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名从事现金贷业务的人士告

诉记者， 其实， 平台对违规给大学

生放款心知肚明， 他们就是认定大

学生的父母会替孩子还款， 所以哪

怕学生没有收入来源也会继续做。

这位人士告诉记者， 最近， 相

关部门对借款期限为 7 天或 14 天、

收取高额砍头息和利息的“714 高

炮” 平台查得紧了， 于是很多平台

改头换面变成 30 天、 56 天， 或者

将 APP 升级成分期购物商城、 贷

款超市等来打掩护。

不少业内人士表示， 应协同各

监管主体和有关部门， 把惩治校园

贷的规定落到实处， 取缔无证无牌

放贷平台， 尤其要打击那些有合法

牌照的平台违规给大学生放贷。 网

贷平台也应切实负起核查责任， 严

格遵守相关规定。

专家建议，要疏堵结合，让正规

金融机构为大学生提供正规金融服

务。全国政协委员、西华大学副校长

郑鈜对校园贷问题进行了多年的跟

踪调研， 他从银保监会获得的反馈

数据显示， 截至 2018 年 3 月末，全

国有 12 家银行开展学生信用卡业

务，共发放学生信用卡 401 万张，贷

款余额 4亿元。下一步，应鼓励正规

金融机构在做好风险控制的前提

下， 增加面向大学生的金融服务。

把惩治校园贷规定落到实处

资料图片

权威曝光B3
www.shfzb.com.cn

2019 年 5 月 14 日 星期二

一些网贷机构无视禁令向大学生放贷

校园贷披上“马甲”又横行
早在 2017 年 5 月， 原银监会等几个部门就下发 “关于

进一步加强校园贷规范管理工作的通知” 明确要求， 一律暂

停网贷机构开展在校大学生网贷业务。 但记者近期调查发
现， 仍有不少网贷机构无视规定， 披上创业贷、 毕业贷、 培

训贷、 求职贷等外衣， 继续向大学生放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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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近期调查发现， 为逃避

监管部门查处， 一些网贷平台的

营销手段更为隐蔽， 有的打着毕

业贷、 求职贷等旗号， 改头换面

继续向在校大学生违规放贷。

不少网贷平台通过 QQ 群

推广业务。 记者搜索发现， 一些

业务员在群里声称可以为在校大

学生办理借款， 并表示“无视负

债、 不看征信， 不电审、 不视

频、 不写借条， 来一个下一个”。

大学生黄鹏在“先花一亿

元” “分期乐” “闪银” 等平台

上都有借款。 他告诉记者， 虽然

校园贷是明令禁止的， 但有很多

自称帮忙“清账上岸” 的人在知

乎、 微博、 微信上推广， 表示可

以帮忙贷款借新还旧， 吸引了很

多身负贷款的学生。

有的校园贷披上了“马甲”，

比如回租贷、 创业贷、 求职贷

等， 花样百出。 记者在贴吧上看

到， 一款名为“喵回租 ” 的

“ID 贷” 如此宣传： 专业手机借

贷平台， 快速审核， 快速到账。

一名大学生告诉记者， 回租

贷其实就是一种校园贷， 又叫

“ID 贷”。 具体操作是把手机

“租赁” 给贷款平台， 绑定指定

的苹果 ID 账号。 平台估价 3000

元， 扣除 900元租赁费或者叫评

估费后， 到账 2100 元。 实际上，

手机仍由本人在使用， 平台以租

赁的名义变相给大学生发放高砍

头息的贷款。 如果没有按时还

款， 就通过读取手机通讯录、 手

机定位等功能威胁借款人。

还有的平台无视规定， 不审

核身份故意给大学生放贷， 而且

都是“砍头贷”。 重庆大学生杨

欣就陷入现金贷平台“以贷养

贷” 的恶性循环里。 她在“小蚁

钱包” “易周宝” “速贷钱包”

“先花一亿元” 等几十个平台都

借了贷， 最近的一次是 3 月初在

“易周宝” 上借款 3000 元， 7 天

到期， 实际到账只有 2100 元，

年化贷款利率高达 1564%， 逾期

费一天 150元。 记者看到， 这笔

3000 元的借款在一个月内已经

滚成 7000多元。

20 岁的大二学生刘星最近

在“小带鱼” 网贷上借了 2000

元， 实际到账只有 1600 元。 7

天后由于无力偿还， 催收公司就

一直给他父母打骚扰电话。

与过去不同， 现在的大学生

“更敢花”。 大学生平均日常可支配

金额为每月 1405元，其中非必要支

出达 593元， 主要用于个人社交娱

乐、零食饮料、鞋帽服饰以及护肤彩

妆等； 提前消费意识强，50.7%的大

学生使用过分期产品。 其中大部分

的学生在 1000 到 2000 元之间，有

13%的学生消费超过 2000元。

学生们逐渐接受并且“被培

养” 起超前消费的意识。 分期平台

就像是在大学生脑海中拉开了一道

欲望的口子， 为了不断地满足自己

高消费的需求， 开始对各式“校园

贷” 越来越依赖。

“跟这种分期白条的软件借

钱， 我没有顾虑， 从一千块开始，

每次生活费不够、 没钱花都会分期

借款， 反正下个月还就是了。” 在

四川某大学就读的梁同学告诉记

者。 后来的几个月， 用生活费还这

个分期软件的钱比重直线上升。 从

第一个学期的 20%到第二个学期变

成 60%， 可透支额度也因为按时还

款不断提升。 于是梁同学每个月所

有的生活费都用来还钱了， 然后再

把钱借出来吃饭。

直到大三上学期有一天手机停

机， 梁同学没注意到还款逾期， 等

再打开手机的时候却得到通知： 因

为逾期， 额度下降。 于是当月的生

活费就没了。 因为害怕被父母知

道， 梁同学找了另一个借款软件借

了 2000 块钱吃上了饭， 从此要还

钱的软件又多了一个。 问题就在

于， 拆了东墙总有补不上西墙的时

候， 于是只能再找更多的墙来互拆

互补， 慢慢的就有了八堵墙。 梁同

学也深陷“校园贷” 中。

一定控制下的提前消费并不会

带来特别糟糕的后果； 一旦把控不

住尺度， 可借贷的额度就像人内心

的欲望， 不断膨胀； 在无意识中超

过了自己的偿还能力时， 还贷压力

便随之而来。

大学生对社会的认知能力较

低， 经济来源单一， 风险防范意识

薄弱， 法律意识欠缺， 在一定的生

活压力下， 就会让“校园贷” 钻了

空子。

“套路贷”“校园贷”死灰复燃的主因

网贷平台依然违规给大学生放贷

多名在校大学生反映， 大多

数平台都标明 18 岁以上才能借

款， 但对具体身份不进行甄别，

只要勾选“不是学生” 的选项就

可以通过审核。 “虽然有的平台

标明了不向学生放款， 但借款的

时候根本不会问你是不是学生，

凭身份证就能贷款了。” 杨欣说。

黄鹏告诉记者， 在很多平台

贷款填资料的时候随便填一个学

校附近的公司， 上传身份证、 手

机运营商认证、 录个认证视频就

可以借款了。

“分期乐” 号称是面向年轻

人的分期购物商城， 其 APP 上

醒目位置有“乐花借钱” 的借款

服务。 申请借款需注册填写个人

资料， 有“已工作” “未工作”

的选项， 若选择“未工作” 需要

填写所在学校和入学时间。

大学生刘星给记者看了他在

“分期乐” 上的个人资料， 明确

填写了正在就读的学校和入学时

间， 但 3 月 26 日， 已在多个网

贷平台负债数万元的他仍顺利地

从分期乐平台上成功借款。

记者以大学生的身份致电

“分期乐” 咨询借款， 客服告知，

只要年满 18 周岁就可以申请借

款， 与是不是学生无关。 平台提

供技术和初审服务， 最终放款是

合作的金融机构。

有的平台身份审核形同虚设

什么是校园贷？

校园借贷， 又称校园网贷，

是指一些网络贷款平台面向在校

大学生开展的贷款业务。

为什么会发生不良校园贷问题？

学生自身原因， 消费需求大

并且缺乏对风险的判断能力。

校园借贷平台的故意诱导。

这些平台故意设置低贷款门槛，

如“凭学生证即可在线办理”，

诱导学生过度借款。

校园贷的类型？

一是针对在校大学生的购物

平台， 其最大的特点在于能够分

期购物。

二是网络借贷平台， 其主要

的功能在于助学大学生或者帮助

大学生创业。

三是电商提供的信贷服务。

校园贷有哪些陷阱？

陷阱一： 低息背后， 实有高

额服务费

有相当一部分网络借款公

司， 在借款到帐后， 要收取“指

标费用”， 其实就是服务费， 比

如借款 10000元， 可能就会收取

百分之十的服务费， 借款人拿到

的钱其实只有 9000元。

还有以一周为期收取利息，

你借款 1000 元， 实际到手只有

700 元， 少的 300 元说是作为首

期利息现行扣除。 然后， 借贷—

还贷—再借贷， 一周滚动一次利

息， 若还不上， 他们会给你推荐

其他网贷平台的借贷， 拆东墙补

西墙， 永远也补不上。

陷阱二： 分期还的少， 其实

是高利贷

有一部分校园网贷的代理，

在向同学介绍网贷的时候， 一味

强调可以分期， 没什么压力。 某

高校学生就透露， 有代理向他介

绍网络借款， 贷 5000 元， 分 12

个月还清 ， 每个月仅需偿还

551， 五百多听起来很划算， 可

仔细算下来， 12 个月的话， 该

学生总共需要支付 6612 元， 折

合借款年利率为 26%， 已经超过

国家基准利率。

陷阱三 ： 扣押 “担保费 ”，

本息还清才放款

不需要任何征信记录就可以

放款， 听起来借款平台有点像冤

大头， 可事实并非如此， 他们会

在合同上告诉学生， 鉴于对对方

信用记录不了解， 所以， 需要扣

押一部分借款作为“担保费”，

等还清所有本息之后， 扣押的钱

会一分不少返还给你。 然而， 一

旦出现逾期， 这部分钱平台就不

需要再付。 可将来仍需要为这部

分钱支付巨额逾期利息， 哪怕不

逾期， 平台实际上也在无形中提

高了贷款利息。

陷阱四： 逾期后果很严重，

容易引发 “连环贷”

有个做网络借款的校园代理

私下透露， 其实不怕他们逾期，

就怕他们不逾期， 一旦逾期之

后， 那就是按天算利息了， 利滚

利， 越滚越大。 按照某些学生的

说法， 校园贷正是因为学生还款

能力差， 才会提高利息让他们故

意还不上的， 最后只能由家庭买

单。 （据新华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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