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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管控内容的空白，使得执法和监管缺乏依据；指
导思想不统一，方向不坚定，容易受到社会阻力、技术

5.1 源头减排

源头减排的目的是减少进入排水管网的雨水。结

条件的影响，系统的建设在合流制与分流制之间反复变

合海绵城市措施，将雨水就地留存、下渗，实现错峰排

缺少国家标准和技术规范的支撑。国内目前还没有

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且措施多样，包括绿色屋面、透

换[4]，形成了不彻底的分流系统。

针对溢流次数的设计标准及方法 ；对于截流倍数，规
[5]

范取值2～5，范围宽泛缺乏针对性，设计完全凭借经
验，也经常伴随矛盾。

对于下游需新建污水厂的情况，若倍数取值大，则

放，同时利用植物和土壤截留过滤雨水中的污染物。这
水铺装、下沉绿地、生物滞留带及雨水花园等，结合景
观利用建筑群之间的零碎空间，完成雨水控制。
5.2 管网优化维护

截流倍数是核心参数，需要统筹考虑现有污水厂的

管网和污水厂规模大，投资高，污水被稀释，造成入厂

规模情况、城市下垫面的情况、工程资金量、建设管理

而取值小，又缺乏指标判断是否能满足溢流污染的控

有的计算机模拟技术，将工程数字模型化，根据治理目

浓度低，难以响应国家污水处理厂提质增效的要求；
制要求。

对于下游已有污水厂的情况，倍数只能根据污水厂

的冗余能力选择，取值过大则出现厂前溢流；如果冗余
足够，系数取高值，雨天又存在污染物浓度低、水量大
的问题，对生物处理设施不利。
4.4 建设管理维护能力不足

管网状态混乱，管理难度大。国内现有的合流系统

类型本就复杂，再加上建设管理不当、违法成本低等因
素，建成管网中错接、混接、乱接的现象较多，加剧了

水平，而现有规范对其却缺乏有针对性的指导。结合现
标，反推出不同截流倍数下的设施配置，组成多个方案
比较，可以直观有效地进行决策，避免了依靠经验、边
做边改的方式。

响。为了应对考核，改造缺少统筹考虑，采用封堵溢流

期坚持的工作，需要主管部门重视并给予政策支持。
5.3 调蓄处理

在管路中设置调蓄水池，能够有效增加污水截留倍

水处理厂。通过监测仪表对截流井内实时水位和水质的
倍数，有效防止外水倒灌。调蓄水池的布置位置灵活，
可以分散布置在零星空地中，也可以集中布置，布置在
管网上游还可以有效减小下游截流干管的管径。

在溢流端建造人工湿地除了可以调蓄溢流水量外，

口等方式粗暴解决，削弱了排水能力，增加内涝风险。

还能利用植物去除水中的污染物，污水停留时间越长去

景需求，通过设置闸坝等方式，随意改造水系水位和河

态的作用，由于需要较大的占地，宜结合景观布置。

下，加剧管网运行压力。

负荷。已有学者研究旋流分离器在末端处理中的应用[7]；

缺乏系统的整体意识。为了单一的防洪或者景观水

道运行状态，使得部分管网及排口长期淹没在常水位之
5  完善合流制的改造思路

针对国内存在的推进难点，结合国外的改造经验，

我国的合流制污染控制措施应该贯彻削减外排污染负荷
的原则，但又应该秉持自己的改造特点。

-

宁市为例，结合南宁市公共租赁住房发展现状、满意理
论、主观认知理论、感知风险理论相关理论，有针对性
地设计问卷并选取公共租赁住房小区进行实地调研，从

与国外相比，法规标准是国内推行完善合流制的最

以保证工作顺利实施。规划的编制要具有针对性，根据各
要加强沟通协调，保证政策的一致性，避免目标反复。
（下转第38页）

13438户，完成2020年自治区下达南宁市年度目标任务
13000户的103.36%，发放金额694万元。在南宁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网站系统，定期公布南宁市本级公共租赁

住房的房源信息，通过微信公众号线上平台和线下服务大
厅报名方式，提供给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报名申请。

目前，南宁的住房保障工作已进入集中分配和管理

响因素的关系系数路径图，厘清影响目前公共租赁住房

分配和运营管理[2]。自2018年2月1日起施行的《南宁市

退出问题的关键因素，为解决公共租赁住房“退出难”
情况提出有效建议，为公共租赁住房退出政策及管理办
法的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提供实证基础。
2  南宁市公共租赁住房发展现状

南宁市是广西进行保障性住房最早的城市，供应

向分配给符合条件的高层次人才；普通人才住房3577

5.4 完善法规、标准及管理

至2020年12月25日，全市发放公共租赁住房货币补贴

阶段。“十三五”期间，工作重点会由“加快建设”转

合构建更为详细的结构方程模型，输出租户退出意愿影

也可以结合雨水调蓄池，增设斜板沉淀隔间，对溢流水
量进行就地处理。

效措施，加快推进公共租赁住房货币补贴发放工作，截

承租者退出意愿立场出发，利用SPSS和AMOS软件相结

2018年政府筹集建设了南宁市高坡岭人才公寓，共建

城市的特性及发展趋势进行补充或者修编。各部门之间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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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租赁住房租户退出意愿因素研讨相对较少，尤其是缺

在溢流端安装就地处理设备可以有效削减外排污染

水量；将本应溢流的混合水量暂时贮存待后续处理。具
理、完善规章标准。

目前我国公共租赁住房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退出形

数量最大、覆盖面最广、体系最健全，但目前公共租赁

根据排水的过程，以管网为主体，减少水量的思

体而言，控制措施为源头减排、管网优化维护、调蓄处

1  引言

除效果越好 。人工湿地同时能起到美化城市、改善生
[6]

大欠缺。溢流污染CSO控制需要法律法规提供支撑依据，

路为：减少进入管网的雨水量；增加进入污水厂的混合

[关键词] 退出意愿；公共租赁住房；结构方程模型；建议

少从承租者角度出发的有效针对性建议。本文以广西南

精确计量，配合自动化闸门及堰板，可以随时调整截流

个别地区应付心态重，改造策略不当，加剧污染影

[摘 要] 公共租赁住房是一项重大的惠民民生工程，管理程序中的有序退出环节是公共租赁住房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以广西南
宁市为例，从影响公共租赁住房租户退出意愿因素出发设计问卷调查分析，结合南宁市公共租赁住房发展现状、满意理论、主观认
知理论、感知风险理论相关理论，利用SPSS和AMOS软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厘清影响目前公共租赁住房退出问题的关键因素，为
解决公共租赁住房“退出难”情况提出有效建议，为南宁市公共租赁住房的健康有序管理提供依据。

中。破损管道的修复及错混接整改，是无法避免并需长

民的正确排水意识，将管网排水能力维持在良好的状态

整体管网的运行效率。淤积、破损、渗漏等问题，使得
重、污染地下水等问题。

□ 黄 乐 李艳萍

式、退出机制、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但对于影响公

数，控制初期污染浓度较大的污水，将其错峰排放至污

截流管道能力下降，出现旱季沉积物增多、雨季溢流严

——以南宁市为例

重视管道的清洗及疏通，积极宣贯并提高周边居

混乱状态。

维护人员的素质水平较低、经费不足等原因制约着

公共租赁住房退出意愿调查研究及建议

住房仍存在保障房家庭轮候量大、可供房源少特点 。
[1]

设人才住房4159套，其中高层次人才住房582套，定
套，定向分配给符合公共租赁住房保障资格的全日制本
科及以上学历的人才。2019年共筹集各类公共租赁住
房房源约5233套。南宁市采取加强政策制定等多项有

移到“分配经营管理”为主线，全力推动公共租赁住房
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办法》对于公共租赁住房的退出条件
做出更严格及具体的规定 [3]。截至2019年3月，南宁市

住房保障局对发现的354户拥有汽车的低收入保障家庭
和246户涉及空置、转租转借做法的家庭租户停止了保

障资格，并公开通报、限制5年内不得申请。2020年1
月1日，南宁市公共租赁住房房源互换平台正式上线使

用，规定具有保障资格有效期和公共租赁住房租赁期剩
余期限在6个月以上的公共租赁住房承租人，可提出互
换申请。

3  南宁市公共租赁住房退出意愿调查
3.1 调查对象

本次问卷调研对象主要是南宁市区公共租赁住房租

户，选取已经建立有一定年限的或位置有些偏远的公共

[项目来源] 2020年度广西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工程项目“‘双一流’背景下的房地产开发与管理专业课程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2020JGB266）。
[作者简介] 黄 乐，南宁师范大学自然资源与测绘学院，房地产开发与管理专业专任教师，工程师，硕士。
李艳萍，金碧物业有限公司南宁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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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调研小区基本情况
小区名称
惠民安居·边阳苑

惠民安居·北湖苑

惠民安居·凤岭北苑
惠民安居·昆仑苑
富乐新城

小区位置

南宁市西乡塘区
边阳街15号

南宁市西乡塘区
安园东路36号

南宁市青秀区佛
子岭路33号
南宁市兴宁区金
川路5号

南宁市江南区智
兴路39号

所在区域

西乡塘区
青秀区

兴宁区

江南区

共9栋2928套公租房，其中单间配套1808 顶、底层7.4元/m ，其他楼
层8.2元/m2（高层）
套、一房一厅732套、二房一厅388套

共6栋3064套公租房，其中单间配套1894 顶、底层5.9元/m 2 ，其他楼
套、一房一厅780套、二房一厅390套
层6.6元/m2

地发放调查问卷，“一对一”访谈方式完成问卷调查。
本次调研共计发放问卷182份，剔除无效问卷7份，有效

表2 调研人群基本信息描述
变量名称
性别

问卷175份，问卷有效率为96.15%。
3.2 调查内容及问卷统计分析

调查内容采用了李克特五分量表法，包括：（1）租

户的居住感受，即对居住小区环境、交通、配套等方面

年龄

的满意程度；（2）租户对公共租赁住房性质、退出政

策及房价的了解程度，对公共租赁住房退出有着什么样
的认识；（3）租户对于自己退出公共租赁住房后的风险
感知，受到退出后生活成本增加的恐惧、找不到合适的住
所、政策实施的可行性等方面的因素的影响，想象退出公
与周末或傍晚调研时间段女性居家较多有关。年龄上50
岁以上的占57.71%，占比最大；次为41岁—50岁，占比

教育程度

方面，受访者文化水平高中专及以下水平的占81.14%，

占比最大，这与被调研对象的年龄层次相吻合。对公共

准入类型

成上集中于两口之家，次为三口之家。从家庭收入看，
人均月入2001元～3000元段的人群最多，为33.71%；

次为人均月入3001元～4000元段，这与调研对象文化水
平、准入门槛紧密相关。
3.3 退出意愿分析

结果统计分析如表3所示，若达到公共租赁住房的

退出条件后62%的租户不愿意主动退出，只有极少部分

-

18岁及以下
18岁—30岁

家庭成员数

百分比

69

39.43%

2

1.14%

106
17

60.57%
9.71%

23

13.14%

51岁—60岁

56

32%

41岁—50岁
初中及以下

高中/中专/技校
本科/大专

硕士及以上

8

9.14%

4.57%

问卷数据统计得出，在影响公共租赁住房退出方

面，大部分租户认为福利好，且即使达到了退出要求，
若是没被发现也不会有太大惩罚，这就导致人们潜意识
里不愿意主动退出，可见人们已经形成的一些认识和理
解让他们对公共租赁住房退出有着不一样的看法。对于

31
2

17.71%
1.14%

62

35.43%

20

11.43%

12

24.57%
21.71%
6.86%

20.57%

3人

54

30.86%

68
13
4

38.86%
7.43%
2.29%

1000 元以下

34

19.43%

2001元～3000元

59

33.71%

18
40
24

13.71%

险，因变量就是租户退出意愿情况，组建得出租户退出
意愿研究的概念模型（见表4）。

根据退出行为研究中的概念模型图可知，影响退出

意愿的因子大约划为以下几大类：

（1）租户的主观认知。主要是租户对公共租赁住房

性质及政策的认识了解情况，是否了解公共租赁住房准
入门槛及退出政策。

（2）公共租赁住房的居住满意度。租户对公共租赁

4  南宁市公共租赁住房退出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策。此外租户的居住满意度也还会受其他一些外界因素

公共租赁住房退出意愿受多方面复杂因素影响，其

集到的数据用统计说明直接影响，而用结构方程建模则
4.1 建模思路

根据各影响因素提出结构方程模型建模思路，先进

际感受，是否满意，这也将会影响到他们退出意愿的决
的影响，居住越是满意则就更不愿意退出。

（3）感知风险情况。租户想象自己退出公共租赁住

房后面临的经济、居住、家庭等方面直接或间接所产生
的压力及不可预测的风险，租户感知自己面临的风险的
大小，也将会影响到其居住感受的满意程度。

行模型假设，再进行模型拟合，最后进行模型评价和模
型检验。

4.2 模型构建与检验

4.2.1 变量统计与解释

根据之前设定的概念模型并结合调研问卷数据，Q

表4 描述性变量统计分析
潜变量
Q1（主观认知）

Q2（居住满意）

变量名称
X1

X2

X3

Q3（感知风险）

Q4（退出意愿）

变量解释

公租房政策了解程度

与周边房价对比了解程度

公租房退出政策了解程度

X4

小区地理位置、交通便利

X6

小区周边配套设施

X5

X7

10.29%
22.86%

户退出意愿的自变量分为主观认知、居住满意、感知风

住房交通、地理位置、周边配套、房屋质量等方面的实

奖罚分明。

49.71%

31.43%

居住满意、感知风险这3大理论的基础上，依据调研5个

公共租赁住房退出政策上的建议，绝大多数租户认为应

87

55

36

4001元以上

E非常赞同

24%

可分析出观测量间的潜在关系。

1人

3001元～4000元

16

公共租赁住房小区的实际情况，将影响公共租赁住房租

42

25.71%

38

1001元～2000元

D赞同

44%

18.29%

45

外来务工人员

4人

77

满意等多方面因素影响，结合前文中提到的主观认知、

32

影响因素测量指标如满意度、主观认知、感知无法从收

43

2人

B赞同

公共租赁住房中退出意愿主要受租户认知、感知、

百分比

18.29%

32

低收入个人

新就业大中专毕业生

5人及以上

家庭人均月
收入

样本数量

31岁—40岁

其他

租赁住房五大准入条件而言，低收入家庭占35.43%，占
比最大，次为低收入个人，占比24.57%。在家庭成员构

女

低收入家庭

18.29%，整体上老年人占半数以上，这与我国人口老龄

化、公共租赁住房准入条件密切相关。在文化教育程度

男

60岁以上

共租赁住房后所要承担的风险情况；（4）租户基本信息。

根据表2统计数据分析，调研对象中女性占比大，

类型

样本数量

C一般

共15栋3942套公租房，其中单间配套2410 顶、底层7.4元/m 2 ，其他楼
层8.2元/m2（高层）
套、一房一厅814套、二房一厅718套
共7栋5301套公租房，其中单间配套3534 顶、底层5.9元/m 2 ，其他楼
层6.6元/m2
套、一房一厅1234套、二房一厅533套

退出意愿

A非常不赞同

2

苑、昆仑苑和富乐新城5个小区（见表1）。笔者采取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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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标准

共2栋1172套公租房，其中单间配套468 顶、底层10.3元/m2，其他楼
西乡塘区
套、一房一厅588套、二房一厅116套
层11.4元/m2（高层）

租赁住房小区，包括惠民安居边阳苑、北湖苑、凤岭北

租户愿意退出。

表3 退出意愿分析表

房源情况

居住房屋质量、户型

小区物业、治安管理

X8

退出后对后期住房是否产生影响

X9

退出后生活成本是否会增加

X10
X11

变量赋值

5=“非常了解”
4=“了解”
3=“一般”
2=“不了解”
1=“非常不了解”

5=“非常满意”
4=“比较满意”
3=“一般”
2=“不太满意”
1=“不满意”

5=“影响很大”
4=“影响较大”
3=“一般”
2=“影响不大”
1=“不影响”

5=“非常赞同”
4=“赞同”
3=“一般”
达到了退出条件是否会愿意主动退出 2=“不赞同”
1=“非常不赞同”
认为公租房退出政策能否顺利执行

有效的 N （列表状态）

N

均值

标准差

175

2.7314

175

2.0229

1.21274

0.98177

2.7143

175

3.84

175

0.77807

175

0.92227

175

1.12540

0.81481
2.3086
2.4

175

1.01062

3.2857

175

3.6286

1.13172

175

2.9714

1.24766

175

2.3657

1.02440

175

3.9371

0.852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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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潜在变量，X表示可观测变量，其具体含义及赋值情
况如下表：

4.2.2 信度分析

在建模前先进行信度分析，说明检验数据是十分

有效和可信。一般而言，当由Cronbach's Alpha系

数小于0.9且大于0.7时，说明问卷可靠性很高；当由

为0.73，说明越是了解退出政策，则退出的可能性就越

表7 模型拟合度评价指标

设H2成立，居住满意、感知风险程度则是对租户退出意

房日常巡查力度，建立公共租赁住房违法转租行为举报

或者感知自身面临风险越大的租户越难退出公共租赁住

借行为，立即解除合同，收回房屋，并取消该家庭保障

型后输出的一些拟合评价指标。
拟合评价
指标

指标说明

评判标准

结论

X²/df

卡方差值与自由度
比值（NC）

输出
结果

1＜NC＜3

2.326

符合

GFI

拟合优度指数

＞0.9

Cronbach's Alpha系数＞0.9时，则说明问卷十分可

RMSFA

的可靠系数Cronbach's Alpha均在0.9以上，可见本

AGFI

行。从表5中的可靠度统计量来看，本次调研者填写

次调研的数据通过检验，各潜变量具有很强的可靠性，
能便于后期构建模型（见表5）。

表5 可靠性统计量分析

潜在变量

Cronbach's Alpha

项数

居住满意

0.945

4

主观认知

0.921

感知风险

3

0.944

退出意愿

2

0.947

2

4.2.3 效度分析

效度是说明问卷的数据结果是否有效和准确，即问

近似误差均方根

＜0.05

0.045

基本
符合

＞0.9

0.946

符合

0.961

符合

Bartlett 的球形度
检验

3623.531

Sig

0.000

df

0.68说明对于住房方面（X8）产生的压迫风险程度比生活

（X9）上的影响大，租户退出后对寻找新住所有较大难

房资格，停发租金补贴，记入不良信息档案，5年内不允
许再申请各类保障房及共有产权住房，并加强社会监督。
（2）完善大数据电子诚信档案监管。南宁市公共租

共租赁住房小区实现“刷脸”进出，并将与智能门锁等

准范围，其中近似误差均方根为0.045也是基本符合，

知、感受风险的程度对租户退出意愿都有着显著影响。

门，保障公共租赁住房依法合规使用，有效地对公共租

果模型与实际走访条件得到的数据间的拟合度挺好，说

退出意愿的关键因素，按重要程度可分为公共租赁住房

比较拟合指数

＞0.9

0.978

符合

由表7可以看出，各项拟合评价指标都是符合标

在＜0.05的范围内。综合以上数据指标来看，本文的因

明所得到输出的模型图中各变量因素间与公共租赁住房
租户退出意愿间也是有很强的因果影响关系，各路径影
响系数也是准确有效存在，有着显著性影响。

定程度上对租户的居住满意感受也有一定影响，其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潜在变量租户满意度、主观上的认

一方面，公共租赁租房租户的主观认知程度是影响租户
退出政策的了解程度（X3）、自我的潜意识中对政策的

认识及对退出补贴的期待等；另一方面，公共租赁租房
租户对风险的预知情况对其退出有着负向的影响，住房方

面（X8）产生的压迫风险程度越大，公共租赁租房租户就
越不愿意退出。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对南宁市5个公共租赁住房小区展开实地访问调查

后，利用结构方程模型的路径系数关系图分析各因素间

对租户退出意愿的影响程度，发现62.86%的租户不愿意

0.921

近似卡方

房，呈现负向相关；感知风险程度中，影响系数0.77＞

查处机制，及时掌握房屋使用情况，一旦发现有转租转

系数路径为0.16，呈现正向相关性影响。

CFI

表6 效度检验结果分析

取样足够度的Kaiser-Meyer-Olkin度量

愿的路径影响系数为-0.29、-0.36，可见越是满意的租户

（1）制定完善相应的奖惩政策。加大对公共租赁住

赁住房也逐步对公共租赁住房小区实行智能化管理，对

潜在变量与观测变量间的吻合程度，运用SPSS的因子分

KMO 和 Bartlett 的检验

高，如果对政策了解越少，退出的可能性越小；因此假

度，则H1、H3的负向相关性假设成立。而感知风险在一

调整的拟合优度指数

卷是否能测量反映出其需要测量数据的程度，可以检验
析法来实现。

5.2 建议

模型拟合指数反映出来，以下是通过AMOS软件构建模

主动退出公共租赁住房，而潜在变量租户满意度、主观
上的认知、感受风险的程度对租户退出意愿都有着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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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1）影响租户退出意愿的最重要因素是租户的主观

小区门禁实行刷脸识别，开启智能型物业服务 [3-4] 。公

技术结合，实现非承租家庭成员不得随意进入楼栋单元
赁住房转租转借行为进行监管和查处；为租户建立完善
的档案资料，也应该建立完善的个人大数据电子诚信档
案监管，与各行业合作，将租户的住房、民政、医疗、
金融等消费行为纳入个人信息管理中，对租户的汽车、
银行存款、房屋、投资等资产进行监管，确保租金收缴
和公共租赁住房的正常使用。对承租家庭的一次转租、转

借行为，将可能为其家庭成员日后的很多行为带来影响。
（3）提高思想认识，发挥群众监督力量。群众监

督才是最广泛、有效的方式，才能从本质上解决公共租
赁住房租户退出问题，尤其是一些以欺瞒实际情况方式
骗取保障资格的情况。一方面，租户自身要提高思想认
识，不盲目跟风，要遵守公共租赁住房准入与退出的相
关政策法规；另一方面，政府部门要充分发挥群众监督
的力量，鼓励支持群众进行实名或匿名举报违反公共租
赁住房居住规定的违规行为。调动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监
督，既能监督规范好自身行为，又能对周边租户进行有
效监督。

从表6可以看到KMO和Bartlett检验结果，表中KMO

认知程度，其中包括租户对公共租赁住房退出政策的了

常适合做因子分析。Bartett球形度检验Sig值为0.000，

（2）租户对风险的预知情况负向影响着租户的退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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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意愿，认为自己退出面临的风险越大，就越不愿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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