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乖女儿变“劝退女”

1997年10月份出生的小洁，
从小学到高中一直表现得非常
优秀。意外出现在2016年上半
年，学校打来电话告诉他，小洁
在学校经常逃课，期末甚至有6
门挂科，已被学校警告，有可能
面临劝退。王先生赶紧从赣榆赶
到扬州，在苦苦哀求之下，学校
同意小洁继续就读，以观后效。

在女儿承诺改变后，王先生
惴惴不安地回家了。

2017年4月份，王先生再次接
到老师电话，女儿因经常在校外
玩游戏彻夜不归，还借了大量

“校园贷”，已无心上课。王先生
再次来到学校，经协调，他给女
儿办理了休学手续，将她带回家
关“禁闭”。

“我们给她买的新电脑，还
有她妈妈的金项链，她都说被人

偷了。”王先生说，事后来看全都
被她变卖了，以前没发现她有撒
谎的毛病，大学开始堕落之后，
就没一句真话。

“每个月给她2000元的生活
费，这在扬州应该足够了。”王先
生说，但女儿经常说钱不够用，
以各种名义向他要钱，一年半的
在校时间，一共给了女儿近6万
元钱，但王先生当时并没有感觉
其中异样。

身陷校园贷深坑

王先生为了阻止女儿借贷，
没收了女儿的身份证、银行卡，
还砸了女儿的手机，毁了她的
手机卡，甚至销了号，所以他们
并没有女儿的手机号码。但校园
贷的深坑远比王先生想象的要
可怕。

王先生告诉记者，通过查询
女儿支付宝绑定的银行卡得知，

离家后的女儿，10月9日又向“校
园贷”借款2000元，14日借款2000
元；11月3日借款8900元，23日借
款9000元……“这些借款必须要
身份证，我到派出所查询了，她
并没有补办身份证，那这些钱又
是如何借出来的呢？”

“收到了催款短信，才知道
女儿在外面贷了很多款。”王先
生说。从他给记者展示的短信内
容来看，“在校期间”、“怀孕”、

“不知道谁的孩子”、“人流”等等
刺目的字眼一个连着一个。而这
些短信不仅王先生及家人收到
了，连其他亲戚朋友，甚至学校
的同学、老师也都收到了。

王先生说，今年7月份，有两
名男子从南京赶到赣榆王先生
的家中，要求王先生替女儿还
钱，不然就强行将小洁带到南京
打工还钱。王先生急得报警，此
事才得以作罢。

“我女儿向三家借贷公司借
款几万元，期限只有20天，利息
高得吓人。”王先生说，通过借款
记录和借条他发现，一笔拿到手
6000元，打的欠条是1万元；一笔
拿到手是6500元，打的欠条是2万
元；一笔借款是8000元，打的欠
条是2 . 4万元。

父母还款总数超20万

记者看到，在小洁签订的
“校园贷”借款合同上，作为甲方
的出借人都是空白，有的借条连
向谁借、从哪个机构借都没写，
极不规范，但小洁却要在合同上
写上包括自己奶奶、父母、同学、
老师至少7个手机号码，这也为
催债埋下了伏笔。

经过统计，至2017年8月1日
止，小洁共向38家借贷公司借款
利滚利，总数超过20余万元。在
女儿一次次承诺改正，催债公司
不断四处发送羞辱短信的压力
下，王先生只得答应还钱。拿出
积蓄，向亲戚借钱，王先生终于
将这些钱还上了。

把女儿关家里几个月后，女
儿再次表决心，王先生同意让她
出去打工，希望女儿能吃点苦，
懂得生活与挣钱的不易。但事实
证明，女儿再一次让这个父亲失
望了。 据《扬子晚报》

有禁令却难见效
“校园贷”很容易

2017年9月6日，教育部财
务司副司长赵建军在教育部
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根据规范

“校园贷”管理文件，任何网络
贷款机构都不允许向在校大
学生发放贷款。不过，“取缔校
园贷款业务”的禁令是来自教
育部。而此前在6月28日发布
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园贷规
范管理工作的通知》，也是来
自银监会、教育部、人社部。与
这些行政部门相对应的，最多
只能是行政处罚。

尽管如此，不少贷款网站
的大门仍然向在校大学生敞
开，有的贷款平台在明知学生
身份的情况下，依然发放贷
款。记者在南京多个高校探访
时发现，在一些公开场所明确
针对大学生的“校园贷”广告
依然堂而皇之地张贴着，“大
学生信用贷款”、“同学易贷”、

“凭学生证，来就借”、“无忧学
生贷”等不绝于目。

而记者在网上找到一个
借贷网站，打开后页面上显示

“5分钟放款”字样，点击“立即
拿钱”，手机就会自动跳转至
该APP的下载界面。下载完成
打开后，记者选择了借款金额
和借款期限，验证身份的界面
会有文字提示扫描身份证的
正面、背面及人脸识别，还需
要填写自己的姓名、身份证
号、当前职业和教育程度。按
照规定的流程全部完成后，该
APP会根据借贷者本人提供
的银行卡转钱。也就是说，即
便是已明令禁止“校园贷”，但
仍然有不少借贷APP能够给
学生提供贷款。

据新华网

“校园贷”债务该谁背？

高利贷社会危害巨大，毁坏
家庭、企业的案例比比皆是，比
如震惊社会的“辱母杀人案”，

“校园贷”本质上属于高利贷，但
是“校园贷”针对的主要是在校
大学生这个特殊群体，由于学生
群体的社会经验少、思想单纯、
还贷能力差，“校园贷”造成的社
会危害比普通的高利贷更大，本
案中连云港市赣榆县居民王先
生家的遭遇就是“校园贷”危害
的一个缩影。

“校园贷”债务该谁背？根据
合同的相对性，“校园贷”的合同
主体大部分是小额贷款公司和
在校大学生，借款人和还款义务
人是学生，学生的父母和其他亲
朋均不是“校园贷”的借款人，对

“校园贷”没有还款义务，但是在
“校园贷”放款时，往往以各种名
义要求大学生提供自己的父母
和其他亲朋的姓名、地址和联系
方式，在学生无法还款时便联系
其父母亲朋，甚至到父母亲朋的
家里催收贷款，很多学生的父母
缺乏法律常识，会错误的认为自
己有义务为孩子偿还“校园贷”，
也有的父母不堪放贷公司的违
法催收，无奈之下为孩子还贷。
比如本案中的王先生，便是四处
借钱为女儿还了20多万，但是这

种盲目的还款并不能终结女儿
因“校园贷”产生的外债，最终女
儿还是离家出走，并且仍然四处
借贷。因此，学生父母在面对“校
园贷”违法催收时，完全可以拒
绝还款，咨询律师等专业法律人
士，寻求有效的解决方案，也可
以通过110电话报警处理。

既然“校园贷”是高利贷，必
然会设定高利息。那么“校园贷”
的高利息合法吗？根据《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对
于借贷利息主要分四种情况：

（1）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或利
息约定不明的，出借人主张支付
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
持。（2）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
超过年利率24%的，出借人请求
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
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3）借
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
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
如果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
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
息的，人民法院会判决出借人返
还。（4）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
过年利率2 4%，未超过年利率
36%的部分，如果借款人未支付，
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支付该部分
利息，法院不会支持；如果已支

付，付了就付了，借款人请求出
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该部分利息，
法院也不会支持。

另外，“校园贷”还普遍存在
实际收到的款项与所打的欠条
不一致的情况，比如本案中王先
生的女儿拿到手的是6000元，打
的欠条是1万元。根据《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借据、
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
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预先
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
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
本金。可见，如果有证据证明实
际支付的借款是6000元，利息已
经从借款中扣除的话，虽然打的
欠条是1万元，也应当按6000元
计算本金。

因此，在处理“校园贷”债务
时，应当根据借款的实际情况来
计算偿还的金额，学生的父母在
替孩子清偿债务时需要和孩子
进行沟通，了解借款的实际情
况，再进行债务清偿，不要弄一
摊糊涂账，还了钱也没有最终了
结孩子的债务。

“校园贷”这颗毒瘤的治理，
除了国家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
外，作为直接的教育机构更应当
担负起相关的教育和治理义务，
对在校大学生进行“校园贷”相
关的普法教育，提高学生的思想
意识，也应当加强学校环境的监
管，阻止不规范的“校园贷”进入
校园，同时对于陷入“校园贷”的
学生进行挽救教育，而不是因学
生挂科单纯的进行劝退。

电信诈骗致人死案
主犯被判无期

2016 年 8 月，广东揭阳一
准大学生遭遇电信诈骗，被骗
9800 元，留下遗书后自杀。近日，
该案一审宣判，7 名被告人被判
刑，其中主犯被判无期徒刑。

案情：电信诈骗致学生自杀

2016年8月19日，刚考上大
学的广东揭阳惠来县学生蔡汐

（化名），在收到自称某电视节
目发来的中奖信息后，以“保证
金”的名义，分三次转账 9800
元。8 月 28 日，发现被骗的蔡
汐，留下遗书后，带着一把雨伞
离家出走。次日，当地警方在
61 公里外的海边发现其尸体。

事发后，检方批捕 7 名犯
罪嫌疑人。这个以发送虚假中
奖信息为业的诈骗团伙，分工
明确，各有角色，骗取多人财物
共计人民币 104 . 1 万余元。

判决：

5 人因诈骗罪获刑 11 年以上

2016年9月3日至14日，公安
机关先后将犯罪嫌疑人陈明
慧、熊运江等 7 人抓获归案。

检方认为，陈明慧、熊运
江、叶奇峰、高学忠、范治杰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通信工
具、网络等手段，骗取多人财
物，并造成一人死亡，均应当以
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熊运江
还另构成危险驾驶罪，应依法
数罪并罚。

广东省揭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对被告人陈明慧等七人电
信网络诈骗案一审公开宣判，
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陈明慧无
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
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诈骗
罪，分别判处被告人范治杰、高
学忠、叶奇锋有期徒刑十五年、
十五年和十三年，并处罚金；以
诈骗罪、危险驾驶罪，数罪并
罚，判处被告人熊运江有期徒
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以掩饰、隐
瞒犯罪所得罪分别判处被告人
林诗雅有期徒刑三年、被告人
陈李亿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并
处罚金；责令各被告人共同向
被害人退赔诈骗款项。

据《信息时报》

微信借人钱
切记电话核实身份

近日，王某遭遇了微信借
钱骗局。一天晚上，他突然收
到了一个同学的微信消息，对
方声称需要 300 元应急。没等
小王核实，为了打消他的戒
备，对方主动发来了一段语
音，内容为“是我本人”，并且
连发两次。听到确实是同学的
声音，小王信以为真，就准备
转账给对方。恰在此时，真正
的同学却打来电话称，自己微
信号“被黑了”，向他借钱的人
其实是骗子。原来，小王同学
之前在注册某网站通过语音
验证，恰巧这段语音被骗子复
制下来。

警方提醒，不要在网络上
随意加陌生人为好友，更不要
在与陌生人的聊天中透露自己
的个人信息。验证方法不能仅
仅局限于“是我”这样的语音身
份验证，最好打个电话核实。

据《北京晨报》

点评律师：汪丽张
山东泉灏律师事务所主任

近日，记者接到连云港市赣榆县居民王先生的电话，
电话是打来求助的，因为他的女儿小洁，中了校园贷的

“毒”，接连挂科，被劝退学。父母朋友还不断接到莫名其妙
不堪入目的催债短信，王先生四处借钱，为女儿还了20多万
后，女儿又离家出走逃跑了，如今连王先生都不知道女儿
在哪里，干了什么，只是能从留在家里的银行卡交易记录
里看到，连身份证都没带的女儿，离家出走之后又借了好
几笔款……

■相关链接

父母不是“校园贷”还款义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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