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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民野贷款冶6万元到手 4万元 那 2万元去哪了

“信用贷款”不信用 小心被“套路”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王
辉 摄影报道冤 不抵押尧不担保袁免费办理袁随借
随还噎噎急用钱袁找某某公司贷款遥 街头巷尾
到处叫喊的信用贷款袁让一些手头紧张的人心
里痒痒遥然而袁这些信用贷款真的讲信用吗钥是
否存在陷阱钥 近日袁海口市民袁先生就因为信
用贷款的事情烦心遥

针对袁先生遭遇的情况袁记者
暗访了海口街头一些信用贷款袁基
本上都承诺办理不收取任何手续费
用袁但是办理之后就要收取手续费
和利息袁野手续费冶 成为这些信贷
公司业务员的敏感词遥 当问到合
同上金额与实际贷款金额不一
样袁他们就绕弯子打哈哈袁强调以
实际贷款的金额来计算利息袁而且
他们是看不到合同的袁合同是公司

与客人签订遥
明明借的是 4万元袁合同上却

写 6万元袁 这样信用贷款合法吗钥
很多市民提出质疑遥

一位业内人士道出其中奥妙院
如果在合同显示利息是 2 万元是
不合法袁写成贷款金额 6万元反而
合法了袁2万元相当是手续费和利
息遥 信用贷款收取利息可以袁但是
收取手续费就不合法了遥

一位银行人士算了一笔账院
每个月利息是 1.9%袁折成年利息是
22.8%遥 根据相关规定袁属于合法贷
款遥 袁先生的信用贷款问题出在 2
万元的手续费袁如加上利息袁实际
年化远远超出 24%袁那就超出了法
律保护范畴遥

海南京园律师事务所何律师
表示袁袁先生可以按实际收到的贷
款 4万元还本付息就行了袁超过的
可以不还遥 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
超过年利率 24%袁出借人请求借款
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袁人
民法院一般会支持遥

记者电话采访了主管国土的
旧州镇周副镇长遥 他告诉记者袁村
民反映这个问题后袁镇政府立即展
开调查遥 调查结果显示袁雅秀村委
会干部和坡秀村民小组干部尧若干
村民小组干部对这一问题不知情袁
是这名老板私下和村民签定协议
租赁土地遥 目前从现场情况来看袁
已经改变了土地性质袁镇政府已经
安排城管中队到现场调查袁并下达

了整改通知书遥
对于老板是谁袁周副镇长表示

并不清楚遥
据旧州镇城管中队一队员说袁

他们是 5 月 9 日赶到现场进行调
查的袁已下达了责令停止违法渊章冤
行为和整改通知书遥 该队员表示袁
下一步袁如果那位租赁土地的老板
继续改变土地性质袁他们会一查到
底遥

围起农用地 建起墓地来
旧州镇政府回应院项目已叫停并责令整改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李
兴民 摄影报道冤四个月前袁一老板和五六名群
众签下协议袁将琼山区旧州镇雅秀村委会坡秀
村民小组和若干村民小组 20亩集体土地租下
来后袁修建围墙袁准备建设墓地遥村民将这一问
题向 12345政府服务热线和旧州镇政府反映袁
引起旧州镇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袁立即安排城
管中队到现场进行制止袁 并下达了整改通知
书遥

村民反映：
有人在村里的农业用地上准备建墓地

旧州镇雅秀村委会坡秀村民
小组组长黄广林说袁 四个月前袁有
一个老板和五六户村民签定协议袁
将坡秀村民小组的 19亩集体土地
转包给另外一个老板袁这个老板姓
啥袁村民小组的干部并不知道遥 当
时袁村民看到在修建围墙袁大家也
没有子在意袁 以为要搞设施农业遥
在一周前袁村民们发现又拉来砖头
和石子袁后来一问施工工人袁才知
道这个老板准备在这里建墓地遥

村民们听到这个消息后袁 找村
民小组的干部和村委会干部反映袁
但是村干部也不了解实情袁便将情
况反映给 12345政府热线和旧州镇
政府遥

若干村民小组的一名干部说袁
这个老板租赁了他们的 1亩土地袁
这些土地都是农业用地袁过去村民
用来种植地瓜尧花生等农作物遥 对
于这个老板袁他们并不知道遥

记者调查：
疑似墓地已现轮廓 建设者何人成谜

商报记者接到村民投诉后袁来
到现场遥 记者注意到袁这片地位于
琼山区旧州镇雅秀村委会坡秀村
民小组村西的麻生园地块上袁又紧
邻云定渊云龙-定安冤公路旁遥

在这片疑似墓地上袁记者看到
用砖头垒出的一个又一个的条形
格子袁2米长 1米宽袁 一排又一排袁
十分整齐曰在排与排之间袁又用灰

渣和石子铺了简易路面袁四周又栽
种了柏树遥环视四周袁错落有序遥在
四周袁记者还看到一株株五六十厘
米的柏树袁看上去郁郁葱葱遥

虽然目前老板还没有大兴土
木袁 但记者一看现场作业的情况袁
就能清晰地看出来袁下一步老板只
要动工袁工人们只需按部就班施工
就会很快成形遥

本金 院100000 元衣24
个月=4167元

利 息 院100000 元 伊
0.015%=1500元
每月应还院 本金 4167

元+利息 1500元=5667元
最终还款金额 院5667

元伊24个月=136008元
渊就是每月按时还款袁不

逾期袁 不提前还款的情况下
就是这个数字袁就是合同上的
最终数字袁当然借款人可以提
前一次性还清袁 不过要付一
定的违约金袁违约金并不高袁
要比分期月供划算很多冤

于是袁 他就跟信贷公司 野理
论冶袁 信贷公司却说由于贷款是由
第三方提供袁他们还要收取一定的
手续费袁所以要按合同金额来计算
利息和本金遥

袁先生抗议道院野这明显是不
合理的袁 这样和高利贷有什么区
别钥 而且当时签订合同时袁信贷公
司也没有明确说明是要按近 6 万

元还款遥 冶
对此袁上海某商务公司海口一

分公司相关负责人辜女士说袁他们
的信贷公司只是一个平台袁实际发
放贷款的是第三方公司袁由于第三
方公司出资放贷袁他们要收取一定
的服务费袁所以合同上显示出袁先
生的贷款金额就是包含第三方公
司的服务费和利息遥

信用贷款
还款金额怎么算？

如院
贷款金额院10万元
分 24期还清
月利息 1.5分 部门回应：

土地协议为私下签订 已叫停责令整改

截稿时袁那位租赁土地尧不愿
透露姓名的老板回复记者袁被租用
的 20亩土地原为荒地袁 为坡秀村
个人所有袁属野土地回老家情况冶袁
土地不属于村集体而是属于个人袁
个人有所有权及处置权袁且该土地
距离村庄较远袁并不影响村庄遥 该
事项主要是为了解决征地迁坟历

史遗留问题袁不存在个人或企业经
营获利的情况遥 另外袁在租用该 20
亩地块时袁已明确和土地所有人说
明袁租用该地块是用于解决政府征
地遗留问题尧搬迁被征收土地地上
原有坟墓的遥

到底情况如何袁商报将继续跟
踪报道遥

神秘老板：
建墓地是为了解决征地迁坟遗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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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袁先生向商报记者反映袁去年
11月份袁他手头紧张时袁接到一个
信用贷款的电话袁为了缓解资金的
短缺袁他就找到这家信用贷款公司
的办公室去办理贷款遥
当他上门时袁业务员非常热情

地向他介绍信用贷款的相关事项遥
经过双方对接后袁他决定贷款 4万
元袁还款时间为 36个月袁月利息一
分九渊每月利息近 800元冤遥 但双方
在签订合同时袁袁先生发现他贷款
的金额是 4万元袁可是信贷公司在
合同上写的贷款金额却是近 6万
元遥 当时袁先生由于用钱心切袁尽
管对合同上的贷款金额抱有疑问袁

他还是签了字袁而
且签完合同之后袁
信贷公司也没有把
合同给他遥 之后袁信贷
公司就把 4 万元打到
他的银行卡上 遥

拿到急需的 4万元后袁袁先生
每月按约定本息还款袁 一直还了 9
个月遥 今年 8月份袁他渡过了难关袁
手头也有钱了袁决定一次性还清贷
款遥 可是袁信贷公司算出的账却吓
他一跳院竟然还要还 4.6万元浴他大
吃一惊袁野当时只借 4万元袁 还了 9
个月之后竟然还有 4.6万元袁 怎么
会越还越多了钥 冶

贷款4万，合同金额却是近6万
还了9个月，竟然还剩下4.6万

市民
质疑

合同上的贷款金额就是包含
第三方公司的服务费和利息

公司
回应

办理信贷要收手续费和利息
提到手续费 业务员就绕弯子

记者
调查

信用贷款收取手续费不合法
按实收的贷款还本付息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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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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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月要还多少钱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