高房价是不可承受之重»,«人民日报»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１日.

The World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Economy (WAPE) 
Homepage: www.wapeweb.com  Email: wapemember@vip.163.com

CC BY-NC-SA 3.0



第２辑 投机与垄断:房价非理性上涨之根 １３５　　

和供给长期缺口的情况下对投机者来说是没有任何风险而只有丰厚暴利的投

机.这在近十年来的中国房地产市场已经得到充分的证明.投机一套住房得

到的回报是原来房价两倍、三倍甚至更多,有的能抵上一般工薪阶层一辈子的

工资收入,这种现象十分普遍.而这只需要一买一卖,一个十分简单的过程.
这是投机者生产出来的财富吗? 明显不是,那么为此“买单”的又是谁呢?

　　当前的房地产投机行为十分泛滥,成为房价非理性上涨的有力推手.房

地产投机有两个部分:一个是房地产商的投机行为,一个是有投机能力的社会

大众的投机行为.房地产商的投机行为早期方式主要是“囤地”,即把从政府

手中买来的土地囤积起来,慢慢开发,通过囤积土地直接使土地供需矛盾升华

并直接从土地升值中收益.这是现时代的“圈地运动”.后来政府出台政策一

定程度上约束了这种行为,比如对获得的土地如果多少年不开发或者另做其

他用途,政府就收回或把土地增值收益收缴等.后来房地产商就改变了这种

方式,改“囤地”为“囤房”,即房子盖好后捂盘惜售,坐等房子涨价获取涨价收

益.这种方式与先前的方式相比只是名称改变了,而内容却没有变.因为房

子的建筑成本是一定的,上涨只能来自土地囤积的时间价值.这样不仅获得

了囤积的收益,还规避了政府的处罚,如是,对开发商来说,只要能拿到土地,
就能几乎没有任何风险的获得土地垄断收益.社会大众的房产投机行为是房

地产投机的另一个重要部分,而其实质是通过买卖房产行为从房地产商那里

分得一部分土地垄断收益.因为受资金规模和资本循环的限制,房地产商还

是不可能完全占有土地垄断的收益,而必须把一部分收益让渡给最先买房的

人,这就为大众房地产投机提供了空间.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大众资本

的增加以及房地产投机的交易成本的低廉(无需专业知识)为社会大众从事房

地产投机提供了可能,而预期收益的可观与稳定是社会大众房地产投机的根

本动机,少数人事先的成功实践示范效应则是社会大众房地产投机兴起和泛

滥的直接诱因.这就是房地产市场中的“羊群效应”.另外,中国房地产市场

的高回报率必定吸引国际社会的游资,这种力量的进入直接以投机为目的,将
严重膨胀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成为房价非理性上涨的国际力量.目前没

有明显的证据表明这种力量已经在某些地区房地产市场中发挥作用,或者将

会发挥作用.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相应的措施对国际游资的运动加

以密切关注、有效监督和限制的话,那必将给中国房地产市场乃至整个国民经

济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么我们有这样的安全屏障吗?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由于我们处在城市化的过程中,经济社会的

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使得住房的基本消费需求无论是从房改以来到现

在,还是从现在到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将是一个刚性上涨的趋势,住房供

给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依然面临很大的压力.这一现实给房地产商、大众投

机者以及境外各种游资提供了广阔、稳定且利润可观的投机市场,或者说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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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６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的基本消费需求的刚性上涨为住房的投机需求提供了理想的“绑架”对象.因

此,说到底,房价的非理性上涨实质上是住房的投机需求对住房的基本消费需

求的“绑架”或“劫持”.正如鲁品越先生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指出,这种投机性

需求“是通过垄断某商品的所有权,以向真正的需求者索取高额利润的欲望.
因此,投机需求并不是真正的需求,而是对‘真正的需求’的劫持.”①

三、对策分析

　　准确分析问题的症结所在是有效解决问题的前提,而解决问题的答案也

就在问题之中.基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投机和垄断是房价非

理性上涨之根.因而,尽可能消除房地产投机行为成为解决房价问题的关键

所在.当然这又是一个系统工程.

　　首先,在房地产开发环节,通过有效监控和制度约束消除房地产商的垄断

投机行为.在征地和商品房销售环节要严厉打击各种“囤地”和“囤房”行为,
并给房地产商划定具有激励也具有约束作用的利润变动空间,以免房地产商

通过房价壁垒来构成“囤房”的实际效果.这就需要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采取

确实的措施在土地出让、商品房销售、房价的调控和相关信息的透明化上面做

出富有成效的努力.

　　第二,在商品房零售环节,严格限定商品房的基本消费品定位,通过有效

的经济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坚决抑制房地产市场的大众投机行为.

　　住房商品的特殊性要求它必须严格限定在基本消费品的定位上.因为和

其他商品不同,没有哪种商品能像住房商品这样对经济和社会有如此重大的

影响.一个社会存在投机行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投机行为失去控制,即投机

泛滥.尤其是房地产这种没有替代品的大众基本消费需求品.数年以来,社
会投机成风,绿豆、大蒜,生姜等都成为投机的对象,媒体戏称“豆你玩”、“蒜你

狠”、“姜你军”.其实,这类商品的投机并不可怕,它不是刚性需求,也不是不

可替代的需求,而且单位价值量不太大,因而不会构成真正很大的社会影响.
但是住房就不同.不仅它是每个家庭的基本必需的消费品,而且单位价值量

大,没有替代品,是最容易被投机所“绑架”的对象.如果任由住房商品投机泛

滥,如前所述,只会带来社会财富的不公平分配,加剧社会的两极分化,扩张房

地产泡沫,如果国际游资大举进入房地产投机,通过大规模的作空,将最终导

致整个房地产泡沫的破裂,而社会财富却被它们卷走,整个房地产业将崩溃,
由于其支柱产业的地位,相关性强,同样将导致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崩溃.而

社会也将不可能有稳定的基础.因此,“在境内外游资泛滥的今天,绝对不能

① 社会科学报编辑部:«房价飙升现象的理性思考»,«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０年７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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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房地产市场采取自由放任主义,政府必须进行深度干预.”①

　　那么,如何干预呢? 从总体上来说,必须切断各种社会资金通向房地产投

机的管道.具体来说,首先,必须继续长期执行严格的限购政策.除基本消费

需求之外,严格限制投机性购房.我以为,就增量市场而言,必须尽可能杜绝

投机性购房.限购令不是要不要继续的问题,而是执行的不够的问题,是需要

强化执行而且要长期执行的问题.如果离开基本消费品的定位,住房商品就

必然成为投机的宠儿,而一切问题又将重演并恶化.其次,限购令的实施直接

受影响的是社会中那些有投机能力的人,满足他们财产保值和增值的需求无

可厚非.为了限购令的有效实施,也为了满足社会大众的财产保值增值的需

求,政府的一个很相关的配套工程就是要尽可能为社会大众游资提供可以合

理增值的机会和空间,尤其是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当前的通货膨胀加剧了

社会大众财产缩水的焦虑,而新的有效的保值和增值渠道又没有提供出来,因
而这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再次,在存量市场上,应当增加基本消费需求以外

的囤房的成本,使囤房的整体收益通过房产税的形式上缴国库,并专款专用,
即专门用来向市场住房困难者提供廉价公租房.房产税的水平应根据地区差

异而不同,但累进税率应该是基本选择.即一套房不征税,除此以外的根据住

房的套数多少逐渐提高的累进税率.总体上税负不宜过高.但要达到抑制住

房的投机性冲动.

　　第三,加强面向住房困难户的保障性住房建设和廉价公租房建设.在住

房商品化的情况下,社会弱势群体的住房困难一定是一个长期的客观存在,因
此,面向住房困难户的保障性住房建设和廉价公租房建设应当是政府的一项

常规职责.在确保土地出让收入和房地产税收入专款专用的基础上,政府尽

可能在财政许可的情况下增加向社会住房困难户提供保障性住房和廉价公租

房的供给.这是政府责无旁贷的义务,必须将这一措施制度化、常规化,并使

之有效运行.新加坡８０％的住房都是通过政府或政府下属的公司解决的,香
港４０％的人口住在政府建设的公共房屋.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住房问题上,
政府负起责任,通过建设各种形式的公房,解决了中下阶层的困难.中国大陆

可以借鉴这些经验.如果政府承担３０％左右的住房用于解决最困难的中下

阶层的住房问题,对于稳定房价将起到相当大的作用.②

　　第四,制定«反投机法»,为打击各种在实体经济中的存在的特别是已关系

到社会大众基本生活的基本消费品的垄断投机行为提供法律的保障.对虚拟

经济中的投机行为,特别是大规模国际游资的投机行为也要进行有效监控和

预防.可以通过建立社会资金流向的监管机制,密切监视各种大笔游资,特别

①
②

社会科学报编辑部:«房价飙升现象的理性思考»,«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０年１月７日.
社会科学报编辑部:«房价飙升现象的理性思考»,«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０年１月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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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境外游资的投机动向.

　　此外,改革财税管理制度从而减少地方政府财政对土地收入的过分依赖

和确保土地收入的专款专用,以及合理引导商品房市场的供给结构和消费者

的住房消费倾向也是必要的配套措施.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房地产业和住房商品的特殊性,以及当前房价问

题的重要性和严重程度,单靠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已无回归健康发展轨道的

可能,必须依靠政府调控这只“有形的手”针对问题的症结进行有力的调控.
任何的瞻前顾后和缩手缩脚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问题的症结已经明

确的前提下,政府需要展示出措施的力度,向市场传递坚强的决心.这是房地

产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是社会稳定和公平的

基本保障,是社会主义制度根本要求.否则,会在一次次的调控中丧失大众对

政府能力的信任,丧失对市场的信心,甚至产生对政府立场的怀疑,而最终将

积重难返,引起社会的动荡和经济的停滞.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

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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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ulationandMonopoly:RootofIrrational
RiseofHousePrice

LiuZemin

　　Abstract　Theirrationalriseofhousepricehasbecomeoneofthemost
severesocialandeconomicproblemsinChinatoday．Itwillnotonlyaffect
seriouslysocialstability,theimprovementofpeople’slivelihood,andthe
fairnessofsociety,butalsoitwillinfluencethehealthyandstabledevelopＧ
mentofthewholenationaleconomyaswellastherealestateindustry．The
essenceofthehousepriceproblemisthekidnappingofconsumptiondemand
byspeculativedemand,whiletherigidgrowthoftheconsumptiondemand
hasprovidedbroadmarketspaceforspeculativedemand．Theland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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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thespeculationonrealestatearetherealsourcesoftheirrationalrisein
houseprice．Therefore,toeradicatespeculationonrealestateisthekeyto
solvethehousepriceproblem．Themarketmechanismisunabletoleadthe
presentirrationalhousepricetoreturntothehealthytrackofrationaldevelＧ
opment．Asaresult,thegovernmentmustplayaleadingroleinsolvingthe
houseprice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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