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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学生可申请金额不等的信
用贷款，那么，颜值贷、分期乐是否
获得了银监会授权呢？近日，不少平
台也针对校园贷一事给出了回应。

尽管在审核学生身份时并不严
格，但“颜值贷”还是否认了向大学
生提供借贷金额的事实。 聚美优品
公共总监刘彦昆向三湘都市报记者
表示， 聚美优品为颜值贷项目提供
市场推广、信息链接等服务，不直接
向用户发放款项， 只是为用户对接
银行提供相关服务， 符合现行的法
律法规。

刘彦昆说，“目前‘颜值贷’采取
的是白名单邀请制， 只有在聚美优
品平台上活跃的成年优质用户才能
获得试用邀请。 从未定向推送给学
生用户，如果查到是学生用户，是绝
对不会放款的。”

与此同时，分期乐客服介绍称，
分期乐的目标用户是18周岁-45周
岁消费者， 申请人在提交个人资料
后大数据平台会根据申请人的信用
评价给出一定额度。当问及大学生是
否也可以申请贷款时，该客服则没能
给出明确答复，只说是否能申请成功
还需要以实际申请结果为准。

9月20日下午，分期乐在其官方
微博上发布的正式声明中表示，分
期乐商城不是网贷机构， 而是一家
融合金融能力的电商服务平台，“如
何有效识别用户是否为在校大学
生， 是金融合计行业共同面临的难
题， 分期乐也在不断提升用户职业
身份的识别能力。”

自2016年银监会发文剑指校
园贷以来， 那些针对校园贷开展业
务的网贷平台现在如何？ 据盈灿咨
询不完全统计， 截至2017年6月23
日， 全国共有59家校园贷平台选择
退出校园贷市场， 其中37家平台选
择关闭业务，占总数的63%；有22家
平台选择放弃校园贷业务转战其他
业务，占比为37%。

监管层叫停校园贷，但记者调查发现，湖南高校学生仍可在聚美优品等平台申请

校园贷“伪装”变身，额度高达五万

1.25万校园贷8个月“滚”成23万元；拆东墙、补西
墙，半年内从38个网贷机构借款……近两年，关于校
园贷的负面报道可谓是数不胜数， 但大学生超前消
费频率似乎有增无减。

随着大学消费水平的不断攀升，他们对“爱豆”
周边、新款手机、高级电竞设备的需求量也开始增
加，但无论是父母的经济援助，还是同学的资金支
持，都没有义务长期满足他们的享受型消费。

面临短期资金缺口的大学生，似乎从申请程序
便利的互联网贷款中看到希望。只需要上传简单的
个人信息，就能获得贷款，买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听
起来似乎是一件得意事儿。 由于对个人信用不了
解、不重视，部分学生盲目借贷，以致最终还款额度
超过自己经济承受范围，导致暴力催收、恐吓催收、
裸条贷款等极端情况出现。

如今，工行、中行都已放开大学生信用卡业
务， 选择正规的贷款渠道、 培养良好的理财意

识，是大学生在学习之余值得重视的。

9月18日，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大四学生小苏在填写
了简单的个人信息后，获得了聚美优品“颜值贷”11000
元的信用贷款额度，借款日利率为0.05%。“有过几次购
物经历就可以申请，审核速度还挺快。”小苏如是说。

尽管教育部在9月6日明确要求取缔校园贷款业务、
禁止网络贷款机构向在校大学生发放贷款， 此前银监会
等部门也联合发文叫停校园贷， 但三湘都市报记者调查
发现，大学生仍可通过趣店、分期乐、颜值贷等平台申请
500元-50000元不等的无抵押信用贷款额度。

校园贷监管的难点和痛点究竟在哪？ 想尝试使用校
园贷产品的大学生，又该如何规避风险？

■见习记者 黄亚苹

“只要在申请页面勾选
不是大学生选项就行了，我
准备借4000元分3期，平台还
显示免收利息，只要交120元
管理费。”9月18日，小苏告诉
记者，为购买偶像周边，她在
聚美优品“颜值贷”上尝试申
请信用贷款，“只填写了姓
名、身份证号和家人电话，没
想到很快就提醒我获得了
11000元额度。”

小苏还表示， 从否认自
己的学生身份到成功审核，
“颜值”没有再设置其他身份
验证程序。 此外，8月31日聚
美优品CEO陈欧在某社交软
件上为“颜值贷”打广告时，
广东某大学学生也在评价页
面“晒”出了自己999元的借
款截图。

值得注意的是， 大学生
不仅仅是能在“颜值贷”申请
到贷款额度。

9月20日，三湘都市报记

者以“校园贷”为关键字在苹果
商店进行搜索， 得到相关结果
超过20个。其中，在深圳前海学
贷宝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开发的“学贷宝”APP的内容提
要上，记者看到了“大学生的应
急备用钱包”等介绍。记者进一
步统计发现，通过这些平台，大
学生能申请500元-50000元不
等的无抵押贷款额度。

“第一次接触校园贷是因
为想买iPhone7，但爸妈不愿意
给钱。”今年大三的湘潭大学学
生小周坦言，借款时宣传的低利
率让自己以为具备偿还能力，等
到还款时才发现还有一笔金额
数量不小的管理费要支付。

此外， 多名有过借款经历
的大学生都表示， 尽管学校一
再强调禁止使用高利息校园贷
产品，但面对急用钱的情况，平
台上“不需要面签”、“门槛低”、
“放款快”等宣传还是让他们动
了心。

只需通过简单的实名认
证， 就可以获得近万元的信
用贷款， 听起来确实能解决
燃眉之急。那么，在教育部禁
令发布半个月之后， 这些网
贷平台是否依旧如消费者所
反映的那样， 仍然违规向在
校大学生发放信用贷款？

9月19日，记者下载“分
期乐”手机应用后，根据界面
提示进行身份证实名认证，
点击“我要借款”选项后，发
现其“乐花借款”项目在简介
中指出“已支持2018届毕业
生使用”。

记者选择了借款2000元
分6个月返还的借款方式，在
填写收款银行卡并上传身份
证正反面照片后， 不到一分
钟， 绑定的银行卡就收到了
2000元人民币的转入提醒。
而此时， 记者的实名认证资
料在该平台内还是某大学学
生身份。

值得注意的是， 记者在
下载“趣店”、“爱又米”等多
个网贷APP后发现， 均能申

请额度不等的信用贷款。 它们
之中，有如“爱又米”在明确学
生身份后仍然通过申请的，也
有如“趣店”等无须进行大学生
身份认证的。

更值得一提的是， 这些大
学生认为放款快、 门槛低的网
贷平台， 其中的高借贷利率却
超过了很多人的想象。 在华为
应用商店内，评价仅为2.2分的
“名校贷公益”APP就遭到了不
少消费者的吐槽。

其中，一位名为“冷陌”的
用户就表示：“借5000元要收取
1000元咨询费， 实际仅到手
4000元。 因为个人原因逾期几
天，剩下的1000元就全额扣款，
但还贷的时候却是按照5000元
本金计息。”

据网贷之家提供的数据显
示，9月20日参考年化利率为
6.53%，而记者统计发现，大多
数提供大学生贷款服务的借贷
年化利率已超过20%。 这也意
味着，若以借款1000元计算，一
年下来两者的利息就相差
134.7元。

现象 大学生仍可多平台贷款，额度高达五万

调查 年化利率超20%，还要收取高额手续费

需求和监管并存
校园贷由公开走向隐蔽

一边是监管层不断
掀起校园贷市场整顿“风
暴”，另一边是各平台“不
向学生发放贷款” 的回
应，与此同时，市面上学
生却仍然能够申请到贷
款。 消费者究竟何去何
从？校园贷监管的难点究
竟在哪？

对此， 三湘都市报记
者向业内人士进行了咨
询。 紫马财行CEO唐学庆
认为， 目前传统银行提供
的校园金融服务仍不充
分，因此，大学生的借贷需
求未能得到满足， 网贷机
构开展校园贷业务的土壤
也依然存在，“校园贷从业
机构众多， 且部分网贷机
构可能会变相开展校园贷
业务，由公开走向隐蔽，也

给监管增加了一定难度。”
他表示， 部分网贷平

台会根据借款人的资信状
况进行信贷发放， 从而常
常忽视了借款人的学生身
份。“在上述情况下， 一位
学生从一家并不以校园贷
为业务模式的平台取得了
贷款， 是否可以说这家平
台开展了校园贷业务呢？
显然也存在争议。”

此外， 一业内人士向
记者透露， 叠加服务费和
高利率的校园贷产品，其
丰厚的利润吸引不少平台
打"擦边球"进入校园贷市
场，“即便是学生本身没有
偿还能力， 一旦催收专员
使用恐吓、 威胁等催收方
式后， 学生家长也会帮孩
子偿还。”

消费诚可贵，信用价更高

回应
不主动向学生放款
但平台难识别学生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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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银监会等多部门曾叫停校园贷，而各平台也宣称“不向学生发放贷款”，但实际上，目前在校大学生仍然可
以通过多平台申请贷款。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