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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互金协会近期监测发现，现在仍有部
分机构或平台“换穿马甲”，以手机回租、虚假
购物再转卖等形式变相继续发放贷款，有的还
在贷款过程中通过强行搭售会员服务和商品方
式变相抬高利率。其中，以手机回租形式最猖
獗，“回租贷”相关平台已超过100个，注册客户
数百万人，大多数目标客户锁定为大学生。

被监管部门重拳打击的“现金贷”平台竟
用“换穿马甲”的手段企图逃避监管。中国互
联网金融协会发布消息称，近期有部分机构或
平台以手机回租、虚假购物再转卖等形式变相
发放“现金贷”，甚至故意致使借款人形成逾
期。该协会呼吁消费者审慎选择平台，理性办
理借贷。

现象现象：：部分平台部分平台““换穿马甲换穿马甲””变相发变相发
放放““现金贷现金贷””

去年以来，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先后出台有
关文件，明确了规范“现金贷”等网络借贷行为

的管理要求，加强对“现金贷”业务的监管并逐
步化解其形成的风险，维护了社会金融秩序的
稳定。

但中国互金协会近期监测发现，现在仍有
部分机构或平台“换穿马甲”，以手机回租、虚
假购物再转卖等形式变相继续发放贷款，有的
还在贷款过程中通过强行搭售会员服务和商品
方式变相抬高利率。特别恶劣的是，发现有少
数平台故意致使借款人形成逾期以收取高额逾
期费用，严重地侵害了金融消费者的权益。

调查调查：：手机手机““回租贷回租贷””平台年化利率平台年化利率
高达高达18321832%%

据记者了解，目前现金贷花样不断翻新，
“偷天换日”逃避监管。其中，以手机回租形式
最猖獗，“回租贷”相关平台已超过100个，注
册客户数百万人，大多数目标客户锁定为大学
生，利率畸高，一般年化利率在300%以上，个
别甚至超过1000%。

有些平台以手机回租形式发放贷款。如
“某回租”平台，先以评估价格(即借款金额)回
收用户手机，然后将手机回租给用户，并与客
户约定租用期限(即借款期限)和到期回购价
格(即还款金额)，回购价格高于回收价格部分
以及相关“评估费”、“服务费”即借款利息。比
如手机估价1000元，需要支付260元评估费，
到账740元，7天之后却需要还款1000元。以
此计算，其借款年化利率高达1832%，比以前
的现金贷还要高。

有些平台在贷款过程中搭售其他商品，变
相抬高利率。如“某某信用钱包”会员卡价格
199元，有效期7天，如用户借款2000元，14天
需还款2028元，名义年化利率36%；如算上购
卡成本，实际年化利率高达291.9%。

通过虚假购物再转卖发放贷款的操作则
是，平台引入虚假购物场景，用户下单购买商
品，但无需支付货款，直接申请退款或转卖变

现，转卖成功后即可获得资金；平台赚取延迟
付款费和转卖撮合费用。

最可恨的是有些平台故意导致借款人逾
期，收取高额逾期费用。比如有些平台未自动
扣划借款，借款人主动将钱打给平台还款失
败。贷款逾期后，平台恢复正常，电话通知其
逾期，收取很高的逾期费用。

提示提示：：发现无资质开展贷款业务的发现无资质开展贷款业务的
机构应举报机构应举报

中国互金协会还请广大消费者加强金融
知识学习，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在购买相关产
品和服务时应认真阅读合同条款，留存相关证
据，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可通过法律手段主
张权益；如发现不具备放贷资质的机构非法开
展贷款业务的，消费者应当向监管部门或中国
互联网金融协会举报，对其中涉嫌违法犯罪
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构报案。

据《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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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移动助力班德湖斑头雁孵化直播（二）
坚守坚守6565天天 穿梭长江源头穿梭长江源头

班德湖，位于长江源头沱沱河北岸，东
距青藏公路及铁路沱沱河大桥约 40 公里左
右，海拔 4600 米以上，是典型的高原湖泊。
在广袤的江源地区星罗棋布的湖泊中，班德
湖是一个普通的小湖，甚至在一般的地图
上，没有标注它的名字。然而，在 2018 年 4
月 21 日至 6 月 5 日期间，班德湖却似“一夜
成名”，在国内广为人知。这源于一种鸟
——斑头雁，号称世界上飞的最高的鸟，计
有 3000 多只在班德湖中两个小岛上进行为
期 40 多天的产卵孵化。这源于一个叫绿色
江河的组织及央视、上海、南京等电视台在4

月 22 日地球日、五四青年节、六一儿童节、6
月 5 日世界环境日等时间节点对斑头雁孵
化进行专题直播。这还源于青海移动4G网
络及专线宽带给各类直播提供不间断的通
信保障和服务。

直播唯美画面的背后——
是青海移动人海拔4600米之上

65天的坚守和奉献
4月的长江源头，仍然是深处隆冬的冰天

雪地景象，长江正源沱沱河还是一条冰雪之
河。高山草甸荒原牧草呈现一片枯黄之色，
且多为积雪覆盖，其实，下雪在长江源头是不
分季节的。不过，冬雪也掩盖不住春的气息，
云天长空，不断有斑头雁矫健的身姿飞来，盘
旋，降落在江源大地。它们长途跋涉，飞越喜
马拉雅山脉，在江源地区进行繁殖，组建“家
庭”，生活一段时间，而海拔 4600 米的班德
湖，湖中有两个小岛，湖水阻隔了野兽的侵
扰，成为一个绝佳的宜家之地。

斑头雁孵化直播，通信保障先行。4月21
日直播人员和志愿者进驻班德湖。时间紧，任
务重，格尔木移动接到保障任务，倒排工期，立
即组织部署，协调资源，付诸行动。4月，虽然
不是施工季节，但移动人（含铁通人员）毅然迎
难而上，开始了艰难的网络建设施工。

班德湖地处长江源头深处，比邻沱沱
河。这里除了个别牧人，基本属于无人区，没

有公路可通，没有电力供应，没有光缆、没有
基站，没有任何通信网络。欲做通信保障，
须从无到有，从零开始。首先是从位于青藏
公路边唐古拉镇的沱沱河移动通信机房到
班德湖现场铺设光缆，有两条路由可选，一
条是沿着车辆压出来的简易便道，通向班德
湖，不过此路曲折迂回，所用光缆较长，在40
公里以上；一条是沿着沱沱河北岸逆流而
上，直达班德湖，线路较短，约 38 公里，不过
沿线环境艰苦，维护难度加大，经实测，决定
沿沱沱河边布放光缆。由于这次保障属于临
时性质，所以在布放光缆时除了跨河（沱沱河
的几条无名支流）采用立杆架空光缆外，没有
挖沟直埋，基本都是铺设在荒滩之上，这却在
以后维护光缆的日子里，出现了几次意想不
到的故障（后文详述），但在铺设光缆当时谁
也没有想到。

施工队队长王永峰介绍了当时铺设光缆
的情景。4月5日到21日，移动施工人员为主、
班德湖志愿者协助，一辆四驱车拉着一盘盘光
缆在没有路甚至没有车痕的河边荒滩上艰难
颠簸前行，施工人员手里捋着光缆紧紧跟随，
沿河铺设，同时，一大四小共五个支流河道两
岸，施工人员提前挖坑立杆，以便光缆架空跨
河而过。五条支流，却用了11个油木杆，原来
那个大支流河道宽度达到287米，在河道中间
立了一个木杆。

高原的天气多变，立杆铺缆的 11 天中，
有4-5天在下雪。施工人员踩着冰河，冒着
风雪，在海拔 4600 米、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区
一半的荒原，铺设光缆，挖坑立杆，负重前
行。据一位施工人员说，在这里抬着光缆，感
觉比格尔木沉重了许多，尤其是一天行走下
来，临近收工时，气喘心跳，手脚发软，相比而
言，立杆的人员更是艰难的多。一个 3 米的
木杆重约 80 多斤，车辆只能停靠那条便道
上，然后又2人抬着木杆，步行约二三公里，
到达立杆之处，一个3米杆需挖80厘米的坑，
这在其他地方确实轻而易举，但在长江源头
就不一样了。施工人员他们遇到的是千年冻
土层，而且没有机械化相助，只能使用铁锹、
洋镐和钢钎，挖开地表三四十厘米，又韧又硬
的冻土令洋镐钢钎无能为力。欲速不达，只
能慢慢来，在冻土上点燃牛粪，慢慢煨烤，到
第二天将十几厘米融化层挖掉，再用牛粪接
着煨烤，就这样，一个 80 厘米的坑竟需要好
几天，几个坑同时开挖，牛粪需求量大增，于
是安排专人捡拾牛粪，成为施工不可缺少的
一部分工作。

王永峰说难度最大的是在那个287米河
道中立杆，施工人员穿着雨鞋，在冰冷的冰
河中艰难地挖坑，遇到冻土时，现将水堵住
引到一边，然后点燃牛粪融化冻土,而班德
湖现场架设的两个基站，是 8 米高的大杆，
需要1.7米深的坑，可能是临近湖边，在挖至
1.5 米时，渗出水来，无疑增加了难度，施工
人员只能穿着雨鞋，在坑中继续深挖。风雪
总会不期而至，气温骤降之零下5-10度，施
工人员只好穿着大棉衣保暖，但也给身体增
添了负重。熔纤时由于环境温度低，手指冻
得麻木起来，只好呵气暖手或体温暖手，熔纤

需要多次、更长时间才能完成。干活时间长
了，高原反应悄然袭来，小荣等三个年轻人初
上高原，尽管吃了红景天等抗缺氧药物，及时
吸氧，但仍出现较强的高原反应，夜晚休息不
好，白天干活费劲。

王永锋说，4月8日，光缆铺设到沱沱河
铁路桥下，拉光缆的车陷入河道，施工人员、
志愿者齐心协力，挖了大半天，才将车弄出
来。这海拔4600米上陷车挖车推车的一幕，
至今想起，仍令人感动且珍惜。施工期间，他
们常态化早 6 时左右从沱沱河驻站出发，晚
上8时左右返回，中午靠馍馍开水充饥，说是
开水，其实70多度就开了，而且在零下10度
的环境里凉得更快。就这样，累计投入施工
人员119人次，施工车辆34车次，用11天完成
了铺缆，用 7 天完成了熔纤测试建基站开通
等全部任务。

终于，班德湖现场竖起了移动基站，
200M宽带接进了直播间，中国移动网络首次
独家覆盖班德湖。

施工完成，交付常态化维护。驻沱沱河
站点的李积国、郭文勇他们接过光缆基站和
无形的网络，同时感到了一份沉甸甸的责
任。网络维护，虽然没有施工建设那样重的
体力活，但是一份考验高海拔中的耐力和工
作中的操心活，尤其是网络故障，更具突发
性。5月7日或8日下午5时左右，沱沱河驻
点接到省移动网管通知，说是通往班德湖的
光缆断了,当时驻守在沱沱河站点的李积国
立即在机房通过 OTDR 测试，判断出光缆
断点在距驻点向班德湖方向11公里处左右,
于是立即和同事沿便道驱车前往 11 公里处
停车，再步行2-3公里抵达沱沱河边光缆断
点处。经查中断原因，有点令人哭笑不得，
原来，光缆有被动物噬咬的印迹，根据齿印
大小，应该是牦牛啃咬的。当时风沙大起，
气温降至零下 10 度左右，高海拔低温导致
光缆反复接续多次，直至 21
时左右才完成断点处理。22
时在返回沱沱河驻点路上手
机有信号时，立即给网管打
电话核实，得到故障消失的
答 复 后 ，一 颗 心 才 放 得 下
来。回到驻点的任务是赶快
生火做饭。

无独有偶，动物咬断光缆
的事还发生过一次。6 月 4
日，记者在沱沱河站点，当时
驻点维护员郭文勇给我讲了
一个他的同事张吉兴夜修光
缆的事。5月31日下午18时，
张吉兴接到网管通知，班德湖
光缆中断，经在沱沱河机房测
试，约在前往班德湖方向8公
里处。张吉兴和同事立即开
车到便道，步行前往查找，发
现一处光缆有被噬咬的痕迹，
判断是高原旱獭所咬，但光缆
未破，于是又前行1公里，找到
一处接续点进行复测，最终确
认旱獭将光缆咬扁，断了其中

一芯，于是，在零下20度的风沙寒夜，张吉兴
身着大衣，脚穿棉鞋，头戴矿灯照明，一双赤
手（接光缆不能戴手套，防止细小纤维落到光
纤上）熔纤接光缆，手冻僵了，用体温暖暖，双
手搓一搓，经过近4小时的艰苦接续，终于抢
通了光缆，于深夜11时返回驻点。

高原排障，不仅仅需要克服高寒的自然
环境，而且还需要面对路上堵车。郭文勇
说，有一次（大概是5月中旬，因为这样的事
太多且类似，他们有点记不清楚了）同事宋
师傅前往排障时遭遇青藏公路大堵车，堵得
实在走不动了，就一边和网管电话联系，一
边觅路边便道绕行，最长的一次竟在海拔
4500多米的风火山被堵一天一夜，而且还在
下着大雪。

据统计，4月21日至6月10日期间，格尔
木移动、铁通在班德湖综合通信保障中累计
出动维护人员50人次，维护车辆20车次，巡
检光缆线路和设备4次，处理光缆线路故障3
次，调整天线方向1次，处理传输设备故障3
次、处理电源故障1次，测试互联网专线带宽
1 次。量虽不大，但在高海拔地区长距离奔
袭，却需付出加倍的体力和心力。

4G高速率，上网稳定流畅，百兆宽带任
我行。6 月 5 日地球环境日，班德湖斑头雁
孵化正进入最后的直播阶段，杨欣会长看到
移动维护人到了现场，百忙中走近打招呼，
就像招呼熟人一样，盛赞移动网络信号好，
通过专线直播一点也不卡。一位姓郑的志
愿者、一位四川资深志愿者“孙大侠”以 20
多天的切身体验，不仅通过专线网络直播，
而且通过手机视频连线直播，感受到移动网
络的快捷和高质量，纷纷称赞。现场采访的
电视台记者，几位年轻志愿者也纷纷表示，
在如此遥远的荒原，每天工作之余，通过手
机给亲人打个电话报平安，这是古人“天涯
若比邻”的现实版。 （师成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