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政策宣传栏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

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

育”。国家助学贷款作为教育资助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党中央、国务院运用市场化手段

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学难问题的重要举

措，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实现教育改变贫困

命运的重要保障。

2018年，国家开发银行坚决贯彻落实国

家最新资助政策，进一步扩大助学贷款覆盖范

围，实现了对高校、科研院所、党校、行政学

院、会计学院等各类院校，对全日制本专科

生、研究生、预科生等各类学生的全覆盖，当

年新增发放助学贷款287亿元，惠及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402万人，覆盖了全国26个省市、

2309个县区，2830所高校。

2019年，国开行将坚定不移地按照党中

央、国务院的要求，深化与教育部门的合作，

继续认真做好国家助学贷款工作，加大对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特别是建档立卡贫困学生的支

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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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1 贷款政策

什么是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指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向符合条

件的家庭经济困难的普通高校新生和在校生发放的、在学生入学

前户籍所在县（市、区）办理的助学贷款。生源地贷款为信用贷

款，学生和家长（或其他法定监护人）为共同借款人，共同承担

还款责任。

3 什么时候开始还款，还本宽限期有多长？

学生在读期间利息全部由财政补贴。学生毕业当年不再继续

攻读学位的，在3年还本宽限期内只需偿还利息，毕业第四年开始

偿还贷款本金和利息。学生毕业后，在还款期内继续攻读学位的

应及时向县级资助中心提供书面证明，审核通过后，可继续享受

贴息和还本宽限期。贷款到期日期不变。

4 申贷金额及贷款用途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按年度申请、审批和发放。

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含第二学士学位、高职学生、预科

生）：每人每年申请贷款额度不超过8000元，不低于1000元；

年度学费和住宿费标准总和低于8000元的，贷款额度按照学费和

住宿费标准总和确定；年度学费和住宿费标准总和高于8000元

的，按照8000元确定。

全日制研究生：每人每年申请贷款额度不超过12000元，不

低于1000元；贷款用途与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相同。

5 贷款期限

按学制加13年、最长不超过20年。

6 贷款利率

执行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

不上浮。每年12月21日根据最新基准利率调整一次。

2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能享受哪些便利？

属于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学生，可以直接前往县级资助中心

办理申贷手续，无需进行家庭经济困难认定。

借款学生需要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条件类别 具体要求

共同借款人需要符合以下要求：

条件类别 具体要求

1. 原则上应为借款学生的父母（不做年龄限制）；

2. 如果借款学生父母由于残疾、患病等特殊情况

丧失劳动能力或民事行为能力的，可由借款学

生其他近亲属作为共同借款人；

3. 如借款学生为孤儿，共同借款人则为其他法定

监护人，或是自愿与借款学生共同承担还款责

任的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共同借款人户籍与学生本人入学前户籍均在本县

（市、区）；

如共同借款人不是借款学生父母时，其年龄原则

上在25周岁以上，60周岁以下；续贷时，如未更

换共同借款人，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未结清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或高

校助学贷款）的借款学生不能作为其他借款学生

的共同借款人。

借款学生及共同借款人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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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申贷流程

高中预申请

就读于普通高中和中职学校的学生，若家庭经济能力难以满足其大学在校期间的学习、生活基本支出的，均可进行预申请，包括但不

限于：高中阶段（含普通高中学校和中职学校）任一学年曾获得过国家助学金资助的学生（含应届毕业生和复读学生）；建档立卡贫困家

庭学生、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学生、特困供养学生、孤残学生、烈士子女、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残疾人子女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申贷流程

注意事项：请妥善保管好《借款合同》、《受理证明》，并及时变更有关初始密码，尽量选择自己熟悉的密码作为修改后的密码。

最长贷款期限

剩余在校时间 13年+95593
国 家 开 发 银 行 学 生 在 线 服 务 系 统

http://www.csls.cdb.com.cn

国 家 开 发 银 行 生 源 地 信 用 助 学 贷 款 咨 询 电 话

国    籍 

学    籍

户    籍

信    用

家庭情况

其    他

与借款学生

的关系 

户    籍

年    龄

其    他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被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批准设立、实施高等学历教育

的全日制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高等专科

学校（含民办高校和独立学院）、科研院所、党

校、行政学院、会计学院（学校名单以教育部公布

的为准）正式录取，取得真实、合法、有效的录取

通知书的全日制新生（含预科生）或高校在读的本

专科学生、研究生和第二学士学生；

学生本人入学前户籍、其共同借款人户籍均在本

县（市、区）；

诚实守信，遵纪守法；

家庭经济困难，家庭经济收入不足以支付学生在

校期间完成学业所需的基本费用；

当年没有获得其他助学贷款。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不让孩子失去上大学的机会。

2 3 4 51
注册用户

在学生在线服务系统

完成注册，网址：

www.csls.cdb.com.cn

在线申请
并导出《申请表》

填写或更新个人基本

信息、共同借款人信

息，提出贷款申请并

导出《申请表》。系

统提示未通过预申请

的同学，还需要填写

《认定表》。

注意：续贷的同学，无需
填写《认定表》，需要登
陆学生在线服务系统填写
“续贷声明”。

注意：续贷学生使用原用户
名登录，无需重新注册。

注意：过时未录入回执，
视同放弃本次贷款申请。

资料审查通过后，县

级资助中心组织签订

《借款合同》。

签订合同

到高校报到后，请高

校经办老师在10月10

日前登录助学贷款信

息管理系统录入电子

回执。

请录入
电子回执

现场办理前要完成1至2步 在县级资助中心完成第3、4步 在高校完成第5步

首次贷款需要学生与

共同借款人一起携带

所需材料前往县级资

助中心办理手续；申

请续贷的，学生或共

同借款人一方携带所

需材料即可。

现场审查

注意：签订电子合同的同
学，在贷款审批通过后可
以登陆学生在线服务系统
打印合同。

注意：如续贷时更换新共
同借款人，需要学生和共
同借款人一起前往县中心
办理续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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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贷流程

需要材料

类别 具体要求 类别 具体要求

3. 可以登录学生在线服务系统或联系所在县级资助中心申请提前

还款，特殊情况除外；可以申请一次性还清一份或多份合同尚

未清偿的所有助学贷款本金及相应利息；也可以申请提前偿还

部分本金（必须为人民币500元以上、且为100元的整数倍数的

金额）及相应利息。系统将根据申请时间确定相应的结息日和

利息金额，详细的提前还款申请流程见《借款合同》，也可以

拨打95593咨询。

4. 2018年起，国家开发银行推出手机还款。登录支付宝手机

APP，在“便民生活”页签选择“生活号”，搜索“国家开发

银行助学贷款”，在“在线还款”中录入借款学生助学贷款专

用支付宝账号和学生身份证号，根据提示还款。

1. 11月1日（最后一年为9月1日）以后，登录学生在线服务系

统，查询还款当期还款额度。系统用户名为借款学生身份证

号，如果密码遗忘可拨打95593重置。

2.  在11月1日至12月20日之间（最后一年为9月1日至9月20日之

间），登录支付宝www.alipay.com，直接在指定账户内充值

还款或使用“助学贷款还款”功能还款，也可以前往就近县级

资助中心或高校资助中心使用助学贷款专用POS机刷借记卡还

款（请事先咨询是否提供POS机刷卡服务）。

案例一

2010年，甲在A银行获得一笔8000元的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2013年7月甲毕业后，认为自己已脱离学校，新的工作环境中无人知晓

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还款状况，而且父母已移居，A银行难以联系其本人和共同借款人，因此，甲在2013年12月20日和2014年12月

20日先后2次未偿还助学贷款利息，也未与A银行主动联系。2015年1月，甲所在单位准备派甲去外地学习培训，甲为此申办信用卡以备外

地学习期间使用。当甲向B银行递交申请后，被告知因甲的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存在长达12期的拖欠记录，B银行拒绝了甲的信用卡申请。

甲才得知个人征信系统已在全国联网运行，认识到按约还贷的重要性。随后，甲立即主动联系A银行，将拖欠的助学贷款本息全部结清。

小结：个人征信系统建立后，借款人逾期不还银行贷款将被记录到个人征信系统中，各商业银行通过查询个人征信系统能够掌握该借款人的贷款偿还状况。通常情况下，逾

期不还的借款人很难再从各家银行获得新的授信。

案例二

乙向D银行申请个人住房按揭贷款，D银行查询个人征信系统发现，乙在C银行办理的一笔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曾出现逾期半年的情

况。鉴于乙个人经济状况良好且已将该笔助学贷款结清，D银行准予给乙发放个人住房贷款，但是提高了首付款的比例。乙非常后悔自己

过去的失信行为，提高了偿还D银行贷款的自觉性，再未出现过不良信用记录。

小结：征信系统如实记录借款人的信用信息，借款人过去的信用行为将对其未来的经济活动产生重大影响。请借款人重视维护自身信用，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享受到守信激励

的好处，防止失信被惩戒。

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国家开发银行  印制

关于个人征信

登录学生在线服务

系统查询还款计划

登录学生在线服务

系统查看扣款结果
通过支付宝还款 使用POS机还款或

案例二 

李明同学在2018考上了理想的大学，学校收取学费5500元，住宿费1500元。李明同学家庭经济困难，想申请7000元助学贷款，贷

款期限16年。按照人民银行公布的5年期以上基准利率4.9%计算，今后每年需偿还多少本金和利息？

案例一

小王2018年考上研究生，学校每年收取学费、住宿费合计

14000元。小王每年都按照最长贷款期限和最高贷款额度申请生

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贷款情况见下表：

那么未来几年，小王每年还款日需要偿还的本金和利息如右表：

— 

—

—

—

700

700

700

700

700

700

700

700

700

700

7000

—

105.76 

347.76

348.72 

1047.76 

1012.99 

978.21 

944.10 

908.66 

873.88 

839.11 

804.62 

769.55

726.20 

9707.32 

—

105.76

347.76

348.72

347.76

312.99

278.21

244.10

208.66

173.88

139.11

104.62

69.55

26.20

2707.32

无需承担利息或本金

承担本年度9月1日至12月20日的利息，共111天，只需偿还利息

7000×4.9%/360×111=105.76

承担上一年度12月21日至本年度12月20日的利息，共365天，只需偿还利息

7000×4.9%/360×365=347.76

承担上一年度12月21日至本年度12月20日的利息，共366天，只需偿还利息

7000×4.9%/360×366=348.26

承担一年的利息+一年的本金，以此类推：

2025年 347.76+7000/10

2026年（7000-7000/10）×4.9%/360×365+7000/10

2027年（7000-2×7000/10）×4.9%/360×365+7000/10

2028年（7000-3×7000/10）×4.9%/360×366+7000/10

2029年（7000-4×7000/10）×4.9%/360×365+7000/10

2030年（7000-5×7000/10）×4.9%/360×365+7000/10

2031年（7000-6×7000/10）×4.9%/360×365+7000/10

2032年（7000-7×7000/10）×4.9%/360×366+7000/10

2033年（7000-8×7000/10）×4.9%/360×365+7000/10

承担上一年度12月21日至本年度9月20日的利息+剩余的本金

（7000-9×7000/10）×4.9%/360×275+7000/10

单位：元

单位：元

利率

4.9%

4.9%

4.9%

贷款期限（年）

16

15

14

申贷额度（元）

12000

12000

12000

学年

2018-2019

2019-2020

2020-2021

年级

研一

研二

研三

案例说明：

1. 在校就读期间的利息由国家财政全额贴息；

2. 自毕业（或结业）当年起，开始偿还助学贷款本金和利息，还款日为每年

的12月20日（最后一年为9月20日），遇节假日不顺延。

3. 还款计划将以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结息数据为准，请及时登录学生在线服

务系统查看具体还款计划；

4. 如果遇到闰年，每年的计息天数将按照366天计算；

5.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存贷款计结息有关问题的规定，贷款利率的

换算公式为：日利率=年利率÷360。

合计

有关说明

应还本金和利息

注意事项：1. 如果借款学生及共同借款人不在同一本户口簿

上，需携带双方户口簿原件。2. 部分地区还需要相关材料复

印件，请咨询当地县中心。

1. 办理人本人的身份证原件；

2. 借款学生或共同借款人签字的《申请表》

原件。

1. 借款学生与共同借款人身份证原件；

2. 录取通知书（或学生证）原件；

3. 户口簿原件；

4. 《申请表》原件。

5. 未通过预申请的同学，还需要持《认定表》原件。

注意事项：部分地区还需要相关材料复印件，请咨

询县中心。

在校期间

（2018年至2022年）

毕业当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至

2033年

2034年

时间

续贷需要材料 ——

还本付息日

12月20日

12月20日

12月20日

每年的12月20日

9月20日

本金 利息 小计

 年份 应还本金 应还利息 当年应还合计

 2018年 — — —

 2019年 — — —

 2020年 — — —

 2021年 — 543.90  543.90 

 2022年 — 1793.40  1793.40 

 2023年 — 1788.50  1788.50 

 2024年 3272.73  1788.50  5061.23 

 2025年 3272.73  1625.91  4898.64 

 2026年 3272.73  1467.33  4740.05 

 2027年 3272.73  1300.73  4573.45 

 2028年 3272.73  1138.14  4410.86 

 2029年 3272.73  975.55  4248.27 

 2030年 3272.73  815.18  4087.91 

 2031年 3272.73  650.36  3923.09 

 2032年 3272.73  487.77  3760.50 

 2033年 3272.73  325.18  3597.91 

 2034年 3272.73  122.50  3395.23 

 应还本息合计 36000 14822.95  50822.94 

首次贷款

需要材料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政策宣传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