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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永涛

作为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和风
险控制的重要环节，催收行业近年
扩容迅猛。

一方面， 银行信用卡不良欠款、
网贷违约频发， 促使催收市场火爆；
另一方面，在合法合规越来越重要的
今天，催收如何突破固化体制，用技
术手段提升催收效率，成为行业转型
的关键。

6月5日，在长沙举行的“债权
自救与债务人个人信息保护法律
问题”研讨会上，催收行业的价值
重构，成为关注的热点。催收行业
如何走出“劳动密集型”，插上金融
科技的翅膀？看似“边缘”的催收，
如何走向阳光化规范化？

现状：扩容迅猛，良莠不齐
“一天内，会给同一个欠款客

户打10个电话，反复提醒，如果不
接或挂断，会给他的亲人朋友打。”
长沙一家催收公司人员透露，他们
有一整套“话术”，应对“欠债”客户
的各种推诿拒绝。

催收业的大规模兴起，源于银
行信用卡的普及。

面对大量逾期坏账，银行等机
构如果诉诸诉讼，成本高、周期长，
遂将坏账委托第三方催收机构，并
以部分回款金额作为委托费用。

伴随不良资产的增长，是催收
主体的多元化。 记者走访获悉，长
沙地区规模超过300人、 较正规的
大型催收公司就有10余家，员工数
十人的公司更多。

长期关注催收行业的中南大
学金融创新研究中心主任饶育蕾
表示，银行对催债公司的合作条件
较为严苛，如，事先明确惩罚标准，
如有违法、违规催收，小到罚款停
单，大到终止合作。

然而，在互联网赋能下，大量
无业者、蓝领工人、在校学生等成
为消费金融、现金贷、网贷客户，并
成为被催收对象。

由此，在正规军之外，大批网
络催收公司、行走在灰色地带的催
收机构出现，使得催收行业良莠不
齐。

变革：龙头崛起，示范引领
统计显示， 截至2017年末，我

国仅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就达
1.71万亿元。 如此规模的不良资
产，为催收行业带来巨大机遇。

2015年，上海一诺银华递交登
陆新三板申请书，试图打造“催收
第一股”，备受瞩目。其公开转让说
明书显示，公司的催收服务主要通
过电话提醒、 上门外访等方式展
开；催讨过程形成完整记录留底。

合法合规， 是银行等金融机构
对催收公司的基本要求。 诸如一诺
银华、 人人催等大型催收公司逐步
占据行业的上端，形成示范效应。

在长沙，湖南永雄资产管理集
团后来居上。前身为一家律师事务
所的永雄集团成立于2014年，拥有
近万员工，聚焦信用卡逾期、个人
不良消费贷款催收， 相继与平安、
中信、浦发、招行等多家金融机构
合作。

“我们致力为催收行业注入正
能量。”永雄集团董事长谭曼透露，
目前该公司来自银行等金融机构
的总委托业务金额逾200亿元，已
成为国内催收行业的“独角兽”公
司。

“依法合规是催收行业稳健快
速发展的前提。” 总部位于深圳的
巅峰金融长沙分公司总经理刘超
凡坦言， 进入湖南市场仅半年，来
自金融机构的总委托业务已超过
30亿元。

转型：科技发力，智能升级
“X先生，您在XX消费金融公司

借款消费的1000元已逾期，请尽快归
还，以免影响征信……”打出这个催
款电话的，可能是一个智能机器人。

目前，国内一批催收公司借力
金融科技，加速转型。

快催收创始人王晓婷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催收面临越来越严
格规范的发展趋势，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金融科技的应用，使催收效
率大为提升。

她认为，未来，标准化催收业
务将包括前端机器人的语音外呼、
批量短信，后端的信息修复、批量
诉讼等等。

永雄集团则与杭州排列科技
有限公司携手，共同打造国内首个
民营智能催收平台，将在大数据深
度挖掘和建模、 自动失联修复、精
细用户画像、智能催收、区块链技
术等方面实现突破。

按永雄集团董事长谭曼的设
想，未来其80%的人工作业有望被

人工智能取代。

呼吁：完善立法，规范发展
为规范信用卡催收业务，银监

会2011年初发文明确“禁止暴力等
不当催收”。

今年3月，《互联网金融逾期债
务催收自律公约（试行）》出炉，填
补了互联网金融逾期催收机制的
空白。

尽管如此，在征信系统、信用
法律尚未构建完备下，债务催收需
要修复债务人信息，而获取公民个
人信息的途径手段受到严格限制，
稍有不慎容易产生法律风险。

“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获取恶意
逃债的债务人的个人信息，具有实质
合理性。在公权力救济受阻、来不及
或不经济的条件下，应允许债权人在
适当性原则的限制下获取债务人个
人信息以实现债权。”日前，在长沙举
行的“债权自救与债务人个人信息保
护法律问题”研讨会上，武汉大学法
学院陈金林博士呼吁加快相关立法
工作。

湖南一家催收公司负责人称，
如果不能有效解决催收过程中的
信息修复和催收谈判的法律风险，
委案量越大，回款越多，可能意味
着企业的法律风险越大。

目前，我国尚未颁布统一的个
人信息保护法，没有关于个人信息
合法获取与使用的一般性规定。

“一旦相关法规得以完善，催
收市场必将加快阳光化规范化进
程。” 湘潭大学信用风险管理学院
副院长王锐说。

催收，如何更阳光更规范
经济视野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刘平 李平

6月7日， 记者走进永兴县公安局
法制大队原副大队长、受立案管理中心
原主任刘建春办公室，看到室内十分整
洁，办公桌上的东西井然有序，电脑旁
摆着警务工作牌，旁边还有一摞法律专
业书籍。

刘建春已经走了，但同事们想把他
生前用品再放一放。

因过度劳累，5月7日， 刘建春在案
情分析会上突发脑出血， 经抢救无效，
不幸于5月28日去世，年仅45岁。

刘建春大学毕业后从警23年，曾
先后在刑侦、治安、派出所、法制大队等
部门工作， 荣立二等功1次、 三等功2
次。

咬牙坚持，讲完审讯提纲
5月7日上午， 永兴县公安局召开

案情分析例会。 10时许， 正布置主要
嫌疑人审讯提纲的刘建春忽然感到不
适， 头冒虚汗， 脸色发白， 但他咬紧
牙关， 坚持讲完了他的审讯思路。 过
了一会， 刘建春开始手脚抽搐、 呕吐，
继而晕倒在地。 同事们一阵惊慌， 立
即将他送往当地医院抢救， 被诊断为
脑丘出血。 由于病情严重， 当天， 刘
建春被转入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心
医院ICU病房。

他这一去，再也没有回来。
刘建春此次参与侦办的案件是公

安部督办的一类新型案件。作为专案资
料组组长， 刘建春查阅了大量法律条
款，为案件侦办提供法律支持。 今年4
月27日，从广东、黑龙江等地抓回21名
犯罪嫌疑人后， 专案组的工作更忙了，
每天工作例会上，大家都会等着刘建春
发言，下一步该怎么办？ 明天的审讯从
哪入手，从谁开始？

“整个案件从案情分析到审讯提
纲，他写了厚厚一本。 发病前一天是周
日，他还在家写了30多页审讯提纲。 ”
专案组成员谭文斌看着一沓刘建春留
下的手稿，眼眶泛红。

勤钻业务，同事称他“神探”
业务精通、专业过硬，是刘建春不

懈的追求。永兴县公安局法制大队教导
员曹碧莲说：“刘建春业务水平高，他就
像一本教科书一样。”对法律把握精准，
同事们称刘建春为“神探”。

根据大队分工，刘建春负责对接县
公安局经侦大队、刑侦大队、湘阴渡派
出所和油市派出所，这4个队、所发案
量相对较大。 刘建春勤钻业务，以确保
案件侦办质量。

2015年，在办理“1·10”特大非法
经营案中，由于所有交易均通过互联网
进行，为案件取证带来很大困难。 刘建
春虚心请教期货、计算机专家，研究非
法期货交易的模式和特点，指导专案组
民警固定犯罪证据。 最终，抓获犯罪嫌
疑人10人， 查明涉案资金7.92亿元，冻
结追缴非法所得1.5亿元。

刘建春运用所学专业知识，既严厉
打击违法犯罪，也尽可能保护嫌疑人的
合法权益，追求法律公平正义。

不怕“吃亏”，办案冲在前头
刘建春曾先后在刑侦、治安、派出

所等部门工作过。 不管在哪个部门，他
总是充满热情，不怕“吃亏”，勤勤恳恳
工作。

同事谭文斌记得，2009年除夕，县
公安局治安大队接到线索：一起假烟案
犯罪嫌疑人可能藏匿在福建宁德。刘建
春带领民警赶往福建， 在当地住小旅
社、吃泡面，蹲守3天，终于将嫌疑人抓
回。

2012年11月，永兴县某镇发生一起
恶性杀人案。 破案中， 为了寻找死者尸
体， 当时担任派出所所长的刘建春在恶
臭无比的垃圾堆里翻扒一个多小时。 同
事提出换换手，他却说，这脏活你们年轻
人干不了！ 硬是一个人把尸体扒了出来。

“我刚从事治安工作时， 怎么挖掘
案件线索， 怎么研判， 怎么拓宽思维，
都是他手把手教的。” 永兴县公安局治
安大队民警何政忠说， 刘建春是位好
警哥。

� � � � 湖南日报6月8日讯 （记者 苏莉
通讯员 周彬彬） 为号召全省民营企业
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
带发展战略思想， 省工商联 （总商会）
今天向全省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发出倡
议， 积极参与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
大力推动湖南高质量发展。

倡议书提出， 民营企业是长江经
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积极参
与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 既是新时代
赋予民营企业的使命和责任， 也为民
营企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空间。

为此， 省工商联 （总商会） 倡议
全省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积极投身长江
经济带发展战略。 将生态优先、 绿色
发展的要求落实到民营企业生产全过
程， 加快构建绿色技术创新体系、 绿
色产业体系、 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体系。
以国家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为契
机， 抓住国家战略叠加的历史机遇，

倒逼企业加快转型升级。 积极参与省
委、 省政府创新引领、 开放崛起战略
以及产业项目建设年活动， 以企业自
身的高质量发展为长江经济带绿色发
展注入强劲动力。

倡议书呼吁非公经济人士大力弘
扬优秀企业家精神， 在积极参与打好
打赢三大攻坚战中体现担当， 彰显作
为。 坚持实体经济， 将投资重点聚焦
到生态保护、 环境治理和绿色发展上
来。 积极参与打好长江生态保护修护
为重点的污染防治攻坚战， 主动自觉
配合长江岸线专项整治， 共同筑牢
“一湖三山四水” 生态屏障。 参与推进
乡村振兴战略， 积极投身“万企帮万
村” 精准扶贫行动， 合理利用贫困地
区生态资源， 大力发展生态旅游、 特
色林产业、 特色种养业等生态产业，
带动贫困人口就业创业、 增收脱贫，
实现脱贫攻坚与绿色发展“双赢”。

� � � �湖南日报6月8日讯 （记者 邹靖方 ）
今天， 在全省职工“中国梦 劳动
美———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主题
演讲比赛总决赛现场， 20支市 （州）
总工会、 产业 （行业） 工会代表队的

38名选手进行
激烈角逐。 选
手用饱含深情
的演讲， 描绘
出劳动创造美
的感人场面 ，
展示了广大职
工“唱响主旋
律， 共铸中国
梦” 的精神风
貌。 最终郭炫
泽、 燕翔、 冯

新宇获一等奖。
“举办这次全省大规模演讲比赛，

就是要进一步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进企业、 进车间、 进班组， 使学习宣
传工作往实里走、 往深里走、 往心里
走。” 省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比赛中， 选手从自身出发， 从身
边人、 身边事说起， 把个人梦、 单位
梦与中国梦紧密联系在一起， 生动展
现湖南职工的新时代风采。 一个个感
人的故事、 一张张鲜活而富冲击力的
照片， 叩击着人们的心扉。 观众王芳
激动地说， 以身边人讲身边事， 身边
事教身边人， 更能在职工心中产生共
鸣， 更能凝聚起广大职工的智慧和力
量， 为实现“中国梦” 作出更大贡
献。

他倒在案情分析会上
———追记永兴县公安局法制大队原副大队长刘建春

省工商联向全省非公人士发出倡议
积极参与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

省总工会开展主题演讲比赛
唱响主旋律 共铸中国梦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宋玉成

6月5日至6日，江苏大丰麋鹿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麋鹿研究所所
长解生彬一行5人，乘火车，转汽
车，坐渔船，深入洞庭湖，探寻远
嫁的“儿女”。 他们急切地想知道：
16头来自黄海之滨的麋鹿， 在洞
庭湖过得还好吗？ 会不会水土不
服？ 有没有顺利地完成它们的“使
命”呢？

麋鹿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 1996年、 1998年， 长江流域
发生大洪水， 生活在湖北石首天
鹅洲麋鹿保护区的几头勇敢的麋
鹿在高洪中渡过长江， 进入湖南
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并
逐渐自然野化， 在洞庭湖繁衍生
息。 经过20年的发展， 麋鹿数量
已达150头， 成为全国最大的没
有人工干预的野生麋鹿种群。

为了巩固和扩大我国麋鹿保
护的成果， 减少洞庭湖麋鹿近亲
繁殖， 防止种群退化， 2016年3
月3日， 在国家林业局的支持下，
湖南省林业厅从江苏大丰麋鹿保
护区引进16头麋鹿放归东洞庭湖
自然保护区， 使其逐步实现纯野
生生活状态， 自然繁衍野生种
群。

为何要从大丰引入麋鹿？ 东
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工
程师姚毅告诉记者， 英国乌邦
寺是目前世界上所有麋鹿的拯
救地， 最后的18头麋鹿曾栖息
于此， 近亲繁殖不可避免， 导致
遗传多样性低； 大丰麋鹿种群
和洞庭湖麋鹿种群有至少30年
独立发展史， 故两个种群之间

个体交流是提升麋鹿遗传多样
性的最好途径。

大丰麋鹿在洞庭湖的放归，
牵动着无数人的心。 转眼2年过
去，这些客人生活得怎样？ 姚毅介
绍，2016年11月11日，在“光棍节”
这天， 来自大丰的部分麋鹿耐不
住寂寞， 终于从君山后湖向南迁
移，去寻找他们的同伴。

2017年2月21日至24日，滞留
在君山后湖的麋鹿也向西去寻找
伴侣， 与栖息于注滋河区域的麋

鹿合群。
2017年5月至7月， 东洞庭湖

保护区工作人员在野外监测中，
观察到两个种群个体之间嬉戏、
争斗和交配的场景。 至此，来自江
苏大丰的麋鹿与洞庭湖麋鹿完美
结合。 姚毅透露，正常年份一头雌
鹿只产一胎，每胎一头；受洞庭湖
洪水威胁，幼仔成活率50%左右；
原有麋鹿种群年增长率接近
10%。

顶着烈日，乘着小船，解生彬

一行下洞庭湖，使出“长枪短炮”
和无人机，全方位、立体探寻麋鹿
踪迹。

功夫不负有心人。 解生彬等
人终于在注滋河口找到“亲人”：
麋鹿戴着颈环，还带着幼仔呢。

由于受到无人机干扰， 麋鹿
跑向芦苇荡深处。 解生彬轻声呼
唤着：麋鹿，你别跑啊，你娘家人
来看你了！ 他颇感欣慰的是，大丰
麋鹿与东洞庭湖麋鹿合群后，完
全适应了洞庭湖的环境。

大丰麋鹿，你娘家人来看你了

� � � � 2017年5月10日，华容县注滋河口，大丰麋鹿野放洞庭湖后，融入本地麋鹿群。（资料照片） 姚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