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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话题

治理民间借贷暴力催收乱象需制度创新
5 月 4 日， 中国银保监会联

文 / 梁发芾

合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更为恶化。
债务就是这样的双刃剑，

的高利贷，这也导致放贷人不会

究表明， 在借贷纠纷引发的命案

民间借贷机构可以借鉴商

通过诉讼的方式寻求解决问题。

中， 一旦借贷利率高于零， 被打

业银行运作的成功经验，参照国

局、中国人民银行印发了《关于

人们痛恨或谴责它， 却离不开

更何况，如果遇上一无所有的债

死方为贷方的概率超过借方，而

际通用的信用评级制度再结合

规范民间借贷行为 维护经济金
融秩序有关事项的通知》， 文件
指出，近年来，民间借贷发展迅
速，以暴力催收为主要表现特征

它。 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借
贷只能通过官方垄断的数个金
融机构进行， 老百姓从金融机
构得到融资的可能性微乎其

务人，通过诉讼赢得官司也赢不
来欠款。 所以，通过暴力胁迫的
方式追讨欠债，成为一些民间借
贷机构的首选。

且利率越高， 贷方死亡的可能性
也随之增加（陈志武 林展 彭凯
翔 《民间借贷中的暴力冲突：清
代债务命案研究》）。 这就是说，

自身的情况与要求对借款人进
行评级，并建立信用档案，及时
考察客户的最新动态，把骗贷行
为或者评级较低的客户列入贷

微。 民间借贷处于非法的境地，
一直在夹缝中艰难求生， 近些

西方有一句谚语，说“不要
借钱给强于你的人”， 意思是如

如果贷方力量较弱 ，他不但可能
收不回自己贷出的资金，甚至还

款黑名单，加强贷款资金的安全
性与可靠性，从而达到有效防范

作者为财税史学者

的非法活动愈演愈烈，严重扰乱
了经济金融秩序和社会秩序。 要
求各有关方面要充分认识到规
范民间借贷行为的必要性和暴

让民间借贷的环境好
起来， 仅仅靠打击暴
力催收是不够的，而
积极的制度创新则是
更 为 重 要 的 。 建立 科
学可行的制度，可保证
贷款人资金的安全。 在
这种情况下，贷款人的
资金安全了，暴力催收
也就失去生存的土壤。

年有限度地放开一些民间小额

果把钱借给强于你的人，最终可

可能丧命。 所以，合理的推论是，

信贷风险和规范民间借贷发展

信贷机构，但监管、服务、制度

能无法收回本钱。 这个谚语非常

放贷人应该足够强悍，才能有力

的目的。 应将失信人信息纳入征

创新诸方面仍然相当落后。 民
间借贷中暴力催收等原生态的

有力地说明了一个事实，就是作
为债主，如果你的力量不能胜过

量迫使债务人还款，保证自己资
金的安全。 所以，我们看到，一些

信记录，在一些消费领域实行制
裁。 这种做法的效果对于借款人

讨债行为野蛮生长， 正是这种
落后性的生动体现。
目前的民间借贷行为中，
大多并没有像正规银行那样提

债务人，那么，你出借的资金就
存在极大安全性。 在西方历史
上， 尤其中世纪及其近代早期，
借钱给国王的银行家，血本无归

专门放贷的民间借贷机构，往往
都有黑社会背景，或者与黑社会
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样的民间借贷生态，实

有强大的制裁力量，影响力并不
亚于暴力讨债。
应该建立贷款信用保险制
度，有效防范和化解贷方风险。

供抵押和担保， 也不看借款人
的信用记录。 为了使借贷更为

甚至身陷囹圄身首分离的大有
人在。 这就是因为，作为债主的

在让人毛骨悚然。 恐怕不到万
不得已， 没有人愿意去和这样

所谓贷款信用保险， 是指贷方
作为权利人要求保险人为被保

方便， 正规银行所使用的一些
手续都被减免。 这种情况极大
地增加了违约几率。 作为债主，
一旦遇到债务人违约、赖账，他

银行家，势力远远低于一个国家
的国王。 当国王不想偿还从银行
家那里借来的金钱时，银行家既
不能起诉国王，也不能没收国王

的贷款人打交道吧？ 这样的状
况， 使民间借贷不能真正成长
壮大，放贷的不能从中获益，而
急需资金的人也不敢贸然去找

证人 （即债务人） 提供信用保
险， 如果债务人违约不偿还债
务， 则贷方可从保险机构获得
赔偿。 用保险来规避贷款风险

这种穷凶极恶的典型。 不过，虽

有什么办法能够讨回自己的本

的财产，更无法通过自己的强力

民间借贷机构借钱， 最终使整

目前在金融领域广泛运用，国

然人们厌恶债主尤其放高利贷
者，但事实上债务在人类历史上
所起的作用极为巨大， 不可否
定。 债务给处于危难和绝境中的
人们提供了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金和利息？
正规银行借贷业务中，可有
如下选项：没收抵押物；让担保
人承担偿还责任； 起诉到法庭；
私力救济，也就是民间讨债公司

迫使国王还债，而国王却可以动
用强大的国家权力，将债主投入
大牢甚至罗织罪名要他的命，最
终达到赖账的目的。
事实上，由于债权人与债务

个社会利益受损。
对于以故意伤害、 非法拘
禁、侮辱、恐吓、威胁、骚扰等非
法手段催收贷款的行为， 予以
严厉打击是绝对必要的。 对于

际上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商
业银行贷款， 大多通过不同形
式取得保险， 如美国有 90%以
上的商业银行参加信用保险。
贷款信用保险作为一种担保，

力催收的社会危害性。
民间借贷中使用暴力催收
现象可谓司空见惯。 欠债的债务
人被追杀、被恐吓、被殴打、被胁
迫、被侮辱、无论影视作品还是
现实世界中， 人们对此都不陌
生。 这说明，民间借贷的良性环
境并未建立起来。
人们对于穷凶极恶讨债的
债主从来没有好感。 莎士比亚笔
下那个一定要割债务人胸前一
镑肉偿债的放债人夏洛克就是

的生机。 所以，尽管世界上有因

之类暴力威胁、恐吓、敲诈勒索

人力量不对等， 造成债权人资金

民间借贷机构， 金融管理部门

可使信贷资金安全得到保障，

为不能偿还债务而被债主逼迫
甚至追杀，最终沦为债务奴隶的

等。 但前面说过，民间借贷很少
有抵押或担保，没收抵押物和让

不能收回的， 不仅仅西方如此。
陈 志 武 先 生 通 过 对 清 代

要严格监管，促其合规化、合法
化经营。 但是，让民间借贷的环

解除了贷方的后顾之忧。
建立科学可行的制度，可保

悲惨故事，但是如果彻底禁止借
贷，人们任何时候都不能从他人

保人偿还都没有可能。民间借贷
风险很大因而利息较高，超出正

1732~1895 年间刑科题本中的近
5000 件命案记录， 对民间借贷

境好起来， 仅仅靠打击暴力催
收是不够的， 积极的制度创新

证贷款人资金的安全。 在这种情
况下， 贷款人的资金安全了，暴

处借债，那么，人们的境况将会

常利率四倍即为不受法律保护

双方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研

则更为重要。

力催收也就失去生存的土壤。

世界读书日系列五

王潮歌: 读书就是读自己
人们常说： 一个热爱读书的

了他人， 为了一个更美好的人间，

民族是有希望的民族。刚过去的 4

为了善和向上，所以，他的灵魂不

月 23 日是第 23 个“世界读书

会归你。最终天使把浮士德的灵魂

日”，中国高端手机领先品牌 8848

放到了天堂！

钛金手机牵手知名读书类节目

王潮歌说，魔鬼相信，人是欲

《总裁读书会》 推出 8848 总裁读

壑难填的坏蛋， 永远在追求欲望

书会“领读者”公益计划，邀请当

中堕落， 最后走向死亡。 而上帝

代最优秀的企业家和社会名流作

说，不会！ 人最终会明白，肉体和

为“领读者公益大使”，以读书分

灵魂、欲望和精神之间，人会选择

享的形式， 将企业家最宝贵的精

高贵的、善良的，而不会堕落，人

神财富传递给全社会。 同时，作为

之初为善，人之末依然为善。魔鬼

“领读者” 公益计划落地项目，由

和上帝就这样对人类有了不同的

8848 总裁读书会捐赠创办的“青

理解和分别。

年创业图书馆” 于今年五四青年

王潮歌还用自身的事例说，她

节当日在江西赣州举办开馆仪

也不愿意拿自己的人生去交换。别

式。 基于
“
扶贫先扶智”的理念，将

人聘请她做中国民族音乐的演出，

开展青年创业辅导等公益活动，

她说她的人生不是用来交换的，不

倡导企业家精神， 为老区青年创

需要用钱去衡量价值。 因此，她只

业赋能， 促进老区经济发展，将
“领读者”公益计划落到实处。
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当
当网创始人李国庆、 时尚传媒集

以 1 元钱的导演费，用自己全团队
实的描写与奔放的想象、 当代的

大半年时间做了《印象国乐》，她把

生活与古代的神话传说杂糅一

心目中对民族的敬重和对音乐的

处，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

理解和一辈子的积累都倾囊而出，

团董事长刘江、 东阿阿胶总裁秦

王潮歌认为， 歌德花费六十

最后她得到了比掌声更珍贵的、台

玉峰、 印象系列演出总导演王潮

余年创作的巨著自己没有资格用

下的一大半观众流下的热泪。直到

歌、拉卡拉集团董事长孙陶然、约

短短的时间讲出来，只能分享一下

那天，她体会到，赚到了真正的满

瑟投资董事长陈九霖、 著名媒体

她本人读这本书的感想。《浮士德》

足与快乐。人生的尺子也变得如此

人秦朔等知名企业家及社会名

里面说， 当你想满足你的欲望，当

之长、如此之宽、如此之高。

流，齐聚 8848 总裁读书会“领读

你想要得到想要的一切时，你正悄

王潮歌说， 如果你想过得好

者”公益计划，以领读者的身份，

悄地把你的灵魂给予一个叫魔鬼

一点，你可以去看看《浮士德》，因

为大家推荐书目， 分享知识和人

的家伙。你可以出卖你的灵魂去跟

为在这本书里，这个智者，已经给

生经验，传递企业家精神，带动更

魔鬼交换权利、金钱、地位等等，而

我们清晰地讲述了你怎么样会痛

多人加入读书中来。本期，著名导

我们却完全不知觉。《浮士德》写的

苦，你怎么样会幸福，你怎么样从

演王潮歌推荐并分享了德国文学

就是这样一个初衷。 作品中，魔鬼

年轻到老， 你怎么样会获得升天

巨匠歌德的伟大巨著《浮士德》。

和上帝打了个赌，赌注就是浮士德

或下地狱的机会。

《浮士德》 是歌德的长篇诗

这个人。魔鬼以满足浮士德的欲望

每一本被推荐的书籍， 都包

剧， 是歌德毕生思想和艺术探索

换取他的灵魂，直到他感到满意为

涵着人生的大智慧， 甚至也可能

的结晶，前后创作六十多年。以德

止即可取走他的灵魂。浮士德一百

改变读者的人生。 8848 总裁读书

国民间传说为题材， 以文艺复兴

岁时，人生最后的愿望是为其他无

会“
领读者”公益计划目的正在于

以来的德国和欧洲社会为背景，

家可归的人建造家园， 直至那时，

此。 据悉，8848 钛金手机是王石

写了一个新兴资产阶级先进知识

他说出了那句愿望得到最终满足

代言的国产高端手机品牌， 倡导

分子不满现实， 竭力探索人生意

的话：太美了！请停一下，因为他以

“敢为天下先” 的企业家精神，服

义和社会理想的生活道路， 是一

为他内心所有的欲望得到满足了。

务以企业家为代表的社会高端群

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完美结合

而正当魔鬼因此要拿走他的灵魂

体。 8848 愿意与砥砺前进锐志于

的诗剧。《浮士德》构思宏伟，内容

之时，上帝说，他最终的这个愿望

改变世界的中国青年一起， 以阅

复杂，结构庞大，风格多变，将真

不是为了自己，不是欲望，而是为

读改变世界，勇攀人生巅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