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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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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其实，根据身份证的年龄就可以大致判断身份，如
果真不想做大学生群体贷款，严格设定25周岁以上的审
核门槛基本就能筛除了。” 一家现金贷平台负责人告诉
记者。

多名在校大学生向记者反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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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醒目位置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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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看到，“聚投诉”上有不少关于“分期乐”向大学
生放贷的投诉。一位熊先生吐槽：“‘分期乐’满校园做推
广、打广告，教室里面、桌子上面都是‘分期乐’的小卡
片。”家长刘女士称：“‘分期乐’故意诱骗没有稳定收入
来源的学生超能力消费和借贷款，在学生没有还款能力
时就进行电话和短信轰炸威胁，进而绑架家长还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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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费则一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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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贷平台依然违规给大学生放贷
有的平台身份审核形同虚设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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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要继续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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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傅蔚冈建议， 有关
部门可探讨与互联网金融科技企业合作， 建立针对在
校学生群体的风控模型， 为规范校园贷市场做好技术
准备工作。 （据新华社上海5月6日电）

把惩治校园贷规定落到实处

� � � � 兰州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近期接到多起报
警，举报不法分子发布可以注销分期贷、校园贷等信
息，大肆进行诈骗活动。4月份以来，已有多人被骗。

兰州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介绍，张某4月10日
接到手机来电， 对方称张某之前在某手机借款平台
上注册了个人信息，如不注销会影响个人征信。对方
要求张某将该借款平台上5000元额度的借款转给
对方，对方就会帮助注销借款平台的账号，在平台的
借款不用张某偿还，由他们后台处理。张某后来拨打
该平台官方客服电话，才发现这是骗局。

办案民警告诉记者， 还有另一种骗局是骗子利
用不法手段获得个人网贷情况， 并以清除记录为借
口让你连续网贷，持续入套。办案民警告诉记者，近
期发生的这些诈骗类型， 都属于不法分子非法获取
公民信息后，以“消除不良征信”“消除贷款记录”为
由，先骗受害人从网贷平台借款、再行骗的类型。因
此，很多人固有的思维“我的账户没有钱，不用担心
被骗”就要推翻了，因为骗子让你先借钱再骗你。

� � � �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县公安局近期成功打掉一个
跨省网络“校园贷”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4名，破获
案件100余起。

2018年11月20日， 山西农业大学学生李某某
向太谷县公安局报案称：其为筹措资金做微商，从9
月起通过微信联系某网贷商家， 并通过该商家及逐
级介绍的下家贷款。至11月，李某某实际借款4600
余元，而需要还款金额高达19万余元。

接报后，晋中警方迅速侦查，专案民警掌握了嫌疑人
身份、活动轨迹等重要信息。2018年12月24日，太谷民警
赴浙江温州展开调查摸排， 发现该团伙主要成员在浙江
瑞安某酒店频繁出现。12月底，晋中警方在温州将纠集在
此窝点的团伙主要成员当场抓获，并查获大量作案工具。

经查，自2018年3月以来，犯罪嫌疑人李某良纠结犯
罪嫌疑人张某富、张某、孙某某等人，通过网络发布贷款信
息。该团伙以在校大学生为主要目标，经过客服、审核、放
款、收款、催款等系列环节，发放所谓的“校园贷”。该团伙
与受害人签订“阴阳合同”，制造民间借贷假象，恶意垒高
借款金额。目前，该案4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已被太谷警方
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侦查中。 （均据新华社电）

相关链接

兰州：
警惕骗子利用注销分期贷等信息布骗局

山西：
系列跨省网络“校园贷”案件告破

下期奖池：5344151471.31（元）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9119 2 1 1
排列 5 19119 2 1 1 5 5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9051 11 15 16 20 29 04+08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1

0

10000000 10000000

00

“披马甲”
新华社发

创业贷、培训贷、求职贷……

依然横行“披马甲”校园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