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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身份证翻拍照片存在手机里，方
便随时调用，你是不是也有这种习惯？
如果有，得赶紧改改。近日，南京一市
民手机丢失后，发现银行卡内 5000元被
人转走。原来，小偷利用其存在手机里
的身份证翻拍照片，修改了他的微信支
付密码，从而将和微信绑定的银行卡内
钱款偷走。

手机被盗后银行卡里的钱也
被转走

10月 31日，南京光华路派出所接到
市民朱先生报警，称自己手机被盗后，
又被人从银行卡里转走了 5000元。

原来，朱先生当天把手机落在了车
上，等想起来去寻找时，发现自己车窗
也忘了关，手机已经不翼而飞。当时，
朱先生没有报警，而是去补办了一张
手机卡。可让他没想到的是，刚将新
卡放进另一部手机开机，就收到了银
行客服发来的短信，提示其卡上 5000元
被人转走。这时，朱先生才意识到问题
严重，在将自己的银行账户冻结的同时
报了警。

警方调查发现，朱先生的 5000 元是
被人从微信上转走的。对此，朱先生很
纳闷，自己的微信有支付密码，小偷怎
么会知道呢？

存在手机里的身份证翻拍照
惹祸

民警发现，朱先生的这笔钱通过微
信 转 给 了 一 个 网 名 叫“ 不 羁 的 风 ”的
人。经查，“不羁的风”真实身份为在朱
先 生 家 附 近 某 餐 厅 工 作 的 服 务 员 陈
某。11 月 5 日，警方找到了陈某并将其
带回派出所调查。面对民警，陈某交代
了自己的作案经过。

案发当天，陈某看到朱先生的手
机遗忘在车内，便将手机顺走。打开
手机后，他发现没有锁屏密码，在手机
相册内，陈某看到了朱先生的身份证

翻拍照，于是便打起了朱先生银行卡
的主意。

陈某打开朱先生的微信，选择了忘
记支付密码，然后通过输入朱先生的身
份证号和手机号后，他对支付密码进行
了修改，然后进行转账。

目前，陈某因涉嫌盗窃，被警方刑
拘。

警方提醒

秦淮警方做了一个小范围调查，发
现 20%的被调查市民有在手机里放证件
翻拍照的习惯。在此，警方提醒，使用
智能手机如果有以下习惯一定要改一
改：一是手机没有设置锁屏密码；二是
锁屏密码过于简单；三是手机支付软件
自动登录；四是手机里存有证件照；五
是手机聊天记录存有涉及个人信息的
内容。 （据《现代快报》）

手机丢失 5000元被转走
■ 警方提醒：有这些习惯的，一定要改一改

“大家都无奈。”这是 21世纪经济报
道记者在采访了多位催收员和被催收者
后，听到最多的一句话。

来自成都的催收员王震告诉21世纪
经济报道记者，为了催回一张 40万元的
单子，他和同伴连续 20天蹲守在欠款人
的门口，“每 12小时换一次人，保证 24小
时都有人守着。过不了几天欠款人就会
开始还钱了。”

王震的催收团队一共有 7人，“除了
一位朋友是专业催收公司出身，其余都
是半路出家。我以前是干房地产的，现
在看准了催收这块市场。”王震说。

据银监会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6 年二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
额 14373 亿元，较上季末增加 452 亿元。
而互联网金融行业，因风控远不如传统
金融机构，不良率更高。苏宁消费金融
公司的不良率达 10.37%，且有内部人士
表明一些面向大学生提供分期消费的平
台，不良率超过25%。

不良资产高涨也刺激了催收市场的
火爆，一些催收公司更是直接打出口号：

“共享10万亿的不良资产处置盛宴。”
据 21 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调查发

现，在催收行业蓬勃发展的背后，已出现
从专业团队催收向普通民众参与催收过
渡的现象，人人都可以成“催客”正在演
变为现实。

互联网时代催收员

今年 25岁的罗浩觉得自己有点冤。
原本在成都某婚庆公司上班的他，被前
老板要了借贷宝账户密码后，直到今年3
月被人人催电话催收后，才知道“自己”

逾期了8万元。
罗浩告诉 21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

10月 15日早上，一位自称是某互联网催
收平台经理的人给他打电话，让出去解
决问题。但见面后，他立即被三个高大
的男子带到成华区的一个小茶楼包间，
呆了整整22个小时。

“他们一直逼我打电话借钱，不给钱
不让离开，其间脸上还挨了好几下拳头。”
罗浩说，“后来，他们逼我签了一份协议，
并交了5000元后才放的人。但我就一个
打工仔，实在还不上这笔不是我借的钱，
已经报了案，最希望能找到前老板。”

虽然暴力催收在催收行业并不少见，
但汇通易贷董事长黄平曾告诉21世纪经
济报道的记者，“现在的催收比以前规范多
了，各大平台、公司都在规范约束自身的催
收行为，力图将催收正规化、标准化。”

程林是某催收共享平台上的一名注
册“催客”，他向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做
了一个展示：只需一分钟，简单的用手
机、身份证注册一下，就可以成为一名催
客，承揽该平台上发布的委托追债单子。

程林告诉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这
其实比较像滴滴Uber的模式，没有底薪，
自行接单，兼职全职都可。“哪天心情不
好，我就睡觉看剧不接单。”

在上述催收共享平台上，21 世纪经
济报道记者看到单子的提成比例大多在
20%-40%之间，一张4.9万元的委托追债

单子，如果可以成功收回，催收者可以拿
到1.47万元的佣金。

陈兵也是一名互联网催收平台的中
级催收员，以前干过快递，也做过销售。

“我从 6月份开始接触人人催的，现在已
经专职干这行了。”陈兵说，“平台的提成
比例在15%到25%之间，我现在已经催回
了 5 张单子，最大的金额是 20000 多元。
今年 10 月，他的催收提成扣税后达到
23000元。”

对于暴力催收的问题，陈兵则表示
没有遇到过：“我干这行都很正规，每天
登门拜访，苦口婆心的劝说欠款人还款，
帮他分析利害。其实一万元以下的单
子，大多是当事人觉着没人管，故意欠款
的。一般上门三四次，就可以催回来。”

“全民”催收时代

传统的不良资产催收业务多由催收
公司承接，如上海永嘉信风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就同工行、农行、捷信、拍拍贷等
多家金融机构合作，承接不良资产清收
外包服务和购买处置。

汇通易贷董事长黄平原是某专业不
良资产管理公司的一员，他告诉 21世纪
经济报道记者说，原来的催收模式耗时
耗力，很多时候你在东部沿海，债务人在
西部内陆。“我们公司目前正在研究布局
互联网催收，我认为这会是催收行业的
发展方向。”

传统银行也开始试水这类互联网模
式下的欠款催收与转让。2015 年，浦发
银行发布全民催收大会战，对信用卡长
期逾期客户公开信息，并鼓励公众提供
联系方式，对督促还款人给予高额奖金。

“如今各大金融机构、企业都面临不
良上涨、逾期增多，甚至法院判决后财产
清收执行难的问题。如果债务人地区分
散，则更加困难。这种互联网催收模式
正是为了解决这种‘分散式应收账款’清
收的问题。”人人追董事、联合创始人周
劲龙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目前，这种互联网催收模式发展十
分迅速，已有人人催、债无忧、人人追、爱
催收、人人收等十余种平台、app 上线。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得到的人人追数
据显示，截至 2016 年 11 月，人人追平台
上 已 有 注 册 律 师 52731 人 ，在 线 案 源
329103件，涉案金额3424亿元。

盈科律师事务所的朱昱辉告诉21世
纪经济报道记者，这种所谓的全民催收
模式，面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对平台的
个人隐私保护提出了一定挑战，也对催
收行为的合规性有一定要求。

正在布局此项业务的汇通易贷董事
长黄平说，这种互联网催收模式涉及到
众多法律问题，公司对此也十分谨慎。

“现在的互联网全民催收就如同当年的
P2P一样，是风口上的猪，先让它飞一会
儿吧。” （据21世纪经济报道）

互联网“全民”催收时代：今天你被催了吗？

常德农商银行率先试点
推广银联扫码支付业务

本报讯（通讯员 朱霞）11 月初，常德农商银行正
式启动为期 3 个月的移动金融集中推广活动，成为全
国第一家试点推广银联扫码支付和云闪付业务的农
商银行。

试点工作开展以来，该行采取了“互联网+智慧
农贸市场”、“扫码支付+小微商户”、自助售货机等三
措施对此项工作进行了全面推广。到 2017 年 1 月，常
德农商银行计划先期发展扫码支付商户 3 万户，发
展“互联网+智慧农贸市场”10 家，布放自助售货机
100 台，后期再根据试点推广效果，进一步扩大银联
扫码支付覆盖面。届时，常德市民只须在手机上下载
安装“天天掌柜”APP，即可快人一步享受到“出门不
带钱，消费安全扫”的智慧生活。

作为常德市第一家、湖南省第二家以“一行一社”
为基础合并组建的市级农村商业银行，今年 3 月 31 日
挂牌开业的常德农商银行改制后将如何着力推动转
型发展，兑现其“根植常德，富农兴商”的承诺，受到
各界关注。此次与中国银联合作，从支付手段切入客
户拓展，体现了常德农商银行加快普惠金融和移动金
融布局，不断改善客户体验，建设“一流地方性商业
银行”的努力与决心。

相比于其他近场支付方式，银联扫码支付采用
T+1 模式和银行账户管理，能更加有效地保障客户资
金安全；即便在菜市场和早餐店也能使用，免去了这
类型小微商户经常收到残币、假币、硬币的烦恼。活
动推广期间，常德农商银行还将为商户提供免费宣传
平台，帮助其更大程度地“获客”，同时最大限度地让
利消费者，为市民带来方便、实惠、安全的全新消费
体验。

桃源农商银行
手机银行客户突破50000户

本报讯（通讯员 汪晋锋）11 月 7 日，笔者从桃源
农商银行获悉，该行电子银行转型发展战略取得实
效 ，截 至 日 前 ，手 机 银 行 客 户 超 过 50000 户 ，达 到
50007 户，客户量再创新高。这是今年继各项存款突
破 85 亿元，福祥卡发卡总量突破 30 万张之后，桃源农
商银行传来的又一喜人消息。

据了解，该行手机银行自 2013 年末开通以来，以
方便、快捷、安全、优惠的功能优点受到全县广大客户
群众的青睐，平均以每年开通 16000 客户的速度增
长。客户只需要到农商银行任意一家网点免费开通手
机银行，便可以随时享受查询、转账、个人贷款、信用
卡、便民卡、社保、缴费、助农取款、网点地图、客服热线
和银联商圈等丰富的现代金融服务。

近年来，该行在广泛推广手机银行等电子银行业
务产品的同时，不断深入开展农村普惠金融，进一步延
伸服务网络，优化服务渠道，开展服务宣传。截至 10
月末，该行在桃源县的 28 个乡镇的超市、社区、商圈、
园区、村组等地段布放 ATM、CRS、助农服务终端等自
助服务机具累计达 85 台，POS 机等移动自助机具 44
台，在辖内各贫困村建立金融服务站点 30 个，致力于
为广大农村地区打通“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让全
县老百姓享受到了“足不出户”办理业务的金融服务。

本报讯（通讯员 廖伟杰 实习生 刘潇然
文/图）11 月 1 日上午，长沙银行常德分行、常
德财鑫投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常德佳和冷
链食品销售科技有限公司共同举行了“惠农冷
链贷”签约启动仪式。这一金融服务新产品的
问世，标志着我市农业生产加工企业迎来了重
大利好。

“惠农冷链贷”是长沙银行、财鑫集团、佳
和冷链三方合作，由银行向在佳和冷链储存有
货物的冷链物流经营客户发放用于生产经营
等用途的贷款，贷款由财鑫集团提供担保。贷
款方式是在佳和冷链的冷库储存有货物的客
户，以其仓储货物为质押，额度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贷款时间分为3个月、6个月、12个月，最
长为 12个月，银行利息按惠农政策给予优惠，
在国家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不超过20%。

签约启动仪式现场，长沙银行、财鑫集团、
佳和冷链签署了三方合作协议，长沙银行、财

鑫集团与 7 位企业代表签署了授信合作意向
书。在武陵区从事冷冻食品批发 20多年的段
家训第一个上台签约，他选择了 200万元的最
高贷款额度。他告诉笔者，经商这么多年，也
曾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难题，对自身发展有
一定制约，“以前都是用房子等抵押贷款，现在
能以仓储货物为质押，并享受惠农政策优惠，
这是件大好事。”“我们也将明确专人对接客户
的融资需求，包括审查、审批及贷款计划的优
先配置等，最大程度地支持‘三农’经济发展。”
长沙银行常德分行行长程青龙现场表态。

据悉，“惠农冷链贷”作为“银、保、企”三方
联手开发的一个新的金融服务产品，其贷款流
程比较简单，成本比较适中，操作方便快捷，能
有效帮助一批“三农”中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难、
融资贵的问题，不仅能为常德农产品冷链加工
市场带来新的活力，也将成为我市支农、惠农
的创新品牌。

“银、保、企”联手创新金融服务模式

“惠农冷链贷”支农惠农出实招

泰康保险集团与宁波市政府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本报讯（通讯员 王志平） 11 月 1 日上午，泰康保
险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陈东升率副总裁兼泰康
之家首席执行官刘挺军、助理总裁兼 CEO 办公室主
任宋宏谋等一行赴浙江省宁波市参加国家保险创新
综合试验区推进大会，并在会议现场与宁波市人民政
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中国保监会党委书记、主席项俊波，浙江省委副
书记、代省长车俊，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代
市长唐一军等领导出席大会并发表讲话。保监会办
公厅主任陈映东在会上宣读了《关于印发<浙江省宁
波市保险创新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的通知》和《关
于成立国家保险创新综合试验区领导小组的通知》。

陈东升董事长受邀在大会上发表致辞。陈董表
示：宁波国家保险创新综合试验区的设立是中国保险
业的一件大事，对其成立表示衷心的祝贺。泰康作为
保险业的主干企业将积极参与创新试验区的建设。
泰康非常看重在宁波的战略布局，十分愿意通过保险
保障服务、保险资金运用、医养产业建设等方式有效
支持宁波市、浙江省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希望能够
在浙江省、宁波市开展职业年金、大病保险等业务，
积极参与相关重大项目投资，并切实推动泰康养老社
区在宁波市落地。

泰康保险集团副总裁兼泰康之家首席执行官刘
挺军与宁波市政府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标志着泰康
与宁波的合作迈入新阶段，将有力推动公司下一步在
宁波、浙江乃至整个长三角地区的布局发展。

11 月 5 日至
6 日 ，汉 寿 农 商
银行组织开展了
以“增进友谊、凝
聚力量”为主题
的登山活动。该
行近 110 名员工
踊跃参与，通过
此活动让长期坐
办公室的员工亲
近自然、放松心
情，同时增进了
员工间的友谊，
凝 聚 了 团 体 精
神。
本报通讯员
刘圣鸿 陈丹 摄

图为签约现场图为签约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