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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et +", the application of campus loan is born, and the emergence 
of campus loan also accords with the law of market development. However, in real life, there are 
still many risk problems in campus loans, which gradually deviate from its original anticipated 
development direction and the original development track. Therefore, we should standardize 
campus loans, strengthen risk prevention of campus loans, improve students'risk awareness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ic market. This paper makes an in-depth study and 
scientific discussion on the topic of campus loan risk prevention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et +", 
focuses on the reasons for the growth of campus loans, and puts forward strategies for strengthening 
the risk prevention of campus loans. Risk prevention ability, realize the value and role of campus 
loan,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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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互联网+”语境下，校园贷款应用而生，校园贷的出现也符合市场发展的规律。但是

在现实生活中，校园贷款还存在很多风险问题，慢慢的偏离了它的最初预想发展方向，也脱

离了最初的发展轨迹，因此要规范校园贷款，加强校园贷款的风险防范，提高学生的风险意

识，促进经济市场的健康发展。本文就“互联网+”语境下校园贷风险防范的话题，进行了深入

研究和科学探讨，重点阐述了校园贷款滋生的原因，并提出了加强校园贷款风险防范的策略，

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与探讨，提高大学生的贷款意识，增强大学生的风险防范能力，实现校

园贷款的价值和作用，促进大学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1．引言 

随着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各种贷款事业也随之飞速发展，而近几年来，校园贷款成为

人们的热门话题，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所谓的校园贷款是指在校的学生通过各种网

络贷款平台借款的行为，虽然校园贷款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大学生的经济困难，获得了相应

的资金支持，但与此同时也存在很大的安全问题和风险问题，因此要积极规范校园贷款，改

变大学生的贷款意识和消费意识，加强风险防范，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2. 校园贷款滋生的原因 

1．当下大学生的虚荣心和盲目攀心理比相当严重，常常不顾家里经济情况，过分追求名

牌包包、名牌化妆品、高档手机以及一些奢侈品。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和其他学生进行

攀比，在没有足够多的金钱的情况下，很多大学生在互联网的信贷平台进行了贷款，导致校

园贷款大量滋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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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下的校园贷款的贷款门槛很低，贷款时间短，放款快速，并且无需抵押物，还有具

有分期付款的优势，符合了现在大学生的生活消费需求，因此校园贷款越来越普及。 
3．校园贷款除了会产生一定的利息和违约金，还会产生平台服务培养和相关的手续费

用，很多非正规的信贷机构会收取更多的利息和平台审批费用，因此信贷机构在高额利益的

驱使下，积极开展校园贷款活动，增加了学生的经济负担，使学生陷入了越来越多的校园贷

款陷阱之中。 
4．大学生进入大学校园后，摆脱了家长的管教和束缚，变得更加独立和大胆，很多大学

生与家长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少，只有在生活费用完的时候与家长联系。与此同时学校对于学

生的生活和消费方面很少干涉，缺乏对学生的指导，学生在诸多的物质诱惑面前，容易迷失

自我，进入了校园贷款的陷阱。 

3. 加强校园贷款风险防范策略 

校园贷款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学生的经济困难，使学生可以及时消费，但与此同时也存

在很大的安全问题和风险问题，因此要积极规范校园贷款，改变学生的贷款意识和消费意识，

加强学生的风险防范，促进学生健康发展。如何加强校园贷款风险防范，提高学生的校园贷

款防范意识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具体入手： 
（一）学校加强校园贷款的教育活动 
学校作为教学育人的重要阵地，应当积极开展校园贷款宣讲会，做好学生的教育指导工

作，让学生及时了解校园贷款的运营模式和风险问题，让学生远离校园贷款的美丽陷阱。与

此同时，校园保安人员拒绝信贷机构在校园进行校园贷款宣传活动，谨防不良信贷机构对学

生设置陷阱。学校的辅导人员要及时对于已经有校园贷款的学生进行科学指导，向学生讲解

相关案例，提高学生的风险意识，让学生远离校园贷款陷阱[2]。 
（二）学生要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和金钱观 
作为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学生要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和金钱观，根据自身经济情况，合理

进行消费，控制虚荣心的作祟，避免与其他学生的盲目攀比，积极参与班级活动，加强与同

学之间的沟通与互动，建立良好的学生关系，积极参与体育锻炼，提高自身的精神水平，促

进身心健康发展。 
（三）家长要以身作则，积极引导学生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家庭教育对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有巨大的影响。孩子会学习

和模仿，父母一言一行都会被孩子模仿，父母的言谈举止、处事方式、理财方式以及消费观

念都会影响到学生的身心健康，因此家长要以身作则，合理消费，拒绝大手大脚和铺张浪费，

要勤俭持家，多和学生进行沟通，向学生传授一些理财技巧，对于学生存在的一些问题，及

时给予指导和帮助，要重视学生的信用教育，让学生深刻意识到个人信誉对于今后的生活和

工作有多大的影响，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信誉习惯，指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消费观和金钱观，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3]。 
（四）政府要提高对校园贷款的准入门槛 
政府部门要提高校园贷款的准入门槛，利用互联网的优势，对信贷机构进行及时的监督，

对于一些不良的校园贷款进行清理，保障校园贷款合法性和合理性。并开通服务热线和举报

热线，根据举报的情况，向相关的信贷机构进行查实，如若举报情况属实，立即要求整顿，

对于造成不良影响的信贷机构没收营业执照，并进行法律制裁，保障良好的社会信贷环境。 
（五）国家加强学生资助工作的开展 
虽然近几年来，国家建立了很多“奖、贷、助、补、免”等学生资助体系，能够有效帮助

学生和家长解决生活困难和学习困难，但是有些奖学金的设置有很高的获取要求，无法满足

学生的资助需求，因此导致很多学生陷入校园贷款的陷阱。因此国家要加大学生资助投入，

合理设置更多的奖项和补助政策，加强学生资助工作的开展，切实解决学生的经济困难。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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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些生活条件较差、确实有生活困难，但刻苦学习的学生，无条件的进行资助，加强人文

关怀，让学生感受到国家和社会的温暖，避免学生因贫而贷、因贷返贫[4]。 
（六）社会媒体加大宣传力度，加强学生的风险防范意识 
社会媒体要加强校园贷款的宣传力度，对校园贷款进行及时的报道，积极指导学生看清

校园贷款的陷阱，增强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提高学生的风险防范意识，避免学生受到非法

侵害。新闻媒体要发挥舆论引导优势，向学生报道相关的新闻事件，让学生提高警惕性，报

纸和网络平台也应当宣传校园贷款安全知识，提醒学生不要随意泄露个人信息，谨慎的对待

校园贷款陷阱，最后在一些城市广告大屏幕上和公交车广播以及地铁宣传栏上，也要宣传相

关方面的知识，利用公益广告加大宣传力度，传播社会正能量，树立良好的消费观念，营造

良好的社会氛围和社会风气，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要加强校园贷款的风险防范，需要学校、学生、家长、政府、国家以及社会

媒体的共同协作，学校加强校园贷款的教育活动，通过多种渠道让学生意识到需要贷款的危

害性，提高学生的风险防范意识，学生要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和金钱观，根据经济情况理性消

费，家长要以身作则，积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金钱观和价值观以及人生观，政府要提高对

校园贷款的准入门槛，严厉打击非法信贷机构，国家加强学生资助工作的开展，加大学生资

助的投入，社会媒体要通过各种渠道加大宣传力度，加强学生的风险防范意识，积极传播正

能量，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促进学生数学健康发展，以此推动和谐社会的全面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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