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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哥成了“失信人”？
原来是他身份证被人拿去贷了款 对方却至今未还钱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宁田甜 文图

开封农民姚现力
的孩子在郑州住院时，
省医的护士长念其家
庭贫困，给他垫付了
1000元医药费，助其
渡过了难关。为了感
谢感恩护士长的帮助，
姚现力赶在过年之前，
卖掉了家里的农产品，
专程奔波百公里赶到
郑州，将钱归还。

2018年2月初，这
一河南农民身上发生
的故事经大河报独家
报道后曾感动全国。
当年，大河报以《河南
农民奔波百公里还“救
命钱”火了，他说：人
穷，志不短》等为题连
续报道此事。

如今，被网友称为
河南“诚信哥”的姚现
力却被列入“失信自然
人”名单，他仅有的两
张卡（低保卡和社保
卡）也被当地法院冻结
了，原因竟是他名下有
债未还。记者调查发
现，原来，他为帮助急
用钱的本家哥哥，将自
己的身份证借给其拿
去贷款，结果至今未还
钱。

[事件]
河南“诚信哥”
被列入“失信自然人”名单

12月23日，姚现力向大
河报和大河客户端反映，马上
快过年了，他前几天发现，他
仅有的两张卡（社保卡和低保
卡）都被当地法院冻结，卡上

共计1.7万元。他本人也于
2019年7月1日被开封杞县
法院列入“失信自然人”，成了

“失信被执行人”。
他回忆，很早以前，他本

家一个哥急用钱，说要拿他身
份证去贷款，他出于好心，借
出了身份证。这个本家哥又
将3万元贷款转给了邻村一
个同乡，可是这个同乡却一直
没还钱。

“近十年了，一直没还。
是在杞县农行贷的款。”姚现
力说。发现这一情况后，姚现
力催促他本家哥还钱。

[感叹]
今后一定会
保护好个人身份信息

12月23日，姚现力向记
者表示，对于被列入“失信自
然人”名单，他很惭愧，不知
该如何是好。他万万没想
到，自己的一片好心，会给自
己带来欠债不还的恶名。

他说，通过这件事，他以
后会多留个心眼，身份证等
个人证件和个人信息等万万
不能再随便借给别人使用
了。

[法院]

若履行完还款义务将会
撤销失信信息

12月24日上午，杞县人
民法院给记者发来一份“关
于当事人姚现力被列为失信
被执行人的情况说明”。

说明中显示具体情况
是，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杞县支行申请执行姚现
力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杞县
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1月 12
日立案执行，涉案标总额为
30275元。

立案后，杞县人民法院

依法向被执行人姚现力发送
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产令。
经执行法官释法明理，被执
行人姚现力具有《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第一
条第一项规定中“有履行能
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义务的”情形。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
息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一
项的规定，决定如下：将姚
现力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2019年 7月 1日，杞县
人民法院将姚现力列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限制高消
费。如果被执行人将法定义
务履行完毕，该院将及时把
失信信息撤销、限高信息进
行屏蔽。

对此，杞县人民法院相
关负责人说，他多方询问了
该院庭审法官、案件执行法
官等相关人员，情况是以姚
现力名义贷款有 3万多元，
而他本人担保的贷款有3万
多元。农行杞县支行起诉
后，姚现力本人没有到场，
但判决书发放到了他本人手
中，他是签字知情的，但却
一直没有履行法定义务。至
于当时以他名义贷款时，究
竟是不是他本人出面贷款或
者担保，这个情况他不掌
握，一切还要以判决书为
准。

[调查]
当事人真的拒不履行法
定义务？

12月24日，在杞县人民
法院提供的有关姚现力、李
某、刘某等 3人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判决书上（2018
年 9 月 17 日的河南省杞县
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显
示，原告诉称，被告李某于
2010 年 2月 10日在原告处
借款3万元，到期日为2013
年 2月9日，被告姚现力、李
某对此笔借款承担连带保证
责任。此笔借款到期后，经
原告多次催要，该笔借款本
金3万元及相应利息至今未
还。

而法院经审理查明，当
年是被告李某向杞县支行借
款 3万元，贷款交易类型为
自助循环贷款放款，被告姚
现力和刘某系该笔借款的保
证人。

该案被告经合法传唤无
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
法院依法缺席审判，现已审
理终结。

昨日，姚现力称，12 月
22 日晚，他曾被告知，用钱
的同乡已联系上，可能三四
天之内会还钱。尤其经大河
客户端报道后，欠钱方更是
回复称，正抓紧凑钱还上。

杞县法院目前已将姚现力列入失信自然人

《交近万元钱，能轻松报考名校本科？》追踪

涉事公司涉嫌违规经营
郑州市相关部门已介入调查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宁田甜

12月22日、23日，大河报·大河客户端以
《交近万元钱，能轻松报考名校本科？》等为题，对
深圳市升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下称
“升学教育”郑州分公司）在网上宣称，“入门零门
槛，可轻松报考985/211名校本科，通过几率为
95%”以及该公司的学员曾投诉其报名费还能
分期付，学员提交了身份信息，对方便在未告知
的情况下莫名给学员在网上贷款的报道。

日前记者从郑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和教育部
门获悉，“升学教育”郑州分公司涉嫌违规经营。
目前，郑州市相关部门已介入调查。

调查1：
报名学员被莫名贷款遭
遇网贷APP催债

12月23日，记者调查发
现，“升学教育”郑州分公司
在深圳总部的投诉就不止一
例。还有人发起集体投诉
称，深圳总公司存在虚假宣
传的招生套路曝光，霸王条
款拒不退费等。

“该公司称学费可以分
期交首付，之后却被莫名贷
款。后来网上贷款APP就催
我个人还款。”有学员在某投
诉平台上称。投诉该公司
的，还有不少网友。其中一
网友投诉称，要求“升学教
育”退款、赔偿道歉、作出处
罚，改善服务，修改宣传内容
等。关于此事，“升学教育”
曾在黑猫投诉平台回复：“已
退费 申请结案。”

调查2：
全国客服电话
不服务河南郑州

记者拨打该公司的客
服电话，语音只提示广东、福
建、上海、新疆等地可以直接
联系，其余地区按5，而按后
又语音提示杭州、西安、成
都、南京、重庆等地可直接按
数字键联系，其中并无河南
郑州分公司的联系方式。

随后，记者又拨打了“升
学教育”另一个全国客服电
话，该电话和其网站上所留
全国客服电话并不一致。而
拨打过去，语音提示仍和网
站上公布的客服电话一样，
无法联系到郑州分公司。

总公司负责人称：
总公司有办学资质

12月23日下午，一自称
“升学教育”深圳总公司舆情
负责人和法务的刘（音）女士
联系记者表示，深圳总公司
是有办学许可资质的，正在
走流程，以向记者出示。并
称，“我们坚持郑州分公司是

以总公司的名义对外承接业
务，所有相关协议以及履约
的主体都是总公司”。

律师：
郑州分公司也应
取得办学许可

对此，河南英泰律师事务
所律师赵钰涛说，我国《民办
教育促进法》第12条规定，举
办实施学历教育、学前教育、
自学考试助学及其他文化教
育的民办学校，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按照国
家规定的权限审批。

因此，“升学教育”深圳
总公司应当取得办学许可才
能进行相应的教育培训业
务。郑州分公司作为市场主
体，在郑州开展业务，也应该
取得相应的办学许可。未取
得相应资质，从事相关教育
培训业务，教育行政主管部
门可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其
进行行政处罚。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可对超越营业范围的
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查处。

进展：
教育、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均称此公司涉嫌违规，相
关部门已介入调查

12月23日，记者就此事
咨询了郑州市二七区教体局
行政审批服务科。相关负责
人说，这种机构往往以公司
性质出现，一般在网上活动，
虚拟性强，一旦消失很难监
管。因为工商登记注册很容
易，会有一些皮包公司。遇
到这些机构，还是建议消费
者擦亮眼睛。

对此，该公司所属的郑
州市二七区淮河路市场监督
管理所相关人员表示，登记
注册的经营范围“教育咨询”
后边是要求注明“不含培训
及办班”的，而该公司这一经
营范围如果没有注明且在网
上招生，涉嫌违规，该所将介
入调查处理，“你记住，教育
咨询并非教育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