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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那么多热门App
抢着借钱给你？

当前， 我国消费结构正从生
存型消费向教育、 旅游等发展型
和品质型消费过渡， 消费金融市
场空间巨大。 除了传统的商业银
行、 消费金融公司， 各类互联网
公司也纷纷发力消费金融。

“可以看到， 这些提供贷款
服务或入口的App， 主要瞄准年
轻人， 因为年轻人收入有限， 贷
款意愿和需求相对较高。 此外，
由于贷款业务利润率可观， 为其
引流也成为很多App流量变现的
手段。” 苏宁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黄大智说。

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
说， 从宏观层面看， 部分大型互

联网平台， 基于小贷公司开展消
费信贷业务， 一方面以联合贷款
模式获得客户和资产， 一方面以
资产证券化形式拆入外部资金，
“小马拉大车” 导致杠杆倍数快
速放大， 系统性风险集聚。

从微观层面看， 部分消费信
贷产品偏离消费属性、 多头授信
也较为普遍， 部分信贷资金甚至
违规流入房地产和金融市场， 对
贷款用途和流向的有效监控成为
“老大难” 问题。

针对互联网平台花式诱导贷
款行为， 相关监管措施已陆续出
台或正在酝酿中。 如2020年年底
发布的 《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

暂行办法 （征求意见稿）》 强调，
主要作为资金提供方与机构合作
开展贷款业务的， 不得将授信审
查、 风险控制等核心业务外包。
主要作为信息提供方与机构合作
开展贷款业务的， 不得故意向合
作机构提供虚假信息， 不得引导
借款人过度负债或多头借贷， 等
等。

黄大智认为， 规范互联网消
费金融发展， 一方面要加强金融
消费者教育 ， 树立理性消费观
念。 另一方面要倡导行业自律，
引导相关平台践行责任信贷理
念， 避免消费者过度负债。

据新华社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 4月30
日， 中国科技馆 “地球” 和 “能
源” 两个展厅将同步全新亮相。
两个展厅通过沉浸式、 多感官互
动的体验方式， 在传播科学知识
的同时将给观众带来精神上的触
动和思考。

记者4月28日从中国科技馆
获悉， 两个展厅历时3年的精心
打造， 实现了从展品到环境的全
面创新升级 。 走进 “地球 ” 展
厅， 观众感受到的是地球生态环
境的变化与人类命运的息息相
关 。 其中直径4.5米球冠屏呈现
的大型展品 “蓝色星球”， 带你
在须臾间穿越浩渺宇宙， 感受地
球的壮美、 感悟生命的多彩、 领
略文明的璀璨； 在 “自然之力”
碗幕剧场营造的沉浸式环境中，
你可以身临其境感受地球内部的
磅礴力量在亿万年间对地球的塑
造 ； 在体验展品 “水的旅行 ”
时， 你可以在小球的引导下追寻
水循环的足迹， 感悟水与我们的
亲密关系； 在与 “地球发烧了”
互动中， 你会受到人类活动对全

球气候变化影响的触动 ； 利用
VR设备参与展品 “珍爱家园 ”
时 ， 你可以实现时空穿梭的梦
想， 了解 “美丽中国” 进行时；
机器人 “优优” 组织的 “守护地
球我是行动者” 开放研讨会则虚
位以待， 你可以召集小伙伴们针对
地球生态环境等问题畅所欲言。

走进 “能源” 展厅， 观众将
开启一段探索之旅。 触摸 “能源
印记”， 了解能源伴随人类文明
进程的时代变迁； 驾驶 “能源与
环境” 号时空飞船， 沉浸式感受
历史上典型的能源影响环境事
件， 也可以实时连接我国高分卫
星， 近距离触摸自然的脉动； 踏
入 “绿色之家”， 追随节能低碳
生活的时代风尚； 体验 “华龙一
号” 如何抵御飞机撞击、 海啸和
地震； 站在世界上最大的受控核
聚变托卡马克装置 “人造太阳”
面前时， 你能感受到人类探索新
能源的足迹； 你还可以在 “风电
安家” “阻挡射线谁最强” “能
源天平” 等展品的探究中， 找寻
自己的答案。

新华社电 4月25日晚， 浙江
湖州吴兴警方破获一起非法贩卖
儿童案件， 犯罪嫌疑人竟然是儿
童的生父。

4月22日， 吴兴埭溪的小林
（化名） 来到了当地派出所报警，
称自己两周岁半的侄子佳佳 （化
名） 被其亲生父亲带走后一直没
有回来， 希望民警可以帮忙找回
孩子。

据小林说， 侄子刚出生， 哥
哥谢某与嫂子就因为感情破裂离
婚了， 当时侄女归女方， 侄子归
男方。 谢某一个人在江苏常熟打
工， 不愿意带孩子， 孩子一直由
小林和母亲抚养。

4月10日， 小林的哥哥谢某
突然回家， 说 “孩子妈妈想见一
见孩子”， 带走了孩子。 谁知这
一走就没了消息。 多天后， 小林
打电话询问， 但佳佳的妈妈说从
来没见过孩子。 22日， 小林找哥
哥谢某询问， 没想到哥哥不仅不

接电话、 不回消息， 还将其联系
方式全部拉黑， 小林无奈之下选
择报警。

接警后， 湖州市公安局吴兴
区分局刑侦大队展开侦查， 锁定
谢某具有作案嫌疑， 展开追击，
辗转贵州、 湖南、 江西、 湖北、
江苏多地， 于25日晚在江苏常熟
将其抓获。

谢某很快交代了其将亲生儿
子佳佳以15.8万元卖给黄某的犯
罪事实。 因为手头没钱， 近来又
和现任妻子感情不和 、 经常吵
架 ， 谢某萌生了将孩子卖掉换
钱、 缓解生活压力的念头。 警方
说， 孩子卖掉以后， 谢某收了大
笔现金 ， 不仅没有任何愧疚心
理， 还带着现任妻子到处挥霍、
一路游玩。

目前， 犯罪嫌疑人谢某因涉
嫌拐卖儿童罪被警方依法刑事拘
留， 买家黄某被依法采取刑事强
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啥爹？！卖了儿子一路玩

中国科技馆“地球”“能源”新展厅明天亮相

开通借款功能， 就送VIP会员； 点张优惠券， 就会跳转到授信贷款页
面……很多人发现， 当下各种热门的App， 从外卖到出行， 从视频到办
公， 尽管功能各异， 但有一点是相通的： 都能贷款。 和传统贷款渠道相
比， 这类基于App的贷款往往宣称 “门槛低、 审核简单、 放款快”， 吸引
了不少年轻用户。 而实际年化利率甚至超过20%。 App抢着借钱给你的背
后， 一方面容易出现过度收集、 滥用客户信息的现象， 另一方面也存在
诱导年轻人超前消费、 过度借贷的风险。 同时， 也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新
的要求。

最近， 上海市民李华章在上
网过程中， 电脑屏幕右下角突然
跳出一个链接显示： “WPS上也
可以借钱啦”， 并标注 “最高可
借20万元 ， 千元利息低至2毛 ”
等信息 。 “我的第一反应是 ，
WPS不是办公软件吗， 怎么也开
始放贷了？” 李华章说。

带着疑惑， 李华章点击 “测
测你能借多少” 按钮， 系统自动
跳转至WPS用户专享页面， 上面
显示 “1千元借1天费用低至2毛，
3、 6、 9、 12期慢慢还”。 此外 ，
页面还宣称 “门槛低， 22周岁即
可 申 请 ； 额 度 高 ， 最 高 可 借

20万元； 放款快， 快至3分钟到
账” 等信息。 在经过引导下载金
山金融App后 ， 通过输入手机
号 、 验证码 、 上传身份 证 正 反
面照片 、 人脸识别等简单操作
后 ， App显示李华章可借 27500
元。

青岛市民穆丽丽在爱奇艺
App上购买会员时， 也被推荐贷
款。 爱奇艺App “精选推荐” 页
面显示， 用户可以申请一款名为
“小芽贷” 的贷款产品， 平台标
注有 “年化利率低至7.2%” “借
钱就送30天VIP会员” 等信息。

按照平台提示， 穆丽丽在输

入姓名、 身份证号、 手机号等信
息， 并拍照上传身份证后， 显示
她在该平台可以借7万元。 “感
觉有些不可思议， 从来没想过可
以在视频软件上借这么多钱 。”
穆丽丽说。

记者测试发现， 除传统的支
付和理财类App外， 手机里其他
热门App， 从外卖到出行， 从视
频到办公 ， 80%左右可以贷款 ，
或提供贷款服务入口， 额度最高
达到30万元。 有网民表示： “只
要使用手机App， 几乎都可以看
到相关贷款业务推荐， 躲都躲不
开。”

稍微观察就可以发现， 各类
App自营或推广的放贷服务， 普
遍宣传其贷款具有门槛低、 利率
低、 放款快等特点， 诱导用户注
册使用， 但在实际借款时， 却又
换了副模样。

———快速放款的代价是大量
索取个人信息。 记者发现， 提供
贷款服务或入口的App中， “极
速放款” “最快5分钟放款” 等
推广用语非常普遍。 一款旅游类
App的客服人员表示， 最快审核
只要10到15分钟， 就可以将钱打
到用户所绑定的银行卡中。

快速放款的背后， 是对个人
信息的大量索取 。 记者体验发
现， 多数开通贷款服务或入口的
App需要读取用户通讯录， 并需
要一直读取用户位置信息。 类似
的条款包括 “平台将收集您的通
讯录/和您的亲戚朋友及联系人
的手机号码” “当贷款逾期时，
平台有权向合作单位， 以及您的
亲戚朋友、 联系人披露您的违约

信息 （含贷款逾期信息）”。
网民 “雨女” 投诉称， 在某

App上借钱逾期后， 不仅本人每
天要接受短信轰炸， 其父母也频
繁接到第三方催收公司的电话，
对方还发信息称要按家庭地址寄
送法院通知。 “我没有失联， 会
尽快还清欠款， 希望他们停止骚
扰家人”。 该网民说。

———以 “送礼品 ” “送会
员 ” 等小恩小惠 ， 诱导用户贷
款。 某视频类App宣称， 只要使
用其贷款业务， 就送一个月视频
VIP会员 ， 如果借到一定额度
“使用达标”， 还额外赠送12个月
会员资格。 另一款短视频App宣
称 ， 答题即可领取最高80元红
包 ， 但该红包只能在还款时使
用。

“这种小恩小惠的手法， 跟
原来银行送米送油差不多。 只不
过银行是在拉存款， 而App是在
求你贷款。” 武汉市民程恩昌感
慨地说。

某旅游App宣称， “提钱去
启 程 ” “最 高 可 借 20万 元 ” 。
“从我们这一代人的观念看， 贷
款去旅游 ， 我感觉有点过了 。”
今年52岁的北京市民沈庆说。

———看似一天几毛钱， 实则
年化利率突破20%。 2020年底 ，
银保监会发布 《关于警惕网络平
台诱导过度借贷的风险提示》 强
调， 一些机构或网络平台在宣传
时 ， 片面强调日息低 、 有免息
期、 可零息分期等优厚条件。 然
而， 所谓 “零利息” 并不等于零
成本， 往往还有 “服务费” “手
续费” 等， 此类产品息费的实际
综合年化利率水平可能很高。

但在实际经营中， 很多App
依然使用 “千元利息低至×× ”
等 “障眼法” 进行推广。 比如金
山金融App宣称 “千元利息低至
2毛”， 记者通过其借款1000元，
约定十二期还款。 系统显示， 每
期要还100.46元， 以此计算， 年
化利率达到20.55%。

“躲都躲不开”， 满屏都能贷款

花式 “求借钱”， 背后套路多

监管要跟上， 理性消费观要树立

新华社电 印度卫生部28日
公布的数据显示， 该国较前一日
新增新冠死亡病例3293例， 累计
死亡达201187例； 新增确诊病例
360960例，已连续7天新增病例超
过30万例，累计确诊17997267例。

28日印度新增确诊和新增死
亡病例数均创疫情以来新高。 由
于疫情不断恶化 ， 印度多地床
位 、 氧气 、 药品等医疗资源告
急。 印度总理莫迪27日再次主持
召开高级别会议， 要求确保快速
升级卫生基础设施， 并尽快扩大

制氧产能， 以满足各地对医用氧
气的需求。

据总理办公室发布的公报，
到本月25日， 印度液态医用氧气
日产量已从2020年8月的5700吨
增加到超过8900吨， 预计到本月
底日产量还将进一步增加。

印度卫生部27日发表声明
说， 为了解决氧气罐车短缺的问
题， 政府已进口了20台低温氧气
罐车分配给各邦使用。 图为4月
26日， 工作人员在印度城市班加
罗尔搬运新冠死者的遗体。

印度累计新冠死亡病例超20万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