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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得意须尽欢？

莫使信用掏成空！

证券时报记者 罗克关

实习生 肖婷婷

综合观察

，

其实在反催收联盟中

，

互

相拉扯的一共有三方

，

即借款人

、

借贷平

台和催收机构

。

其中不少冲突和对立直接

发生在借款人和催收机构

（

借款人称之为

“

催狗

”）

间

，

这也难怪不少业内专家在分

析时

，

都提出希望推进催收行业的合规化

、

合法化

。

似乎在我们传统观念中

，

催收这一行

业和传统的讨债公司别无二致

，

因此它的

职业进入门槛可以不高

，

大家也不需要对

他们太客气

。

只要到网上简单搜索一下

，

就

会出现大量有关催收员的负面信息

，

偏见

由此产生

，

进而带来对一些合规合法催收

行为的误伤

。

反催收联盟的频频动作对金融体系的

危害不言而喻

，

不仅会破坏金融秩序

，

长此

以往更会助长债务人以躲避催收拒不还款

为荣的社会风气

，

影响社会稳定

。

在疫情的刺激之下

，

反催收联盟死灰

复燃

，

逐渐受到社会舆论的关注

，

但它从不

曾消失

，

这一人群也一直存在

。

反催收联盟的主力军是

“

90

后

”，

这是

消费能力和实际财力极度撕扯分离的一大

群体

。

面对层出不穷的信贷消费刺激

，

他们

成为了迷途的羔羊

。

以至于有网友在群里自嘲

：

年轻人就

是羊

，

看着网上各种炫目多彩的生活

，

可惜

那不属于你

。

毕业工资三四千

，

房租就要一

千多

。

想发财

？

网赌

、

彩票

、

股市

、

期货

、

P2P

、

区块链

，

每一个都是吃肉的狼

，

一步走错就

是万劫不复

。

在受到超前消费意识灌输之下

，“

人生

得意须尽欢

”

成为一些人的人生信条

。

借钱

门槛越来越低

，

加上满地遍布的贷款陷阱

，

从

“

月光族

”

到

“

负翁

”

似乎也只是

“

眼睛一

睁一闭

”

的功夫

。

花花世界

，

哪一代不曾有过诱惑和挣

扎

，

与其一味地怨天尤人

，

指责社会挖太多

的坑来收割一拨一拨的后浪韭菜

，

倒不如

树立与诱惑相匹配的消费意识

。

顾名思义

，

信贷二字贷的就是信用

，

以预支信用作为

代价妄想

“

空手套白狼

”，

日后的苦果也只

能由自己来尝

。

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为反催

收联盟的死灰复燃提供了土壤。

疫情暴发以来，央行、银保监会等多部门

陆续出台多项举措强化金融支持疫情防控，

为在疫情期间受影响的人员给予一定政策倾

斜。 原本是国家为照顾特殊人群出台的暖心

福利政策，却被一些“反催收中介” 钻空子，

出现大量恶意逾期逃债的现象。

凭“本事” 借的钱不用还？ 反催收联盟死灰复燃

一些催收人员甚至反水加盟反催收，利用客户不了解金融机构的相关规定，帮助其逃债并获利

证券时报记者 罗克关

实习生 肖婷婷

“早上八点，马上金融的电话准时

打进来！ 接着是美团、

360

借条、好分

期……一天少说五十个电话， 一边对

骂，一边跑客户，真是充满激情……”

在一个小贷逾期上岸交流群里， 刘力

（化名）描述自己被催收的状态。

“原本只是想着短期过渡一阵子，

现在没想到拆了东墙补西墙， 已经欠

了十几家平台了。 ”刘力说。

反催收联盟并非近期新出现的产

物。“如果说之前可能是还款意愿的问

题， 那疫情后没有还款能力的人上升

了，这个人群在比重上发生了变化。 ”

全民信用管理公司联合创始人罗京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抱团取暖

反暴力催收大旗被高举

一场疫情，打乱了大家的生活节奏。

“原本借了

6

万元做生意，因为疫

情全赔，现在连本带利要还

12

万。 我

感觉快活不下去了！”钟灵（化名）在交

流群内哭诉。

钟灵加入反催收联盟并非是为了

获得减息或免息的“特权”，只是想进来

找同伴倾诉一下，寻找心理的安慰。“签

合同的时候人家客服就告诉你利息本

金该还多少， 结果用钱的时候一时爽，

用完了不还肯定不行啊。 ”钟灵说。

但并非所有的成员认可她的观

点：“高利贷国家都不支持， 你要还是

你自己的事哦！ ”

苏宁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薛洪言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反催收联盟在疫

情期间再度成为焦点，根本原因还是在

于疫情期间借款人现金流压力普遍变

大，很多借款人面临个人征信受损的恐

惧，难免慌不择路，这为反催收联盟的

死灰复燃提供了土壤。 当然，也有一些

借款人现金流没有问题，故意搭金融抗

疫政策的便车，寄希望于通过反催收技

巧达到减息甚至免息的目的。

这一高举反催收大旗联盟的逻辑

链条是———“因为金融机构暴力催收，

所以我反催收。 ”乍一听觉得合理，其

实仔细分析却是漏洞百出。

不良资产催收外包产业联盟秘

书长王晖分析， 关于暴力催收的问

题，首先需要了解正规的第三方委外

催收公司和讨债公司的区别。 正规的

金融机构，对催收环节的操作、对委

外催收人员的要求都很高。 因为现在

对个人隐私的保护也比较严格，违规

的代价很大。 暴力，也可能只是一种

说法或借口。

“自从

2019

年大力整顿后，暴力催

收现在实际已经不存在了。没人敢暴力

催收，骂人一般都不敢。 上门见面的极

少，上门了也不可能暴力。 ”罗京认为。

记者观察到，群内成员所说的“暴

力催收”更多集中在“爆通讯录”这一

行为上。因为用户想要申请网贷，大都

需要授权手机的权限， 包括运营商认

证信息、通话记录、短信、通讯录、地理

位置等，如果你不同意授权，那么将无

法使用这个

APP

。

在授权访问通讯录的情况下，逾

期人员受“爆通讯录”的恐惧笼罩着，

既怕又没有办法。 “我自己的事情，打

扰我就算了， 骚扰我身边的人也太过

分了。 逾期的时候我把紧急联系人全

部改了，通讯录全部删了，不知道有没

有爆我的通讯录。”林一（化名）在群内

表示。

在反催收交流群内， 成员与第三

方委外催收机构之间火药味十足，水

火不容。 从群内的代称就能窥见一斑：

成员将其称之为“催狗”，甚至有

QQ

群

索性将名字改为“反催狗”，公然宣战。

据记者观察，在一些招聘网站上，

除一些大型银行外， 第三方委外催收

机构对于催收员的招聘要求仅设在高

中学历， 在职位的硬性指标上几乎没

有特别要求。

消费借贷在中国起步于

20

世纪

80

年代前后， 其后顺应金融市场日益

开放和互联网金融迅速兴起的趋势，中

国消费信贷市场规模不断地加速扩张。

2017

年是互联网贷款业务的分

水岭。 当年

12

月，互联网金融风险整

治办和

P2P

网络借贷风险整治办联

合发布了《关于规范整顿“现金贷”业

务的通知》（简称“

141

号文”），严格约

束

P2P

企业的多项出借行为。 此后，

P2P

开始被逐步清退， 网络小贷公司

牌照也被停止发放。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是我们从

小深信不疑的常识。 但《债

:

第一个

5000

年》的作者大卫·格雷伯却认为，

如果不论多么愚蠢的贷款都能获得偿

还（例如不存在破产法），那么结果将

是毁灭性的， 还有什么理由阻止债权

人借出愚蠢的贷款呢？由此可见，金融

机构在授信方面的把控不严， 也是不

良贷款规模扩大的重要因素。

“

xxx

（某网贷平台）天天给我发额

度，就像是个毒瘤，这几个月烦死人。如

果它不给我发额度的话可能我早就上

岸了吧！ ”陈米（化名）在群内抱怨道。

据专业人士介绍， 在互联网金融

领域依旧存在非法放贷的现象， 由此

导致这些反催收联盟更加有恃无恐。

其实反催收主要反对的是互联网金融

领域，对于真正有牌照的金融机构，违

约成本很大。

滥用规则

灰色地带盛开野蛮之花

“反催收联盟的兴起，扰乱了催收

行业正常秩序，对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

管理带来很大压力。但这些反催收技巧

更多属于对合法规则的滥用，无论是催

收机构还是金融机构，很难低成本地有

效应对。 ”薛洪言对记者表示。

薛洪言所说的对“合理规则”的滥

用，正是这些年亟需解决的灰色地带！

受疫情的催化， 近期在抖音、快

手、西瓜视频等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

大量讲反催收的账号。 “停息挂账”这

一专业术语，与之对应的是《商业银行

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 第

70

条：

在特殊情况下， 信用卡欠款金额超出

持卡人还款能力、 但持卡人仍有还款

意愿的， 发卡银行可以与持卡人平等

协商，达成个性化分期还款协议，最长

期限不得超过

5

年。

随之产生的另一个专业词汇

是———“还款意愿”。在短视频里，专业

人士指导说：如果是银行信用卡，建议

不要失联， 保证每个账单期有还款记

录，主动和银行协商。如果你实在是代

还和最低的方式都没法还， 就每天还

一块，钱多的时候每个月还个两百，和

银行协商，依据的也是上述规定。

此外，“就算被起诉， 最多按照国

家规定的利息范围内还，超过

36%

还

会退息”，这条指导话语背后对应的是

最高人民法院在 《关于审理民间借贷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中的

规定： 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

率

36%

， 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

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

年利率

36%

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

应予支持。

这也难怪反催收联盟内部流传着

这样一句话：上征信的不敢拖，不上征

信的都是高利贷，能拖就拖。

某业内人士介绍，去年倒闭了一批

催收公司，据说有些催收公司的人员反

水加盟反催收行业，助力这些人应对催

收。这些专业人士入场是让反催收联盟

看起来越发“专业”的一个原因。

王晖介绍， 这些反催收联盟利用

大部分客户不了解金融机构关于息费

规则等的规定， 诱导他们支付一定费

用承诺帮他们去做减免分期等， 并利

用投诉等手段来要挟金融机构和委外

公司进行敲诈，本质上就是骗。

当然，有些指导并非全然正确。反

催收联盟中有人指导， 互联网金融仲

裁在国内是个新型模式， 目前运作得

不是很成熟， 国内的法院很少配合互

联网仲裁， 所以大家收到的仲裁书等

同于白纸。

对这一看法， 中国银行法学研究

会理事肖飒律师表示， 不管是网络仲

裁，还是线下仲裁机关的仲裁，仲裁裁

决的执行均需要通过人民法院完成。

互联网仲裁作出的裁决书是有法律效

力的， 在借款人不履行生效的裁决书

时， 申请执行人可凭该生效裁决书向

被执行人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

强制执行。

围绕反催收还形成一些黑色产业

链。 记者发现，在反催收网上，有各种介

绍反催收技巧的视频。其中在

VIP

专区，

不同等级的会员 （

68

元

-298

元不等）能

享受不同程度的反催收教学服务。

在某宝平台上，“网贷防爆通讯录

拦截”等软件颇受欢迎，价格在

10-30

元不等，这些软件配的文案是：凭自己

借来的钱凭什么要还？ 通讯录里有一

个认识我的，算我输！

在今年

3

·

15

来临之际，

21CN

聚

投诉平台投诉增量暴增， 其中新增

3

万多件待审核的对捷信的投诉， 大部

分投诉问题集中于 “捷信金融利息

高”。 面对借款人整齐划一的投诉话

术，聚投诉做出大幅度的“后退”：此类

不规范投诉一律予以退回， 请投诉人

按要求重新确认并说明后， 才能再次

提交投诉。

薛洪言分析，很多时候，金融机构

之所以对老赖屈服， 担心的是监管投

诉压力和舆论曝光压力。 短期内面对

投诉集中爆发的现象， 在缺乏单个甄

别能力的前提下， 监管机构和舆论媒体

应适当淡化 “投诉等于负面” 的简单逻

辑，不简单传导压力，给金融机构和催收

机构更大的空间。

完善征信

首部民法典禁放高利贷

近日， 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在

介绍今年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工作重点

时提到，深入推进网络借贷专项整治。

记者注意到，今年两会期间，新鲜出

炉的民法典草案更是明确规定， 禁止高

利放贷， 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

规定。

“催收行业要尽快立法为好。但前提

是要有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才行， 在这

个背景之下， 失信违约的成本肯定是越

来越高。 ”罗京对记者说。

据了解，今年全国人大代表、致公党

中央委员、 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邵志清

提交建议尽快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

会信用法》的议案。

肖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催收

其实是金融借贷法律关系逻辑闭环中

的重要一节，催收本身无错，但催收方

式方法容易滋生暴力犯罪、侵犯公民个

人信息等系列问题。 委外催收的金融机

构作为委托人，不仅需要审慎选择接受

委托催收的机构，还需就催收方式方法

进行有效监督。 一旦催收行为引发不良

社会反应或恶性事件，委托人并不能因

为将催收活动已经委外等理由完全置

身事外。 而催收机构本身也应建章立

制，虽说目前催收人员并不像律师一样

有着严格的职业准入，但提升催收人员

素质能力， 提升催收人员的法律知识，

了解催收行为红线等对合法合理催收

具有重要意义。

薛洪言认为，从中长期来看，可通过

完善行业黑灰名单的形式，强化对老赖的

甄别和事后打击， 优化社会诚信体系，对

老赖行为形成更强的威慑力。随着疫情的

结束，借款人现金流普遍缓解，反催收联

盟的热度有望降下来。 对金融机构而言，

当务之急依旧是聚焦业务和风控等核心

能力，不必为短期现象付出太多精力。

一位成功上岸的网友完成了自我救

赎后，在群里留下这样一段话：当代各类

毒鸡汤的灌输， 使得超前消费的行为肆

意盛行， 而当个人经济财物循环出现断

裂的时候，就开始“以贷养贷”、“拆东墙

补西墙”，越陷越深。 各位，先走一步，祝

好运。

（上接A1版）

下午

3

时

35

分，栗战书宣布：中华人

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

次会议闭幕。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结束。

在主席台就座的还有：丁薛祥、刘鹤、

许其亮、孙春兰、李希、李强、李鸿忠、杨洁

篪、杨晓渡、张又侠、陈希、陈全国、陈敏尔、

胡春华、郭声琨、黄坤明、蔡奇、尤权、魏凤

和、王勇、王毅、肖捷、赵克志、周强、张军、

张庆黎、刘奇葆、董建华、万钢、何厚铧、卢

展工、王正伟、马飚、陈晓光、梁振英、夏宝

龙、杨传堂、李斌、巴特尔、汪永清、何立峰、

苏辉、郑建邦、辜胜阻、刘新成、何维、邵鸿、

高云龙，以及中央军委委员李作成、苗华、

张升民等。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 解放军有

关单位、 各人民团体有关负责人列席或旁

听了大会。

外国驻华使节旁听了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