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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积金每缴存一年可贷 10 万
北京公积金新政下周一实施

二套房贷款最高额度降至 60 万

昨天，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关于调整住房公积金
个人住房贷款政策的通知》、《关于落实放管服、优化营商环境提
升住房公积金归集服务水平的通知》，新政将实行贷款额度与借
款申请人住房公积金的缴存年限挂钩， 每缴存一年可贷 10 万
元，最高可贷 120 万元。 对于“二套房”，将变成与商贷一样的“认
房又认贷”。 新政将从 9 月 17 日，即下周一正式施行。

提取变化
异地提取仅限户籍地或户籍所在省会

贷款变化
贷款额度与缴存年限挂钩

过去，公积金贷款额度最
高是 120万元，缴存时间的长
短并不会影响额度的多少；新
政将实行贷款额度与借款申请
人住房公积金的缴存年限挂
钩，每缴存一年可贷 10万元，
最高可贷 120万元。
计算缴存年限时，也会有
几种特殊情况。如果缴存年限
不够 1整年的，按 1整年计算。
比如，如果缴存期限是 13个

按照新政规定，除了购买位于
北京市行政区域内的住房，提取公
积金仅限于购买本人及配偶身份证、户
口簿记载的县、市或户籍所在地的省会
城市内的住房。
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相关负
责人表示，虽然目前已经实现了异地购

月，也会算为两年，可贷 20万
元。此外，如借款申请人为已婚
的，核算贷款额度不会相加得
出，而是以夫妻双方中缴存年
限较长的一方计算。
此前，公积金个人贷款的贷
款期限最长可以计算到借款申
请人 70周岁，新政则调整为原
则上最高不得超过 65周岁。如
借款申请人为已婚的，贷款期限
以夫妻双方中较长的一方计算。

进城务工男 55 周岁女 50 周岁销户提取

对于进城务工人员与单位解
除 劳 动 关 系 的 ，如 户 籍 是 本 地 的 ，
按照本地户籍人员的提取规定办
理 ；如 户 籍 是 外 地 的 ，因 工 作 变 动
前往外省市，已在当地建立住房

二套最高贷款额度降至 60 万

为了遏制以大病等方式造假骗提，
与此同时，缴存人申请办理约
本市原则上取消《关于职工家庭突发事 定提取的，首次提取完成后，约定提
件提取住房公积金问题的通知》文件规 取时间间隔调整为三个月、半年或
定的重大疾病提取。
一年。
违规提取 5 年禁提禁贷

根据新政，未来本市对于违规提取
公积金将加大惩罚力度。对违规提取住
房公积金的缴存职工，管理中心立即冻
结其住房公积金账户，责令其全额退还
违规提取的金额，将个人信息记入不良
信息库，自违规行为发现之日起五年内
不予办理住房公积金提取、不予受理住

买非普通自住房且为第二套住
房的，首付款比例不低于 80%。
对于普通自住房和非普通
自住房的认定标准，将按照《关
于调整本市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普通住房平均交易价格有关问
题的通知》标准执行。一般来
说，普通自住房是指容积率在
1.0（含）以上、单套建筑面积在
140平方米（含）以下，并参考
其实际成交价格确定。

除了调整诸多贷款规则外，相关材
料也伴随着新政实施而精简。在贷款申
请资料方面，为方便借款申请人，管理
中心贷款经办部门受理贷款申请时，只
留存购房合同原件（不方便提供原件
的，提供复印件）、《异地贷款职工住房
公积金缴存使用证明》原件；其余贷款

月还款额不超月收入六成

在保证借款申请人基本生
活费用的前提下，根据借款申
请人所申请贷款金额、期限及
适用利率，按等额本息还款法
计算的月均还款额，不超过借
款申请人月收入的 60%。

例如，使用公积金贷款
120万元、25年，按照 3.25%的
基准利率计算，等额本息的月
供是 5848元。按照新政倒推，
在算入基本生活费的基础上，
月收入至少要达到 11230元。

申请资料经核验后，留存电子影像档
案，在业务办理过程中审核调取使用。
同时，将现行的管理中心、北京市
住房贷款担保中心、借款人、受托银行
各留存一份的借款合同，减少为管理中
心、借款人、受托银行各留存一份，北京
市住房贷款担保中心不再留存。

开户缴存全程网上办

对于公积金缴存单位来说，除已在
网上可以办结的缴存业务外，单位登记
开户、信息变更既可以由经办人到住房
公积金柜台办理，也可以由单位经办人
通过登录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网
站（http：// www.bjgjj.gov.cn）网上业
务平台直接办结单位登记开户、单位信
息变更业务。

城六区到六区外买房可上浮额度

的，购买城六区（东城、西城、朝
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区）以外
的首套住房，最高贷款额度可
上浮 20万、至 140万元；如果
户籍在朝阳、海淀、丰台、石景
山区的，购买城六区以外的首
套住房，最高贷款额度可上浮
10万、至 130万元。

房公积金贷款申请。
同时，还将不良信息依法依规抄送
市工商局、市经信委等部门，实施联合
惩戒。如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转移到异
地，违规提取的不良记录随个人账户一
并转移。

手续变化
多项贷款申请材料精简

首付比例不再统一 20%

为了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
划有关要求，新政对户籍在城
六区的购房家庭，在城六区外
购房且为首套房的，最高贷款
额度在 120万元的基础上可
上浮 10万元、20万元。
具体来说，借款申请人户
籍均在北京市东城区或西城区

公积金的，办理住房公积金异地
转移；
未在当地建立住房公积金的，住房
公积金缴存人男年满 55周岁、女年满
50周岁，可办理销户提取。

原则上取消大病提取

通知规定，“二套房”的情
从下周开始，北京公积金
个人贷款还更改了判定“二套 况是：在本市仅有一套住房；全
房”的规矩，变成与商贷一样的 国仅有 1笔住房贷款记录；有
“认房又认贷”。“房”为借款申 一笔住房贷款记录、在本市有
请人在京名下住房，“贷”指在 1套住房，且为同一套住房。如
人行征信系统中全国范围内的 果在本市有两套及以上住房，
个人住房贷款记录，包括商业 或全国有两笔及以上住房贷款
性住房贷款记录、住房公积金 记录，或有住房贷款记录及在
个人住房贷款记录。
本市有住房且非同一套住房
借款申请人如果名下无住 的，则不予贷款。
同时，新政下调了二套房
房贷款记录且在本市无住房
的，按首套房贷款政策办理；凡 贷款最高贷款额度，由 80万
不属于首套房情形，被核定为 元下调为 60万元。总的来看，
是二套房的，按二套房贷款政 如果“认房又认贷”后被判定为
策办理；如果被核定为有两套 “二套房”，相比过去将面临贷
及以上住房的，也不予贷款。 款额度下降、首付比提高。
通知规定，购买经济适用
住房的，首付款比例不低于
20%；购买共有产权等政策性
住房的首套住房，首付款比例
不低于 30%；购买政策性住房
之外的首套普通自住房首付款
比例不低于 35%；购买政策性
住房之外的首套非普通自住房
的首付款比例不低于 40%；购
买普通自住房且为第二套住房
的，首付款比例不低于 60%；购

房提取公积金，但也发现了一大批伪造
材料骗提公积金的情况，在实际操作中
发现不少申请人伪造产权证、户口簿、
身份证、购房合同甚至是政府网站。
新政还同时规定，如果住房公积金
缴存人及配偶在北京市行政区域内有购
房提取记录的，不能办理异地购房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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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单位首次在网上办理登
记开户，所选择的管理部负责对单位
填报的信息进行审核，将审核结果通
知单位，并指导单位下一步办理业
务；如仍存在问题较为复杂网上或电
话方式不能解决的，通知单位经办人
到管理部或由管理部派人到单位指
导解决。

全市通缴通取实现就近办

过去，本市公积金业务是按照属地
办理；而从下周一开始，缴存单位可按
照就近、便利的原则，自行在管理中心
下属的十八个管理部及受托办理住房
公积金归集业务银行网点选择一个办
理住房公积金缴存、提取类业务，自行
选择的管理部或银行网点可以固定也
可以不固定。
在简化办理材料方面，缴存单位和

缴存人通过住房公积金网上业务平台或
移动客户端办结的登记开户、缴存、变
更、查询等归集业务，业务办理部门不再
打印留存纸质档案，只留存电子档案；管
理部及受托银行网点在办理住房公积金
缴存单位登记开户、缴存、提取、转移、变
更、查询等业务过程中，只需对申请材料
原件进行影像采集，作为电子档案留存，
不留存业务办理材料的复印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