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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住房租赁市场的金融支持及对中国的启示 

 

☉执笔人：蔡  真，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副主任、法律与金融监管研究基地研究员 

董云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本文来源于《银行家》2018 年第 8 期 

2017 年 7 月住建部联合八部委发布的《关于在人口净流入的大中城市加快发展住房租赁市场

的通知》以及 2018 年 4 月证监会与住建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进住房租赁资产证券化相关工作

的通知》都提及了发展房地产信托基金（REITs）以支持租赁市场发展。本文将着重介绍包括 REITs

在内的若干美国支持住房租赁市场的金融工具，并在此之上分析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一、  

（一）私募股权投资工具（Private equity vehicles） 

房地产领域的私募股权又称为私募股权房地产基金（Private equity real estate fund，PERE fund），

它一直以来都是创造和保持美国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可负担性的重要力量。PERE 基金是指通过非公

开方式，面向少数高净值客户或机构投资者募集资金而设立的，以房地产为投资对象，从事房地

产的收购、开发、管理和营销以获得收入的集合投资制度，追求的是稳定连续的投资收益。需要

注意的是，PERE 的大部分活动都是针对私人持有的房地产的收购和开发。房地产企业或其他企业

通过私募股权投资工具获得资本，然后获取和修缮租赁住房，并保证租赁住房对“地区收入中位

数”(Area Medianlncome,AMI)的 80%~100%的家庭是可负担的。私募股权基金的主要目标是通过

操作层面的亲为管理（Hands-on management，基金积极介入被投企业管理）来创造和提高价值。 

PERE 基金能够吸引大量资金来促进住房租赁市场发展的原因在于:第一，PERE 基金直接拥有

所投房产的股权。直接所有权可以更大程度地控制投资方向以及资产管理活动，能够更好地实现

投资策略和投资目标，使投资者获得高于一般市场层面的收益。第二，PERE 基金的价值创造和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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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重组。PERE 基金管理人通过对所投房地产项目进行重新包装，比如对所投资租赁住房进行修缮

或者达到精装修等，以达到提升租赁住房价值。还可以将不同的房地产项目重新打包销售，或者

是对某一项目按比例分拆销售或出租。分拆后的价值会高于原先的价值。第三,PERE 基金的回报

率与固定收益和股票市场的相关性很低，波动性较低。第四，灵活便捷的退出方式。投资者既可

以将所投房地产销售完毕清盘退出，也可以将资产在非公开市场转让给其他投资  

（二）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s，REITs） 

REITs 是美国国会于 1960 年为小规模投资者投资于创收商业、工业以及住宅地产的一种投资

工具，REITs 为房地产开发商或者说租赁住房运营商提供了长期的融资机制。而住宅 REITs 是 REITs

的一种创新方式，是为了鼓励机构投资者投资住宅地产，达到增加住宅市场的租赁供给的目的。

住房租赁 REITs 是一种以发行股票或收益凭证的方式，汇集投资者资金，由专业管理机构对租赁

物业进行专业化管理获得投资收益。美国住房租赁市场的快速发展与 REITs 的发展密不可分。住

宅 REITs 于 20 世纪 90 年代在美国开始发展起来， 截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 美国住宅 REITs 总市

值达到 1394.36 亿美元，数量达到 22 只，占 REITs 市场总市值的 13.92%，是美国第二大 REIT 行

业。美国住宅 REITs 主要投向公寓市场，这为租户提供了高质量的住宅地产。 

美国发达的上市流通制度是 REITs 成功的主要因素，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表现在 REITs 的证券

流通性上。美国主要是公司制 REITs,即 REITs 本身是公司制实体，上市流通的收益凭证是公司制实

体的股票，因此 REITs 作为一种直接投资于房地产或通过抵押贷款间接投资于房地产的证券形式

存在，通常可以像股票一样在主要证券交易所交易，REITs 给投资者提供了极具流动性的房地产投

资方式。由于上市流通带来的小额、可转让的特点，可以汇集众多的投资者，这就为 REITs 的规

模扩张打下了基础。美国大批的公寓运营商在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大规模上市 REITs 融资，三家最

大的公寓运营商 MMA(MidAmerica Apartments) 、AVB(AvalonBay Communities,inc.)和 EQR(Equity 

Residential)于 1994 年前后以 REIT 上市融资，从而实现了在管公寓数量的高速增长。 

美国针对 REITs 的税收优惠政策是促进公寓 REITs 快速扩张的重要因素。这主要表现在持有运

营阶段，REITs 公司若将每年盈余的绝大部分以现金红利的方式分配给投资者（通常是 90%）， 就

不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投资者若以个人不动产入股 REITs 公司的方式获得受益凭证，税法也不

做税收处理， 但是当投资者将受益凭证变现就需要缴税， 这避免了对 REITs 公司和股东的双重

课税等。表１为美国 REITs 的税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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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美国 REITs 的税收政策 

环节 纳税主体 税种 税基 征税条件 

购置/处

置物业阶

段 

卖方 15%的代扣代缴税 交易价格 

让境外个人、机构购买、交换、受

与、赎回或让与，获得不动产方缴

税 

买方 

卖方 
0.5%-1%的转让税 交易价格 

取得不动产时，由买方/卖方支付，

REITs 无税收优惠 

卖方 
15%-35%的累进企

业所得税 
出售利得 

不动产转让环节，出售方对超过成

本部分的收入正常纳税，若不动产

持有超过 10 年，则有可能享受税

收优惠（出售物业利得用于分红部

分免税 

持有运营

物业阶段 

运营公司

/REITs 

100%惩罚性税收 违规金额 

收益来源和分配比例未达到

REITs 成立要求中的 75%或 90% 

从事禁止性交易 

1%-3%的房产税 物业价值 
各州税法对于税率规定有所不同，

但对 REITs 都无税收优惠 

15%-35%的累进企

业所得税 
未分配利润 

只有租金收入用于分红的部分免

税 

投资者分

红阶段 

境内企业 
分红、利得 35%的所

得税 
分红、利得 

分红、  

收入、出售利得都需缴税 

境内个人 
43.3%的所得税 分红收入 

23.8%的所得税 出售利得 

境外企业 

境外个人 

30%的代扣代缴税 分红收入 

35%的代扣代缴税 出售利得 

10%的代扣代缴税 返还股本 

资料来源：兴业研究 

 

（三）低于市场利率的债务基金（Below-market debt funds） 

当地公共机构、基金会、社区发展金融机构以及金融机构等将低于市场利率的债务基金提供

给房地产开发商，房地产开发商只需要承担低于市场利率的贷款成本， 就可以获取和开发土地、

修缮已有的房产以及开发相关的基础设施，特别是开发多住户家庭住房和吋负担性住房。低于市

场利率的债务基金直接或者间接通过社区发展金融机构（Community Development Financial 

Institution，CDFIs）获得贷款。这些基金以低息贷款的形式，将政府和基金会的资金与金融机构

（主要是银行和保险公司）的传统债务结合。政府和基金会资金对于传统债务来说代表了一种信

用增强， 即可以促使贷款产品支持一些风险较高的活动以及增加对借款方原先不可能的有利条

款。低于市场利率的债务基金不仅可以让经济适用房的开发商在激烈竞争的租赁市场上生存， 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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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了美国融资系统的一个重要空白，还可以给经济适用房开发商提供持续的资金，因为这些基金

通常是循环的，也就是说设立低于市场的债务资金可以在偿还之前的贷款时发放新的贷款。

 

美国金融体系对住房租赁市场的强大支持是市场发展的关键，从文章所述三种产品来看对中

 

第一，对住房租赁市场的金融支持可适当应用政策性金融工具，比如低于市场利率的债务基

金。就租赁市场的服务对象而言大部分是中低收入家庭， 具有一定的公共产品属性， 因此可考

虑  

第二，机构投资者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于大部分的租赁住宅集中在大都市区，租金较高， 

这就需要规模化经营的机构投资者；在融资方面，证券化以及上市交易是帮助机构投资者募集大

规模资金的重要制度安排。NAREIT 的研究表明，公开交易的股权 REITs 相对于 PERE 基金提供了

更为客观的投资回报溢价以及其他公开市场所具有的流动性、透明度与可监控的特性；并且公开

交易的股权 REITs 在长期内表现优于核心、增值和机会基金，经历了更强的牛市，能够从经济低

迷中快速回复，而且与 PERE  

第三， 税收优惠是租赁住宅证券化过程中的关键。一方面，在 REITs 设立和终止过程中，不

动产资产重组导致的土地增值税、契税、所得税成为发起人的巨大负担；另一方面，REITs 对于投

资人而言是一个通道，其产生收益的源头与 REITs 是统一税源，  

综上所述，加大金融支持促进住宅租赁市场发展的重点在于解决现金流不匹配和收益率过低

的问题，证券化是解决之道；当前我国住宅租赁市场证券化的主要障碍包括双重收税、流通性差

等。此外、为达到避免“炒房”的目的，运营收益的强制分红比例也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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