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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 

住房公积金网上业务操作手册 

网上自助渠道更加便捷，不需上传任何材料，倡导缴存职工足不

出户轻松提取住房公积金，可线上申请贷款并预约面签日期、贷款申

请进度查询、调整还款账户账号、调整每月还款额、提前结清贷款，

网上表单下载打印。 

温馨提示：未开通住房公积金手机短信服务的缴存职工，携本人

身份证到银行经办网点登记手机号码后开通网上业务。 

开通手机短信服务、网上业务后，缴存职工手机号码发生变化的，

须到银行经办网点办理变更。办理时间网上提取业务和贷款业务的办

理时间为工作日 8:00 至 18:00，查询和表单打印业务的办理时间为

7*24 小时。 

一、网上业务个人用户注册 

第一步：通过资金中心门户网站（www.zzz.gov.cn）进入网上业

务登录页面。 

 

第二步：点击界面【新用户注册】按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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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进入个人用户注册界面。 

 

第四步：根据界面内容输入相关个人信息。 

1.输入【姓名】、【证件号码】、【手机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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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击【获取验证码】----此时客户将收到系统发送的验证码数

字。 

3.输入【短信验证码】、【输入密码】、【确认密码】  

4. 勾选【本人已阅读并同意《注册协议》】。 

提示：手机号登记或变更，请本人持有效证件到银行经办网点办

理。 

 

第五步：点击【注册】按键，完成个人注册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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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界面【返回】按键，即可进入网上业务个人用户登录界面。 

二、网上业务个人用户登录 

第一步：登录网上业务系统。 

 

第二步：输入相关登录信息（手机号、住房公积金账号或身份证

号），输入登录密码，点击【登录】按键，完成安全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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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进入网上业务系统首页，显示个人账户相关信息。 

 

三、网上提取业务操作流程 

温馨提示：4 类网上提取业务：购买商品房提取、租房提取、资

金中心贷款购房提取、退休提取。 

缴存职工在购、租房首次提取时需新增提取材料。 

（一）商品住房首次提取新增提取材料 

1.提取原因选择“商品住房”。 

2.在如下页面录入相关信息，标*的白色输入框为必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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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地址：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商品房预售合同、或存量房买

卖合同、或不动产权证书、或房屋所有权证书记载的房号或座落地址。 

购房类型：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商品房预售合同、或存量房买

卖合同、或不动产权证书、或房屋所有权证书记载的用途。根据列表

选择。 

房屋面积：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商品房预售合同、或存量房买

卖合同、或不动产权证书、或房屋所有权证书记载的建筑面积。 

房屋套数（系统自动显示）：申请人已有提取材料房屋套数＋本

次申请房屋。 

购房证件编号：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不动产权证书或房屋所有

权证书编号。 

是否已婚：按申请时实际情况填写。 

配偶姓名：按申请时实际情况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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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偶身份证号：按申请时实际情况填写。 

购房日期：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商品房预售合同或存量房买卖

合同签订日期、不动产权证书、或房屋所有权证书签发日期。 

提取比例：本人本次提交材料的申请提取比例，提取限额=总房

价款×提取比例。 

提取限额（系统自动计算）：总房价款×提取比例。 

购房合同网签密码：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商品房预售合同或存

量房买卖合同网上签约密码。 

3.点击发送手机验证码，输入手机验证码后，勾选“我已认真阅

读，并承诺信息属实”，点击“提交”。 

（二）租房首次提取新增提取材料： 

1.提取原因选择“租房”。 

2.在如下页面录入相关信息，标*的白色输入框为必输项。 

地址：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商品房预售合同、或存量房买卖合

同、或不动产权证书、或房屋所有权证书记载的房号或座落地址。 

起租日期：住房租赁合同记载的租赁期起始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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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房月数：住房租赁合同记载的租赁期月数。 

3.点击发送手机验证码，输入手机验证码后，勾选“我已认真阅

读，并承诺信息属实”，点击“提交”。 

（三）首次及非首次提取业务操作流程 

办理购租房提取的缴存职工，只需输入提取金额 1 项指标。 

办理资金中心贷款的购房提取的缴存职工，只需输入提取金额、

提取比例 2 项指标。 

办理退休提取的缴存职工（男 60 岁，女 55岁），只需点击“全

部可提取金额”按钮。 

1.购租房提取业务操作流程 

（以下操作以购房为例示范） 

第一步：进入网上业务首页后，点击左侧菜单中【提取】项，进

入提取界面。 

 

第二步：勾选“材料状态”为“有效”的提取材料，输入提取金

额，点击【发送验证码】，此时用户将收到系统发送的验证码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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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输入验证码，点击【提交】按键。 

 

第四步：系统进行提取业务规则校验，校验通过，系统提示成功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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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住房公积金账户所属银行网点为建行，提取资金当日入账。 

住房公积金账户所属银行网点非建行，提取资金到账情况需咨询

所属银行网点。 

2.资金中心住房公积金贷款提取业务操作流程 

第一步：进入网上业务首页后，显示用户相关信息（包括贷款信

息），点击左侧菜单中【提取】项，进入提取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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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点击【新增提取材料】按键，进入提取材料界面，选择

提取原因【本中心公积金贷款】。 

 

第三步：系统显示提取原因为本中心公积金贷款的新增材料界面，

系统显示贷款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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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勾选材料信息，输入【提取比例】系统反显提取限额数

值，点击【发送验证码】，此时客户将收到系统发送的验证码短信。 

提示：验证码输入需客户在 60秒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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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输入验证码后点击【提交】按键。 

 

第六步：系统进行业务校验，通过后系统提示成功信息。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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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材料：建立资金中心公积金贷款材料仅限于在住房公积金系

统贷款信息中借款人为主借款人建立材料，借款人配偶暂不支持网上

建立材料。 

房屋相关信息为系统反显，界面只需输入提取比例。 

提交后系统校验提取材料规则，系统提示“提交成功”提取材料

即为“有效”材料。 

第七步：点击【返回】按键，系统进入提取界面。界面中显示提

交成功的提取材料。 

 

第八步：勾选提取材料，输入提取金额，点击【发送验证码】，

此时用户将收到系统发送的验证码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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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步：输入验证码，点击【提交】按键。 

 

第十步：系统进行提取业务规则校验，校验通过，系统提示成功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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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住房公积金账户所属银行网点为建行，提取资金当日入账。 

住房公积金账户所属银行网点非建行，提取资金到账情况需咨询

所属银行网点。 

3.退休提取 

第一步：进入网上业务系统首页后，点击左侧菜单中【提取】项，

进入提取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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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点击【新增提取材料】按键，进入提取材料界面，选择

提取原因【离休、退休】。 

 

第三步：系统显示提取原因为离休、退休的新增材料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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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点击【发送验证码】，此时用户将收到系统发送的验证

码短信。提示：验证码输入需在 60 秒内完成。 

 

第五步：输入验证码后点击【提交】按键。 

 

第六步：系统进行业务校验，通过后系统提示成功信息。 



19 

 

提示：退休提取满足条件： 

个人账户状态为：封存。 

个人年龄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男满 60 周岁，女满 55 周岁。 

第七步：点击【返回】按键，系统进入提取界面。界面中显示提

交成功的提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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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步：勾选提取材料，输入提取金额（点击【全部可提取金额】

按键，系统自动显示账户余额数值），点击【发送验证码】，此时用户

将收到系统发送的验证码短信。 

 

第九步：输入验证码，点击【提交】按键。 

 

第十步：系统进行提取业务规则校验，校验通过，系统提示成功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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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客户公积金账户所属银行网点为建行，提取资金当日入账。 

客户公积金账户所属银行网点非建行，提取资金到账情况需咨询

所属银行网点。 

四、网上贷款业务操作流程 

温馨提示： 

贷款申请：符合资金中心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的缴存职工，可线

上申请贷款并预约面签日期。缴存职工输入个人基本情况、住房套数、

收入、购房房屋等相关信息后，网上业务系统对个人缴存、贷款等信

息进行预审核，并测算个人的最高可贷额度，方便缴存职工申请贷款。 

申请成功后，缴存职工在预约日携贷款申请材料前往银行网点一

次办结。贷款申请进度查询调整还款账户账号：借款人可将还款账户

变更为本人在放款银行开立的其他储蓄账户。 

调整每月还款额。采用自由还款方式的借款人，在不低于月最低

还款额的基础上，可灵活调整每月还款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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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结清贷款。借款人可预约提前结清贷款的日期，并在约定日

期前一个工作日将足额资金存入还款账户，资金中心于约定日期扣划

资金结清贷款。 

（一）贷款申请 

符合贷款条件的缴存职工，可录入相关信息申请贷款，并预约到

银行办理贷款的日期。申请成功后，缴存职工在预约日携贷款申请材

料前往银行办理手续。 

点击“我的贷款”界面，进入“我的住房公积金”，点击

按钮进入贷款申请界面。 

 

贷款试算申请人选择填写个人情况试算最高可贷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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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申请 

录入申请人相关信息、所购房屋信息、贷款信息、担保等信息，

提交贷款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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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贷款查询点击“我的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申请进度查询”

按钮，可查询正在申请中的公积金贷款审批进度。 

点击“返回”按钮，返回到“公积金贷款信息”。 

（三）调整还款账户账号。 



26 

借款人可将还款账户变更为本人在放款银行开立的其他储蓄账户。

在“我的公积金首页”，点击“还款及变更”按钮，进入贷款变更页

面，点击“变更还款账号”按钮，输入变更后储蓄还款账户账号，点

击“确定”提交；确定提交前可“重置” 修改变更还款账号。变更

后储蓄还款账户账号，在第二天生效。 

提示：贷款还款账号须为本人本行账户的账号，请确保账号准确，

账户正常，否则有可能因扣款失败导致贷款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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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由还款方式变更约定还款额（借款编号大于等于 7000）

调整每月还款额。 

采用自由还款方式的借款人，在不低于月最低还款额的基础上，

可灵活调整每月还款额。在“我的公积金首页”，点击“还款及变更”

按钮，进入贷款变更页面，点击“调整每月还款额”按钮，输入“调

整后每月还款额”金额，点击“确定”提交；确定提交前可“重置”

修改“调整后每月还款额”。 

（1）调整后的每月还款额不得低于最低还款金额。 

（2）调整后的每月还款额自下次约定还款日生效。 

（3）约定还款日前一天及当天不得变更每月还款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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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请在约定还款日前存入足额还款额，如未足额存入但金额

高于最低每月还款额不算逾期，低于最低每月还款额则按逾期计算并

将产生罚息。 

（五）预约提前结清 

借款人可预约提前结清贷款的日期，并在约定日期前一个工作日

将足额资金存入还款账户，资金中心于约定日期扣划资金结清贷款。 

期 ， 低 于 最 低 每 月 还 款 额 则 按 逾 期 计 算 并 将 产 生 罚 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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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左侧“贷款”目录下“我的公积金贷款”，点击“提前结清

贷款”按钮，进行预约。进入贷款变更页面，输入“约定还款日”，

选择还款方式，点击“试算”。输入正确的验证码，点击“确定”提

交；确定提交成功后，界面提示预约成功。 

提示：贷款状态“逾期”不可申请提前结清。 

 

贷 款 扣 划 当 日 不 可 申 请 提 前 结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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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表单下载打印 

（一）住房公积金查询书 

第一步：进入网上业务首页后，点击左侧菜单中【查询打印】项，

界面显示查询打印子菜单。 

 

第二步：点击【住房公积金查询书】，进入查询书界面，系统显

示个人账户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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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若需打印或下载住房公积金查询书，点击【发送验证码】

此时用户将收到系统发送的验证码短信。输入验证码，点击【下载】。 

 

第四步：系统进入住房公积金查询书下载界面，点击【下载】。 



32 

 

第五步：系统提示保存路径，选择保存路径将查询书进行下载并

保存。 

 

第六步：下载完成后，打开文件，系统显示查询书内容，个人可

自行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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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查询书仅供个人客户查询信息使用，不作为凭据使用。 

（二）住房公积金业务流水 

第一步：进入网上业务首页后，点击左侧菜单中【查询打印】项，

界面显示查询打印子菜单。 

 

第二步：点击【住房公积金业务流水】，进入业务流水查询界面，

系统显示时间范围。点击日历图进行时间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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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时间范围输入后，点击【确定】，系统显示查询结果。 

 

第四步：若打印或下载住房公积金业务流水，点击【发送验证码】

此时用户将收到系统发送的验证码。输入验证码，点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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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系统进入住房公积金业务流水下载界面，点击【下载】。 

 

第六步：系统提示保存路径，选择保存路径将查询书进行下载并

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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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步：下载完成后，打开文件，系统显示业务流水内容，个人

可自行打印。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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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住房公积金业务流水仅供个人客户查询信息使用，不作为凭据

使用。 

2. 住房公积金业务流水查询起始时间最早为 2012 年 7 月 1 日，

之前时间范围的查询需到柜台办理。 

（三）住房公积金提取记录单 

第一步：进入网上首页后，点击左侧菜单中【查询打印】项，界

面显示查询打印子菜单。 

 

第二步：点击【住房公积金提取记录单】，进入记录单查询界面，

系统提取材料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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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打印或下载住房公积金提取记录单，点击【发送验证码】

此时用户将收到系统发送的验证码短信。输入验证码，点击【下载】。 

 

第四步：系统进入住房公积金提取记录单下载界面，点击【下

载】。 

 

第五步：系统提示保存路径，选择保存路径将提取记录单进行下

载并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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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步：下载完成后，打开文件，系统显示提取记录单内容，个

人可自行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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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住房公积金提取记得单仅供个人客户查询信息使用，不作

为凭据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