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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家出台政策，
为大学校园专设的借贷业务主要有两
大类：一是助学贷款，二是创业贷款。
在校园金融服务方面，银行主要提供的
服务集中于支付结算领域，如专为学生
定制的校园联名卡，可与校园一卡通绑
定，具有银行支付结算功能，同时承担
部分校园商户消费、代缴学杂费、代发
奖助学金等功能。

校园贷作为消费贷款的一种，各大
银行相继推出过不少产品，但目前来
看，多数银行态度谨慎，进入市场的步
伐不大。以苏州市为例，辖内银行业金
融机构 65 家。其中，工行、中行、建行、
浦发银行、招商银行等银行均推出了面
向18周岁以上高校学生的信用卡，额度

从零元至1万元不等，但审核门槛较高、
授予额度较低，且出于信贷资产安全性
考虑，不少银行积极性并不是很高，有
些银行在逐步缩减或退出学生信用卡
业务。

比如，在苏州，面向各大高校，工商
银行一般给予本科生人民币账户初始
信用额度最高不超过2000元，硕士最高
不超过 4000 元，博士最高不超过 10000
元；交通银行目前收紧了校园信贷政
策，退出了校园信用卡等有关业务；农
行 2010 年开始基本暂停了该行针对在
校大学生的信用卡产品；浦发银行在
2015 年夏季开学季推出的学生信用卡
产品，由于需要父母签字担保，学生申
请数量极少。

“有不到 1/5 的学生使用过银行信
用卡透支，接近六成的学生主要使用淘
宝分期、京东白条、蚂蚁花呗、分期乐
等电商分期付服务”，一份来自苏州银
监分局的高校“校园贷”现状调查问卷
结果显示，78.4%的学生申请消费贷款
看重的是“手续简单、放款快”的特点，
60.54%的学生看重的是“利息低”的特
点。

这份问卷还显示：在使用金融产品
过程中，70.67%的学生表示“正常还款
无压力”，25.72%的学生表示“能够满足
最低还款”，有3.6%的学生表示“无法按
时还款”。

9 月 27 日，记者来到苏州独墅湖西
浦校区。这里位于苏州工业园区，全市

90%的银行分行落户于此。在随机采访
中，大学生们普遍对校园贷危害及风险
有所警醒，对银行等传统渠道更放心，
但他们也同时表示，平时用得最多的还
是应用场景更丰富的互联网渠道。

一方面，线上渠道更受大学生欢
迎；另一方面，风险大、利润薄也是银
行自身对校园贷望而却步的主要原
因。不少银行机构负责人坦言，校园贷
款虽然有利于活跃消费，也能帮助银行
创造贷款收益，但由于其服务对象主要
是在校大学生，信用建设难度大，还款
上很容易出现逾期，且限制多，再加上
针对学生群体，利率优惠幅度较大，风
控成本高，银行的利润空间不大，因此
积极性不高。

目前，苏州市各家银行对校园贷一
直密切关注，部分银行正在对市场进行
调研。也有不少银行准备与互联网金
融平台展开合作，以期获得互联网金融
流量入口。

记者了解到，苏州也曾出现过校园
贷风险事件，对校园贷规范管理要求较
高。为此，在每年开学季前后，当地银
监部门都会通过开讲座、拍公益宣传
片、写倡议信、选拔“金融知识宣传大
使”等活动开展金融宣传。同时，监管
部门还要求各银行机构在学校有针对
性地开展宣传教育，帮助在校学生提高
防范金融风险的意识。

“校园贷是个特殊群体市场，任何
时候都需要适度监管。”苏州银监分局
相关负责人说，一方面，要坚决打击不
正规的借贷诈骗平台；另一方面，商业
银行为校园信贷“开正门”，有利于形成
良好的校园金融秩序，给学生以积极、
正向的引导和教育。

他表示，下一步，将谨慎引导辖内
有条件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发相关产
品，建立完善的校园信贷风险管理制度
和风险预警机制。 （新华社发）

校园贷“正门”已开
能给大学生“贷”来满意吗

讣 告
平顶山市平安交通科技发展中

心主任周少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7 年 10 月 11 日上午 9：40 不幸去
世，享年 54 岁。兹定于 2017 年 10 月
13日（农历八月二十四，星期五）上午
8：30 在市殡仪馆二厅举行遗体告别
仪式，望生前友好届时参加。

妻：包燕 携
儿子：周涛
儿媳：郭楠

孙女：周佳瑶

泣 告
2017年10月12日

公告 依据平顶山市湛河区人
民法院（2017）豫 0411 执 946

号执行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内容：将
位于平顶山市湛河区姚电大道中段北侧
清华苑2号楼1单元602号房的房产及相
应的其他权利归牛建彬所有，因上述房产
的《房屋所有权证》未交回，房产证号为：
平房权证湛河 14001586 号，现公告该产
权证予以作废。

平顶山市房地产交易管理所

声 明
本人杨和，此前担任平顶山市巨

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及法定代表

人。鉴于本人身体状况不佳，自 2016
年起至今已多次向股东会及董事会请

辞，并请求变更工商登记。为此本人

郑重声明：即日起辞去平顶山市巨鹰

科技有限公司一切职务（包括董事长、

董事和公司法定代表人），如公司其他

股东及管理人员、普通员工冒用法定

代表人身份签署相关文件，本人将依

法追究其相关责任。

声明人：杨和
2017年10月12日

1991 年 7 月的一天，我曾供职的
公司里年仅 38 岁的优秀女职工小刘
遭 车 祸 身 亡 ，留 下 一 个 9 岁 的 儿
子。作为公司经理的我帮助料理后
事，安抚小刘的亲属，心里却泛起一
阵隐忧，担心着她那个未成年的儿
子。

处理完丧事的小刘丈夫既当爹
又当娘。儿子读书不好，又患有先天
性哮喘病，父子俩过得十分艰难。这
样的日子过了两年，一位好心人帮小
刘丈夫找了个同样丧偶的女子，该女
子带着一个比小刘儿子大一岁的女
孩。双方惺惺相惜，开始了新的生
活。

婚后，夫妻俩商议把一处房子出
租以贴补家用，新家四口住在一起。
儿子调皮捣蛋还不爱读书，当老师的
后妈不嫌弃，每天在灯下耐心辅导，使
继子逐渐跟上班里的教学进度，读书
热情也渐长。一次继子哮喘发作，喘

不过气来，不巧父亲在厂里加班，后妈
连忙送继子去医院治疗。回家后，孩
子说脚冷，继母把继子的两只脚焐在
自己胸口。父亲回家看到这一幕，激
动得热泪盈眶。同样，后爸对继女也
视如己出。继女喜欢画画，每周六要
跨半个市区学画，每次总是后爸陪继
女换乘两趟公交车到达艺校。继女学
画两小时，继父就在门外等两小时，不
论严寒酷暑，几年如一日。

好些年后，偶遇小刘的丈夫，问起
新家庭情况，他说儿子跟后妈比跟他
还亲，而继女跟他特别亲，姐弟俩虽没
有血缘关系，却十分投缘，一家人和睦
相处。双方都有孩子的半路夫妻，忌
讳的是偏爱自己一方的孩子，更忌讳
袒护自己的孩子，只有将对方的孩子
视同己出，才会感染对方。将心比心，
才能使原本不幸的家庭迎来新的生
机。

（余国放）

以心换心，终有回报

南米饭北面条，一般被用来描述
传统上南北方地区饮食差异。南方人
爱米饭，传统北方人（华北、西北）喜面
食，其实这与南北方的农业生产结构
不同有关。

中国南方的气候高温多雨、耕地
多以水田为主，所以当地的农民因地
制宜种植生长习性喜高温多雨的水
稻。而中国北方降水较少，气温较低，
耕地多为旱地，适合喜干耐寒的小麦
生长。所谓“种啥吃啥”，长此以往，便
养成了传统上南米北面的饮食习惯。

面条，作为北方人每日必不可少
的食物，有着四千多年的制作食用历
史，它作为一种美食传遍了世界各
地。但不管你怎么花式吃面条，在南
方人的心目中，不吃米饭那就不叫“正
经吃饭”。对于南方人来说，没有吃米
饭就相当于没有吃饱饭，吃火锅、串
串、冒菜来一碗米饭，可谓人生满足。

有网友说，吃面条没一会儿肚子
就容易饿吧？说这话北方人就要反对
了，明明是面食更耐饥，吃两三碗米饭
都还不如一碗面条！

那么，米饭、面食到底谁更耐饥？

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营养师刘珊用数
据做了解答。

在热量上，100克大米所含的热量
为 343 千卡，100 克面粉所含的热量为
344千卡，两者所提供的热量值几乎是
相 等 的 。 100 克 稀 饭 ，水 分 含 量 为
88.6%，大米含量仅为 11.4 克，能提供
46 千卡的能量；100 克馒头，水分含量
为 40.5%，面粉含量则为 59.5 克，能提
供233千卡的能量。

由此，营养师给出结论。如果说
耐饥的话，还得看饮食习惯。例如面
条，吸收了汤汁，就容易发涨，再加上
一些蔬菜之类的，其实吃得并不是很
多，很容易消化的，因此就不耐饥；而
做成馒头后，水分含量少了，耐饥饿能
力就增强了。

为您支招
怎样吃主食更健康

无论是米还是面，它们作为我们的
主食，其应占摄入总能量的50%-65%。
这是人们吃饭时最易忽略的问题。

米、面经过精细加工会损失大量
营养，特别是膳食纤维、B 族维生素流

失严重。而 2016 年的《中国成年居民
粗杂粮摄入状况》也显示，我国超过八
成成年居民全谷物摄入不足。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一般
人群每天应摄入谷薯类食物 250-400
克，其中全谷物和杂豆类 50-150 克，
薯类 50-100 克，也就是说，粗杂粮应
占主食的1/3左右。

专家解读
应该多吃菜还是多吃主食

有的人说日常生活中，要多吃菜
少吃饭，也有人觉得主食要多吃，那么
怎么吃才好呢？

刘珊指出，饭量大的人，需要减少
主食的摄入，可以多吃一些蔬菜来代
替，避免发胖。饭量小的人，最好多吃
主食，少吃菜，要保证碳水化合物的合
理摄入。咸点儿、油点儿的菜更下饭，
那么我们做菜可以选择更清淡些，这
样吃菜的时候也不用想着配更多饭，
盐的摄入量也会相应地减少。此外，
主食要粗细粮搭配，可以适当吃点儿
杂粮面条、杂粮馒头等。

（金陵）

南米饭北面条 两者谁更耐饥

最近冬枣上市了，个头小但很脆
甜，但是之前有人说买到糖精水泡的
枣，我们帮大家整理了辨别的小方
法。

用糖精水烫熟的冬枣：红色分布
的异常均匀整齐，而且通常是全红或
者青红分界明显。

自然成熟的冬枣：红色深浅不均，
并且会呈斑点状散开，不红的部分略
微发黄则表示甜度较高。

尽管泡枣的糖精钠或甜蜜素是
合法的食品添加剂，但不能用于新
鲜 水 果 。 所 以 糖 精 枣 确 实 属 于 违
法食品，但网传的致癌就有点夸张
了。

冬枣圆滚滚的小身子里，维生素
C含量高达243mg/100g。除了维生素
C 外，冬枣的膳食纤维、叶酸、烟酸含
量，也都是水果中的佼佼者。

冬枣的含糖量为 25%-38%，这不

一般的含糖量不仅表明它很好吃，也
意味着它的热量不低。一般冬枣的
热量能达到 105 千卡/100g，而 100 千
卡的热量差不多要走 4000 步才能消
耗掉。所以，枣子虽甜也不要多吃
哦。

（辛民）

教你识别真甜枣

在银监和教育部门
严打之下，网贷平台等

“染指”校园贷的“偏门”
被堵上。为了满足大学
生合理借贷需求，监管部
门又开了一扇“正门”，银
行作为“正规军”迅速补
位。一边是“严监管、防
风险”的高压，另一边是
大学生群体借贷的刚需，
银行能否为大学生“贷”
来满意？

公告 依据平顶山市湛河区人
民法院（2017）豫 0411 执 123

号执行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内容：将
位于平顶山市建设路与中兴路交叉口东
南侧佳田大厦住宅8层南户805号房的房
产及相应的其他权利归何相庆所有，因上
述房产的《房屋所有权证》未交回，房产证
号为：平房权证新华字第09001270号，现
公告该产权证予以作废。

平顶山市房地产交易管理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