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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类住房储蓄产品参数表 

合同款型 AA AB AC 

合同额（人民币） 
1,000 元的整数倍，最低合同额为 20,000 元。提高合同额时，提高的额

度不应少于 5,000 元且为 1,000 元的整数倍；降低合同时，降低的额度

应为 1,000 元的整数倍。 

合同服务费（人民币） 合同额的 1%及合同提高额的 1%。 

规
律
性
存
款 

规律性存款月度存款比例 
(月度存款占合同额的 ‰) 

10 8 6 

达到配贷条件需要的时间（月） 
（前提是严格按月度存款比例进行存款） 

49 63 88 

最早得到配贷的时间(月) 52 66 91 

一
次
性
存
款 

一次性存款占合同额的% 50 50 50 

达到配贷条件需要的时间（月） 24 32 46 

最早得到配贷的时间(月) 27 35 49 

存款利率(年利率: %) 0.5 0.5 1 

本类型产品存款利率为固定利率，在合同期内将固定不变，不受市场利率波动的影响。 

评价值系数 1.6 1.2 0.4 

最小评价值 8 8 8 

最低存款额比例（%） 
(最低存款额占合同额的百分比) 

50 50 50 

配贷条件 合同达到最小评价值和最低存款额 

贷款总额(人民币)  
最高贷款额等于合同额减去存款本金额的差额 

（最高贷款额小于等于合同额的 50%） 

贷款利率(年利率: %) 3.3 3.3 3.9 

本类型产品贷款利率为固定利率，在合同期内将固定不变，不受市场利率波动的影响。 

月度还款比例 
(月度还款占合同额的‰) 

7.8 6 4.4 

最长还款期限(月) 71 95 143 

合
同
变
更 

合同款型间的转换 
在本表所列的合同款型中，允许在存款利率相同的合同款型之间
以及自存款利率低的款型向存款利率高的款型转换。 

产品类型间的转换 不允许 

提高合同额 允许 

降低合同额 允许 

合同分立 允许 

合同合并 允许 

合同转让 仅允许亲属（父母、配偶、子女）之间进行合同转让 

特别说明：本类型住房储蓄产品存、贷款利率在合同期内将固定不变，不受市场利率波动的影响。客户先要进行存款，
即须先为住房储蓄者集体作出贡献，方能赢得储蓄者集体对其的回报，即于日后获得固定、低利率的住房储蓄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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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类住房储蓄产品参数表 

合同款型 CA CB CC 

合同额（人民币） 
1,000 元的整数倍，最低合同额为 20,000 元。提高合同额时，提高的额

度不应少于 5,000 元且为 1,000 元的整数倍；降低合同时，降低的额度

应为 1,000 元的整数倍。 

合同服务费（人民币） 合同额的 1%及合同提高额的 1%。 

规
律
性
存
款 

规律性存款月度存款比例 
(月度存款占合同额的 ‰) 

12.2 8.38 6.02 

达到配贷条件需要的时间（月） 
（前提是严格按月度存款比例进行存款） 

41 60 81 

最早得到配贷的时间(月) 44 63 84 

一
次
性
存
款 

一次性存款占合同额的% 50 

达到配贷条件需要的时间（月） 21 31 39 

最早得到配贷的时间(月) 24 34 42 

存款利率(年利率: %) 0.5 0.5 1.2 

本类型产品存款利率为固定利率，在合同期内将固定不变，不受市场利率波动的影响。 

评价值系数 1.91 1.27 0.41 

最小评价值 8 8 8 

最低存款额比例（%） 
(最低存款额占合同额的百分比) 

50 50 50 

配贷条件 合同达到最小评价值和最低存款额 

贷款总额(人民币) 
最高贷款额等于合同额减去存款本金额的差额 

（最高贷款额小于等于合同额的 50%） 

标准贷款利率(年利率: %) 3.3 3.3 3.9 

优惠贷款利率(年利率: %) 
(只有在所规定的最长期限内达到了配贷条件的合同才能享受优惠贷

款利率) 
3.7 3.7 4.3 

达到配贷条件的最长期限(月)  48 72 96 

本类型产品贷款利率为固定利率，在合同期内将固定不变，不受市场利率波动的影响。 

月度还款比例 
(月度还款占合同额的‰) 

执行标准 
利率的合同 

5.46 4.05 3.61 

执行优惠 
利率的合同 

5.36 3.95 3.51 

最长还款期限(月) 108 156 192 

合
同
变
更 

合同款型间的转换 
在本表所列的合同款型中，允许在存款利率相同的合同款型之间以及自存款利率低

的款型向存款利率高的款型转换。 

产品类型间的转换 不允许 

提高合同额 允许 

降低合同额 允许 

合同分立 允许 

合同合并 允许 

合同转让 仅允许亲属（父母、配偶、子女）之间进行合同转让 

特别说明：本类型住房储蓄产品存、贷款利率在合同期内将固定不变，不受市场利率波动的影响。客户先要进行存款，
即须先为住房储蓄者集体作出贡献，方能赢得储蓄者集体对其的回报，即于日后获得固定、低利率的住房储蓄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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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类住房储蓄产品参数表 

合同款型 KA KB KC 

合同额（人民币） 
1,000 元的整倍数，最低合同额为 20,000 元；提高合同额时，提
高的额度不应少于 5,000 元且为 1,000 元的整数倍；降低合同时，
降低的额度应为 1,000 元的整数倍。 

合同服务费（人民币） 合同签署时合同额的 1%及合同额提高时提高额的 1%。 

规
律
性
存
款 

月度推荐存款比例 
(月度存款占合同额的千分比) 

10 8 
 

达到配贷条件需要的时间(月) 
(前提是严格依照月度推荐存款比例进行存款) 

50 64 
 

最早得到配贷的时间(月) 53 67 
 

一
次
性
存
款 

一次性存款占合同额的百分比 50 

达到配贷条件需要的时间(月) 
(前提是严格依照一次性存款比例进行存款) 

25 33 32 

最早得到配贷的时间(月) 28 36 35 

存款利率(年利率: %) 0.1 

本类型产品存款利率为固定利率，在合同期内将固定不变，不受市场利率波动的影响。 

评价值系数 8 6 6.2 

最低评价值 8 

最低存款额比例（%） 
(最低存款额占合同额的百分比) 

50 

申请配贷条件 合同达到最低评价值和最低存款额 

住房储蓄贷款总额（人民币） 
最高贷款额等于合同额减去存款本金的差额且不高于合同额与最
低存款额的差额 

住房储蓄贷款利率(年利率: %) 2.95 

本类型产品贷款利率为固定利率，在合同期内将固定不变，不受市场利率波动的影响。 

月度还款比率  
(月度还款占合同额的千分比) 

7.7 5.95 5.9 

最长还款期限(月) 71 95 96 

合
同
变
更 

合同款型间的转换 
在本表所列的合同款型中，允许在存款利率
相同的合同款型之间以及自存款利率低的款
型向存款利率高的款型转换。 

不允许 

产品类型间的转换 不允许 不允许 

提高合同额 允许 不允许 

降低合同额 允许 不允许 

合同分立 允许 不允许 

合同合并 不允许 不允许 

合同转让 仅允许父母、配偶、子女之间进行合同转让。 不允许 

特别说明：本类型住房储蓄产品存、贷款利率在合同期内将固定不变，不受市场利率波动的影响。客户先要进行存款，
即须先为住房储蓄者集体作出贡献，方能赢得储蓄者集体对其的回报，即于日后获得固定、低利率的住房储蓄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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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类住房储蓄产品参数表 

合同款型 RA RB 

合同额（人民币） 
1,000 元的整数倍，最低合同额为 20,000 元。提高合同额时，提高的

额度不应少于 5,000 元且为 1,000 元的整数倍；降低合同时，降低的额

度应为 1,000 元的整数倍。 

合同服务费（人民币） 不收取合同服务费。 

规
律
性
存
款 

规律性存款月度存款比例 
(月度存款占合同额的 ‰) 

12.2 7.6 

达到配贷条件需要的时间（月） 
（前提是严格按月度存款比例进行存款） 

41 66 

最早得到配贷的时间(月) 44 69 

一
次
性
存
款 

一次性存款占合同额的% 50 50 

达到配贷条件需要的时间（月） 21 33 

最早得到配贷的时间(月) 24 36 

存款利率(年利率: %) 0.95 0.95 

评价值系数 1 0.62 

最小评价值 8 8 

最低存款额比例（%） 
(最低存款额占合同额的百分比) 

50 50 

配贷条件 合同达到最小评价值和最低存款额 

贷款总额(人民币) 
最高贷款额等于合同额减去存款本金额的差额 

（最高贷款额小于等于合同额的 50%） 

贷款利率(年利率: %) 
贷款利率执行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 0.9 倍,最低为 4.41%。贷款

利率按贷款发放日及贷款期间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调整当日进行确定和

调整。 

贷款还款方式 等额本息 等额本息 

最长还款期限(月) 72 108 

合
同
变
更 

产品款型变更 允许 允许 

合并 不允许 不允许 

分立 允许 允许 

提高 允许 允许 

降低 允许 允许 

合同转让 允许父母、配偶、子女间转让 允许父母、配偶、子女间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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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标准）产品参数表 

合同款型 LA（标准） 

合同额（人民币） 1,000 元的整数倍，最低合同额为 20,000 元。 

合同服务费（人民币） 申请贷款时，住房储蓄合同额的 1%。 

规
律
性
存
款 

规律性存款月度存款比率 
(月度存款占合同额的 ‰) 

33.9 

达到配贷条件需要的时间（月） 
（前提是严格按照月度存款比率进行存款） 

15 

最早得到配贷的时间(月) 18 

一
次
性
存
款 

一次性存款占合同额的% 50 

达到配贷条件需要的时间（月） 9 

最早得到配贷的时间(月) 12 

存款利率(年利率: %) 0.5 

评价值系数 5.3 

最小评价值 8 

最低存款额(占合同额的%) 50 

配贷条件 合同达到最小评价值和最低存款额 

贷款总额(人民币) 
最高贷款额等于合同额减去存款本金额的差额 

（最高贷款额小于等于合同额的 50%） 

贷款利率(年利率: %) 3.3 

月度还款比率 
(月度还款占合同额的‰) 

21.6 

最长还款期限(月) 24 

合同转让 仅允许亲属（父母、配偶、子女）之间进行合同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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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类（YA款）住房储蓄产品参数表 

合同款型 YA 

合同额（人民币） 1,000 元的整倍数，最低合同额为 20,000 元。 

合同服务费（人民币） 申请住房储蓄贷款时，收取合同额的 0.5%。 

一
次
性
存
款 

一次性存款占合同额的% 50 

达到配贷条件需要的时间(月) 9 

最早得到配贷的时间(月) 12 

存款利率(年利率: %) 0.5 

本类型产品存款利率为固定利率，在合同期内将固定不变，不受市场利率波动的影响。 

评价值系数 4.8 

最小评价值 8 

最低存款额(占合同额的%) 50 

配贷条件 合同达到最小评价值和最低存款额 

贷款总额(人民币) 
最高贷款额等于合同额减去存款本金 

（最高贷款额小于等于合同额的 50%） 

贷款利率(年利率: %) 
本类型产品贷款利率为固定利率，在合同期内将固定不

变，不受市场利率波动的影响。 
4.4 

月度还款比例 
(月度还款占合同额的‰) 

15.3 

最长还款期限(月) 35 

合同的变更及转让 不允许 

特别说明：本类型住房储蓄产品存、贷款利率在合同期内将固定不变，不受市场利率波动的影响。客户先要进行存款，
即须先为住房储蓄者集体作出贡献，方能赢得储蓄者集体对其的回报，即于日后获得固定、低利率的住房储蓄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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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H类产品参数表 

合同款型 标准 HA 标准 HB 标准 HC 

合同服务费（人民币） 

合同签署时合同额的 1%，或合同额提高时提高额的 1%。 
若达到配贷条件的客户放弃贷款或因未能通过我行的审查而无
法获得贷款，依据客户书面申请，我行将 100%返还其所付的合
同服务费（服务费不计息）；除此之外的仸何情况，服务费均不
予退还。 

常
规
存
款 

常规存款月度存款比率 
(月度存款占合同额的 ‰) 

11.03 7.38 6 

达到配贷条件需要的时间(月) 
(前提是严格依照月度存款比率进行存款) 

45 64 78 

最早得到配贷的时间(月) 48 67 81 

一
次
性
存
款 

一次性存款占合同额的% 50 

达到配贷条件需要的时间(月) 22 29 36 

最早得到配贷的时间(月) 25 32 39 

特别约定（适用于所有存款类型） 

当合同达到配贷条件满三年后，若客户仍未提交接受配贷声明，
我行有权要求客户限期提交接受配贷声明并支取存款；若客户在
限期期限内仍未提交接受配贷声明并支取存款，我行有权决定客
户获得配贷、支取存款的时间。除此之外，客户在本住房储蓄合
同项下的其他权益保持不变。 

存款利率(年利率: %) 2.5 2.5 2.5 

评价值系数 0.37 0.26 0.21 

最小评价值 8 

最低存款额(占合同额的%) 50 

配贷条件 合同达到最小评价值和最低存款额 

贷款总额（人民币） 
最高贷款额等于合同额减去存款本金额的差额 

（最高贷款额小于等于合同额的 50%） 

贷款利率(年利率: %) 5.3 5.3 5.3 

月度还款比率（等额本息） 
（月度还款占合同额的‰） 

7.6 6.1 5.38 

最长还款期限（月） 78 102 120 

合同转换 标准 HA、标准 HB 和标准 HC 可以相互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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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款住房储蓄产品参数表 

合同款型 EC 

合同额（人民币） 1,000 元的整倍数，最低合同额为 20,000 元。  

合同服务费（人民币） 申请贷款时，住房储蓄合同额的 1%。 

规

律

性 

月度推荐存款比例（‰） 

(月度存款占合同额的千分比) 
1.5 

达到配贷条件需要的时间(月) 

(前提是严格依照月度推荐存款比例进行存款) 
264 

最早得到配贷的时间(月) 267 

一

次

性 

一次性存款占合同额的百分比 50 

达到配贷条件需要的时间(月) 

(前提是严格依照一次性存款比例进行存款) 
96 

最早得到配贷的时间(月) 99 

存款利率(年利率: %) 2.25 

评价值系数 0.07 

最低评价值 8 

最低存款额比例（%） 

(最低存款额占合同额的百分比) 
50 

申请配贷的条件 合同达到最低评价值和最低存款额 

住房储蓄贷款总额（人民币） 最高贷款额等于合同额减去存款本金的差额且不高于合同额与最低存款额的差额 

住房储蓄贷款利率(年利率: %) 
贷款利率执行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 1.1 倍,最低为 5.25%。贷款利率按贷款

发放日及贷款期间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调整当日进行确定和调整。 

还款方式 等额本息 

最长还款期限(月) 60 

合同 

变更 

合同款型间的转换 不允许 

产品类型间的转换 不允许 

提高合同额 不允许 

降低合同额 不允许 

合同分立 不允许 

合同合并 不允许 

合同转让 不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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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告知书 

尊敬的客户： 

您好！感谢您关注住房储蓄产品，欢迎您成为中德住房储蓄银行（以下简称我行）的客户！ 

选择住房储蓄，您可以得到很多的实惠，但为了您更好地受益于住房储蓄，我行也提示您：在您

签订住房储蓄合同之前，请仔细阅读本告知书并确认。 

一、关于合同服务费 

住房储蓄合同签订后，您需要支付合同服务费。合同服务费根据您选择的不同合同款型确定。 

如未按时、足额支付合同服务费，住房储蓄合同将不会生效，且我行有权单方解除与您的合同关

系。 

如您在合同生效次日起 10 日内未办理合同变更及合同转让业务情形下单方解除合同，我行将无

息退还您已缴纳的合同服务费。 

二、关于合同解除 

您可以在合同生效次日起 10 日内解除本合同，也可在合同生效后，提前两周申请解除本合同。

解除合同应当在我行营业时间内（以我行公布的工作时间为准）向我行提出解除合同的书面申请。需

提醒您的是：上述解除期间受休息日和法定节假日的影响，请您合理安排时间，避免因时间延误给您

造成损失。 

三、关于住房储蓄存款 

向住房储蓄合同中足额存款是达到配贷条件的重要前提。我行建议您根据产品参数表选择一次性

存款或规律性存款，如您未按上述存款方式存款，配贷时间可能会受到影响，因此产生的不利后果由

您自行承担。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自合同生效之日起两年内您的住房储蓄存款仍未达到合同额的 10%，

我行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 

如您将住房储蓄存款质押，质押期间，您将不能行使住房储蓄合同中的任何权利。 

四、关于住房储蓄合同转让及变更的限制 

住房储蓄合同仅允许在父母、配偶、子女间转让。 

合同的转让和变更应满足我行的要求、向我行提出书面申请并经我行书面同意。部分款型合同不

允许转让和变更。请您在签署合同前详细阅读产品参数表并询问业务人员。 

五、关于配贷时间 

您最早可以正常支取住房储蓄存款（非解除合同支取存款）并获得贷款的时间是在您所选择的产

品款型参数表中列示的最早得到配贷的当月月末。为便于您提前做好申请贷款的相关准备，我行将提

前向您进行配贷问询，配贷问询可能采取的主要方式有函件、短信、微信、电子邮件或电话方式。 

六、关于政府补贴 

您的住房储蓄合同在符合合同约定和政府规定的条件下可享受当地政府给予的政府补贴。政府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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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系当地政府向您支付的补贴，我行仅代为发放。政府补贴的标准及支付需以相关政策为准。如遇当

地政府调整政府补贴标准，我行代为发放的政府补贴标准也将相应调整；若当地政府取消政府补贴，

您将不再享受政府补贴。 

七、关于忠诚奖励 

我行将为部分住房储蓄合同匹配忠诚奖励。忠诚奖励事宜请您详细阅读忠诚奖励条款并询问业务

人员。 

八、关于贷款金额 

您可申请的最高住房储蓄贷款额等于合同额减去存款本金的差额且不高于合同额与最低存款额

的差额。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已获得预先贷款的住房储蓄合同，住房储蓄贷款额系预先贷款额（与住

房储蓄合同额相等）减去存款本息、政府补贴（如有）的差额。 

九、关于申请贷款须具备的条件 

（一）您必须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且信用记录良好。 

（二）我行郑重提示您：您与我行签订住房储蓄合同、按合同约定存款并达到配贷条件是申请住

房储蓄贷款的前提条件之一，在此情况下您可获得住房储蓄贷款的申请资格；您申请住房储蓄贷款应

符合贷款申请时法律法规、相关政策规定及我行要求的贷款条件及担保条件。 

（三）若您在达到配贷条件前就需要住房融资，那么在您符合我行预先贷款条件的前提下，我行

将在政策法规准许的范围内为您提供预先贷款。但是预先贷款的条件（含利率以及对最低评价值的要

求等）不是一成不变的，该条件我行有权依据监管部门规定和市场状况进行动态调整，您申请预先贷

款时适用届时监管政策和我行的具体规定。 

（四）您的贷款须用于当地的住房消费，同时满足我行有关贷款用途的政策规定。 

（五）在您申请住房储蓄与住房公积金组合贷款或其他类型的组合贷款时，您还须同时满足与我

行有合作关系的贷款人（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或建设银行）的贷款政策和条件。 

十、关于大额合同 

如您签订的住房储蓄合同额度达到 100万元及以上，请您认真阅读以下提示，表示您已了解： 

（一）签约后进行存款是至关重要的，只有达到配贷条件的合同才能享受到低利率的住房储蓄贷

款。而签订大额住房储蓄合同对您未来的存款能力会有较高的要求，请您慎重评估您的财务状况。 

（二）当您的住房储蓄合同达到配贷条件后，如申请住房储蓄贷款，同样因签订了大额合同而对

您每月的还款资金要求较高，同时您需提供足够的收入证明。 

（三）如您申领政府补贴，您所提供的用于住房消费的资金额度必须大于等于住房储蓄合同内的

存款额度，否则您将无法全额申领到政府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