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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政策

业务流程

案例分析

银校合作



贷款政策



贷款对象（一）

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中经济困难的

 专科（含高职生）

 本科

 研究生

 第二学士学位学生



贷款对象（二）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学校不予推荐：

 非本校学籍者

 有违法乱纪行为，受过校方行政处分或有关部门刑

事处罚

 其他不符合国家助学贷款有关政策办法规定的情况



贷款金额（一）
 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含第二学士学位、高职学生）

每人每年申请贷款额度不超过8000元；年度学费和住宿

费标准总和低于8000元的，贷款额度可按照学费和住宿

费标准总和确定。

 全日制研究生每人每年申请贷款额度不超过12000元；

年度学费和住宿费标准总和低于12000元的，贷款额度

可按照学费和住宿费标准总和确定。



贷款金额（二）

贷款可用于支付学费和住宿费

只有在足额申请学费后，若有多余的贷款额

度才可申请住宿费



贷款期限

在读期间（财政贴息） 毕业还款期（15年）

贷款期限为学制剩余年限加15年，最长不超过22年。



贷款利率

国家助学贷款利率按照同期同档次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LPR）减30个基点执行。



贷款贴息

在校就读
期间

休学、转学
(再贴息)

毕业后在还
款期内继续
攻读学位
(再贴息)



贷款利息偿还

借款学生在校期间

 100%由财政补贴

借款学生毕业后

贷款利息及罚息由其本人全额支付。



贷款本金偿还

 毕业后借款学生可自主选择还本宽限期，宽限期最长5年。

 在宽限期内，只需偿还利息，无需偿还贷款本金；宽限期

结束后，还款金额将由原来的只偿还利息变更为本金+利息

两部分。



贷款还款方式

 按月偿还贷款本息；

 每月1日为还本付息日；

 开始还本付息后，具体还款方式可选择等额本

息还款法、等额本金还款法



贷款还款账户

长城借记卡

网上银行——贷款模块



开立长城借记卡

网点需要学生提供以下材料：

身份证件正反面复印件，注明：“仅限
办理中国银行助学贷款之用”，并“签
名”确认。

务必提供学生本人的手机号码（仅限本
人号码），且为必留项；网点开卡时需
要抽取10%的学生进行开卡联系，请保
持手机畅通。



开立长城借记卡
务必提供学生在上海的具体地址（如无
请提供学校宿舍的详细地址），请将上
海地址清晰的写在身份证复印件空白处；

务必注意身份证复印件的清晰度；

请注意身份证的有效期，务必提供最新
的身份证件。



如何管理个人还款帐户



办理需携带证件：
身份证、

还款帐户（借记卡）

仅限本人办理

可选择在上海市的任意一家
中国银行网点办理。

如何管理个人还款帐户
——如何办理网上银行



提前还款

 提前还款，经办银行按贷款实际期限计算利息，不加

收任何手续费。

 还款方式灵活，可代办。



过期未还款
 借款学生如未按照与经办银行签订的还款协议约定的期

限、数额偿还贷款，经办银行将对其违约还款金额计收

罚息；

 如借款学生连续拖欠还款行为严重且不与经办银行主动

联系办理有关手续，经办银行有权在不通知违约学生的

情况下，通过新闻媒体和网络等信息渠道公布其姓名、

公民身份证号码及具体违约行为等信息。



贷款流程



贷款申请

 贷款申请材料

1、学生居民身份证（未成年人须提供法定监护人的有效身份证

明或户口本和书面同意申请贷款的证明）

2、本人学生证（新生可提供录取通知书）

3、《复旦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表（2020）》正面

4、中国银行的还款借记卡

贷款申请途径

通过学校向银行申请，由学校国家助学贷款管理机构进行资料

收集、评定、初审等工作。



贷款审批

 贷款初审

由学校国家助学贷款管理机构负责贷款资料的初审。

签订合同

完成贷款初审后，统一组织签署《借款合同》及相应材料。

银行审批

经办银行在收到学校提交的所有学生的申请贷款材料后，

进行三级审查。



贷款发放

按照学年度分次发放。采取一次申请、分学年发放的办法。

经办银行在借款合同签署审批完备之后，将首个学年的贷

款全额划入学校指定的帐户。第二学年及以后学年的贷款在

每学年收到学校确认的放款名单后划入学校指定的帐户。

对于以前学年度根据学校停放名单未发放的贷款 ，经办银

行不追加发放。



贷款还款
 借款学生毕业离校前，由学校机构组织借款学生与经办

银行制定还款计划，履行还款义务，手续办完后，校方

可为其办理毕业手续。

 对于退学、出国情况，借款学生须与经办银行办理结清

手续后，方可离校。

 对于毕业后当年或以后年度继续攻读学位的学生，均可

申请财政再贴息，需签署《还款计划》和/或《调整还款

计划和贴息申请书》。



贷款再贴息

 申请

借款学生需提前20个工作日向原所在学校提出再贴息申请，

提供转学证明、休学证明或录取通知书、身份证明等相关证明

资料

 学校审核

学校在5个工作日内，审核借款学生的再贴息申请。

 经办银行办理

原经办行自收到学校审核通过的再贴息申请，在5个工作日内

办理再贴息手续。自再贴息手续办理之日起，财政部继续贴息。



贷款流程中其他注意事项

 贷款金额、期限、还款日原则上不可变更（提前还款除外），学生在

还款过程中需严格按照银行的还款计划还款。

 学生的个人通讯方式如有变化，应及时去银行网点柜面更正，同时开

通网上银行、短信通知等功能，随时关注查询贷款动态。

 毕业生未签还款协议即离校，后续逾期后因无还款协议，经办银行无

法进行核销。学校需严格按照贷款流程，不为未签署还款协议的学生

办理离校手续。对于当学年因特殊情况未签还款协议即离校的学生，

学校需出具未签署还款协议的证明，交由经办银行。



2 贷款诚信
教育



个人征信系统

征信
制度

基础

个人
征信
报告

.

具体表现
形式



“我给你一份信用，你给我一份承诺”

“今日的贫困学子，来日的国家栋梁。”国家助学贷款给

学子们带来的不仅是经济上的支持，更在学生心中埋下信用、

感恩与回报社会的种子。我们希望把履行社会责任变成无尽的

接力，以做最好的银行为遵旨，让国家助学贷款赋予学生的这

种勇于担当的价值观如接力一样继续传递、扩散。



案例分析



案例1
2016年， 借款人某某，在本科毕业当年考取异地研

究生。由于其毕业前忙于实习，未能参加毕业前夕的还

款政策宣讲和诚信教育，因此对再申请贴息政策一无所

知，自认为只要升学即可自动享受贴息政策，无需还贷

款，毕业前未来我行申请再贴息。故造成其国助贷款逾

期。在本人的征信报告上留下了不良记录。



案例1分析
 学校需在学生中大力宣传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宣讲会和诚

信教育的重要性，积极组织并要求涉及学生全部参加。

 学生自身需对国家助学贷款给予足够重视，深入了解贷

款政策，避免后续因不了解政策、政策理解不当而对自

己造成不良的后果。



案例2
2011年我行收到一学生来电请求，该生于2002年本科阶段

申请了国家助学贷款，但毕业后将还款事项遗忘，后在我行

催促下晚于规定还款时间2年才将贷款结清。在2011年花旗银

行招聘时被告知，个人信用情况不良，不予录取。她通过多

方关系请求修改个人信用记录。但在过去2年多的时间里，她

的确没有归还过贷款，最后她只能等待个人信用记录若干年

后自动消除。



案例2分析
 由于在校期间，学生不需为贷款支付利息，无还款意识 ，毕业

后将贷款事宜遗忘，对于国家助学贷款及个人信用从一开始即

不够重视、不够了解。

 学生毕业后个人通讯信息发生变化后未及时到银行网点办理更

正，导致失联，不能获取个人还款信息，同时银行工作人员也

无法联系到本人。

 在还款阶段，个人信息一旦发生变更需及时到银行网点柜面更

正信息，以便一旦发生逾期能够在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还款期间学生因自身原因发生贷款逾期造成征信不良，无法修

改个人信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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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资助服务部



一、国家助学贷款申请须知

申请资格

中国本专科生

家庭经济困难

无生源地贷款

正常完成学业

申请材料

本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学生证复印件/录取通知
书复印件

《复旦大学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认定表（2020）》



二、贷款办理流程图

ehall申请

• 11.13-11.24学生登录ehall填写网上申请 、接
受审核与修改

签订合同

• 11.23-12.04申请审核通过的学生携带申请材料
前往学生资助服务部签订贷款合同

领卡放款

• 学生根据通知到指定地点领取银行卡和合同（时
间地点另行通知）



1.登录学校信息门户网站系统
（http://ehall.fudan.edu.cn）



2.输入您的学号和密码，点击登录



3.到Ehall界面首页，搜索“本专科生国家助学贷款”



4.仔细阅读申请说明，然后点击“申请校园地贷款”



5. 核对信息并修改，个人信息需通过“本专科生学生基
本信息”进行修改

简单陈述即可。



6. 核对信息并修改

如实填写每年学费和住宿费金额，但每年贷款
金额不得超过8000，总贷款年数不超过5年。



6. 核对信息并修改，修改家庭成员信息（如无法改动，
需通过“本专科生学生基本信息”进行修改）



6. 如需修改个人及家庭信息，登录ehall搜索“本专科生
学生基本信息管理”，点击进入“本专科生学生基本信
息管理”服务。



6. 修改个人信息，其中“手机号、在校通讯地址（按格
式）、联系电话”必填



6.修改家庭信息



6.修改家庭成员信息



6.信息全部修改完后，点保存，然后“提交审核”



6.基本信息审核完成后，再次进入贷款页面，检查无误后点击提交



待审核

已审核

已驳回

请在保存并提交完毕后的
1-2个工作日内重新登录
ehall进行下一步操作！查
看审核是否通过，并根据
审核意见进行下一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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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签订流程
携带贷款申请材料准时前往叶耀珍楼113室
签订协议，时间以审核意见和电话通知为准。

申请材料
①本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请确保身份证有效期至少到2021年1月31日）
②学生证复印件（新生可携带录取通知书复印件）
③《复旦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表（2020）》正面
④转降同学携带教务处开具的转降证明



1、 共一式五联，请学生检查一下是否缺少
2、 凭证填写的份数 = 分次放款次数 = 剩余学制，
例如：贷款分四年发放，每年：6000元学费
需要填写四份借款凭证，每份金额为6000元整。
注：根据本人实际金额填写
（大写范例：零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仟万）
3、 每份凭证左上角写上学号，院系/专业，否则无法与材料匹配
4、 收款人为：复旦大学 帐号： 437759252978 
5、 该凭证为一式五联复写纸，只需要认真填写第一联即可,填写
完成后，查看第四联是否清晰，若很模糊，可以在第四联重写一下。

借款凭证样本



借款凭证样本



• 未成年同学（2002.11.1后出生）需提供法定监护人的身
份证复印件和书面同意申请贷款的证明原件。

• 家长书面同意书模板以及助学贷款的全部相关资料均可
以从学工部网站下载。

• 转专业降级的同学还要提供教务处开具的转降证明。

注意：



需要填写的协议
1. 若干份借款凭证

2. 国家助学贷款借款合同

3. 国家助学贷款申请审批表

4. 国家助学贷款借款合同特别签订条款



填写协议注意事项
1. 除借款凭证用蓝色圆珠笔填写外，其他协议一律用
黑色签字笔填写。

2. 错误修改方法：用笔划掉错误信息，在空白处改正
并签名。

3. 填写完毕后将所有协议和贷款申请材料交由学生资
助服务部员工审核。

4. 审核通过以后，在贷款登记本和贷款登记电子表格
上录入本人信息后离开。



还款事项
在毕业之前，银行会要求贷款同学填写

还款确认书，即将毕业的贷款同学需要到学生

资助服务部填写该确认书，并在毕业之后按时

还款。相关事宜请于毕业前密切关注自己的学

号邮箱学生资助服务部的相关通知！



如有疑问，请咨询学生资助服务部！

办公电话：55664093

办公地点：叶耀珍楼113室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 09:15-21:15



自 由 提 问



T H A N K S
宣讲会结束后，可登录复旦大学学工部网站下载“贷款宣讲会PPT”

网址：http://www.stuaff.fudan.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