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加坡经济在第三季避开了技术性
衰退，但仍然面对强劲的外部逆

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来得急，去
得也快。但这一轮全球经济增长徐徐放
缓，犹如温水煮青蛙，并可能持续一段
时间。国人必须为较长期的低增长作好
准备。

　 贸 工 部 公 布 的 初 步 预 估 数 据 显
示，第三季的经济增长比第二季高出
0.6%，扭转第二季环比萎缩2.7%的颓
势。因此，新加坡经济避开了连续两个
季度环比萎缩的技术性衰退。然而，第
三季经济增长年比只增长0.1%，而制
造业连续三个季度出现负增长。虽然服
务业还取得0.9%的正数增长，但这是
10年来最低的增速。
　　与此同时，金融管理局也宣布放慢
新元升值的步伐。它预计，新加坡经济

今年全年将取得“0至1%中间点”的增
长，并在明年会有适度回弹，但产出水
平仍低于潜能。
　　明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料还是充
满变数。虽然美中经贸磋商最近取得了
“实质性的第一阶段成果”，但是持续
一年多的贸易战已经对全球经济以及投
资情绪造成极大的冲击。两国的科技战
可能延长电子业的下跌周期，从而使我
国的制造业以及贸易相关的服务业，继
续受到下行的压力。
　　面对经济下行的趋势，主要经济体
都纷纷推出宽松货币政策以及财政刺激
措施。我国政府领袖也多次表示，已作
好准备，在有必要时推出经济援助配
套。不过，由于我国在金融保险以及资
讯通信领域的表现还不错，加上失业率
维持在低水平，因此现阶段还没有必要

推出这个配套。第三季经济增长避开技
术性衰退，更削弱了经济刺激措施的紧
迫性。
　　然而，新加坡是一个外向型的经
济，深受外围经济的影响。金融管理局
指出，尽管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推出宽
松的货币政策，但有迹象显示，在接下
来几个季度，全球经济下行可能波及他
们的国内需求。
　　经济增长放缓，就业市场首当其
冲。裁员以及失业率提高，不仅影响人
们的生计，也会带来社会不安。欧洲国
家的经验显示，当人们失去工作或是无
法找到工作时，各种潜在的社会矛盾都
一并爆发。
　　经济持续低增长，加上目前进行的
经济转型，加重了就业市场的压力。人
力部发布的第二季劳动市场报告显示，

虽然总体失业率还相当低，但是职位空
缺对失业者的比率跌破1，也就是失业
者的人数比职位空缺多。
　　此时此刻，我们更必须加强劳资政
三方合作，为国人提供更多就业选择以
及更优质的工作。
　　面对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浪潮，新加
坡有必要开拓更多的市场，并致力于经
济结构多元化。贸易战导致全球供应链
重新布局，我们应该继续扮演有效的桥
梁角色，确保我们在新的格局中继续占
有一席之地。亚细安是区域经济的新亮
点，也在供应链重新布局中受惠。这为
新加坡创造新的机遇。
　　企业在保住及创造工作方面，也可
扮演一定的角色。目前，政府正在推出
多项措施，协助企业转型以及到海外投
资。企业的积极配合，将有助于开拓新

的市场，从而为国人创造工作。另一方
面，企业充分利用政府的多项援助措施
重新训练员工，将有助于减少裁员的现
象。
　　在经济转型如火如荼展开之际，国
人必须不断学习新技能以符合优质工作
的需求。零工经济虽然是新的发展趋
势，但是过多的国人充当全职的私召车
司机或房地产经纪，将可能导致人力资
源错配的风险。  
　　政府密切关注劳力市场，以决定
是否或何时推出经济援助配套，这是
审慎的做法。但面对温水煮青蛙式的
经济放缓，我们有必要留意各种风险
出现的苗头，以避免情况急转直下时
措手不及。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稳健
地推进经济转型，以加强我们的经济
韧性。

2019年10月16日

社论

　　过去一个星期，《联合早报》和其他中文媒体
的读者应该都注意到一个比较少见或陌生的法律词
汇：受托责任（fiduciary duties）。这个英文词有好
几个不同的翻译，如：诚信义务、信托义务、信托
责任、信义义务等。
　　Fiduciary是受托人，也就是在法律上受人所托
的人。既然是受人所托，对托付责任者就承担着很
重要的法律义务和责任，必须全心全意为托付者的
利益服务，凡事须以最有利于托付方为考量准则。
比如说，挂牌公司的管理层，对股东就有受托责
任。关系到我国80%以上人口利益的市镇理事会，
对它们管辖范围内的组屋居民，也存在受托责任。
　　受托人和托付人的关系，建基于信任，受托
人对托付人必须有十足的诚信，关系才能牢靠，托
付人也才能相信自己的利益会得到最好的照顾。以
市镇会来说，市镇居民的利益操在市镇会管理层手
中，因此，居民也必须要求管理层对居民要绝对诚
信，不损害居民的利益。
　　在涉及阿裕尼后港市镇理事会的官司中，高庭
法官加南拉美斯（Kannan Ramesh）10月11日作出
第一阶段判决时，就谈到了“受托责任”这个关键
词。他说，一旦有人被放到管理市镇会的位置上，
他们就缔结了信任的关系。而这也意味着他们对市
镇会有受托责任。受托责任是最高标准的照顾，使
一方有义务纯粹为另一方服务。这方面的责任要求
市镇会理事管理组屋区，全心全意为市镇会服务，
目的正确，忠心不二。
　　法官判定阿裕尼市镇会主席林瑞莲和工人党前

秘书长刘程强有违受托责任，现任工人党秘书长毕
丹星则有违“善巧与谨慎的责任”（duty of skill and 
care），意思是指没有尽到审慎行事的义务，较受
托责任来得轻一些，但也属受托责任。
　　本案涉及款项高达3370万元。建屋发展局就高
庭判决作出回应时说，由于涉及公款，市镇会应采
取适当行动追回被滥用的款项。 这起民事诉讼案
其实还未了结，后续发展如何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但案件所凸显的政治人物诚信课题却很值得我们注
意，因为这对新加坡的良好治理是太重要了。
　　政治诚信在世界许多地方都面临巨大赤字，政
治人物缺乏诚信，政客当道被当作是常态。但新加
坡却是一个特殊的例外，我们树立了贤能者治国的
传统。政府和人民之间高度互信，这也是我国政治
成功的关键。如果我们的执政者也失掉这种诚信，
则前途堪忧。因为，政治对我们来说是国家生死存
亡之所系，我们不能陷入欧美国家的窘境。
　　像美国这样的民主大国，政治人物在一般民众
的心目中地位低下，还不如公司执行人员。根据市
场调查公司盖洛普所作的一项各行业人士诚信度调
查，2018年在美国信任度最高的行业是护士，其次
是医生，分别获得84%和67%的认可。
　　等而下之是药剂师、中学教师、警察、会计

师、教士、新闻记者、建筑承包商、银行家、房地
产代理、律师、公司执行员（以上从66 %逐渐降低
至17%）。而包尾的则是汽车销售员和国会议员，
两者都只得到8%认可。当今美国总统特朗普言行反
反复复，说得上是没有诚信的代表人物。
　　在英国，情况大体也是如此，排名最高的也
是护士（96%），然后依次是医生、教师、工程
师、教授、房地产代理、新闻记者、 政府部长
（22%）、一般政治人物（19%）和广告执行人员
（16%）。英美政治人物社会信誉为什么会沦落至
如此不堪的地步，原因或许不止一个，但政治人物
被民众看不起却是不争的事实。
　　政治人物不可信，自然也就很难和民众建立起
互信的关系。由此也出现了政治上的恶性循环，如
政策短视，选举失去了原来的选贤任能的意义，众
多合格选民因厌弃政治而不去投票，有治理能力的
人视从政为畏途，宁愿到其他专业安身立命。这一
来政治的水准能不下滑吗？
　　所幸这种糟糕的情况还没有在我们这里出现。
这是因为建国一代的政治领袖为我们开创了良政和
廉政的先河，实行有效治理，并通过实际政绩取信
于民。这个优良传统延续至今，政治上形成良性的
循环，值得珍惜和维护。

　　良政和廉政的基础是政治人物的高度诚信。在
大选中胜选党政，就等于是获得人民的委托，负起
治国重任，受托责任重大，因此必须能全心全意为
人民和国家的利益服务，履行受托人的义务。身负
受托责任的政治人物一旦失去了应有的诚信，必将
动摇我国良政和廉政的基础。因此，我们对政治人
物的诚信也必须有最严格的要求，不管他们属于执
政党还是反对党。
　　我们也许可以分两个层面来看，一是选区的层
面，二则是全国的层面。新加坡的情况是特殊的，
因为我们有市镇会，而市镇会管理的是超过80%人
口所居住与生活的组屋区，和居民的生活环境息息
相关。大型的市镇会如阿裕尼市镇会，由于管理的
是集选区，因此保管的钱财数目也特别大，不是
百万计，而是千万计。规模越大，责任越大，也更
需要诚信。
　　当初，市镇会机制的推出，主要目的之一就是
要让民选议员负起管理选区的责任，进而要求选民
在选举时要格外慎重，务必要选贤任能，选出诚实可
靠的议员来照顾选区。所以，不管是执政党还是反对
党的议员，一旦当选，就必须如实地履行这一个对选
民的受托责任。选民对议员的诚信要求也应该是一致
的，不能因为他来自执政党就轻易信之，也不能倒
过来因为他来自反对党就特别宽容，否则到头来是自
己吃亏，最终也会导致选区治理水准的下降。
　　在全国层面上，民选政府是全国人民的受托
人，受托责任自然更加重大，如果缺乏诚信，后果
是可怕的。我们已经看到发生在邻国的活生生的例
子。因此，在新加坡，我们始终必须对所有政治人
物的诚信作最严格的要求。

作者是前新闻工作者，前国会议员

　　2019年6月18日面簿（Facebook）发
布了《天秤：加密电子货币白皮书》，
一石激起千层浪，天秤项目出乎预料地
引起了国际政治、金融、经济和社会各
个领域地普遍关注。
　　区块链社区是最关注天秤项目的，
虽然起先的焦点是关于天秤项目是不是
一个真正的区块链项目，天秤币（LIT）
算不算是一种正真意义上的加密电子货
币；但是不管怎么说，全球最大的社交
媒体正在拥抱区块链，这对于区块链行
业来说，是意义非凡的。
　　天秤项目有28家创始会员（未来希
望能扩容到100家），创始会员将投入启
动法币储备金，随着天秤网络的扩张，
储备金将维持和保障天秤币的币值的稳
定。
　　全球使用面簿社交的网络用户超过
27亿人，创始会员可以立刻对接这样庞
大的潜在用户群体。当前绝大多数区块
链项目，最迫切需要和缺乏的就是活跃
用户群体。拓展面簿庞大的用户群所能
产生的外部商机，足以确保天秤币迅速
崛起为一种实际意义上的互联网货币。
　　面簿和生态圈品牌，诸如WhatsApp
和Instagram，已经建立了全球化的完
善的生态系统。天秤的Calibrate电子钱
包，一旦和各类应用整合在一起，会
让天秤币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实现
规模效益。李国权教授指出，成功的
互联网LASIC模式是：低利润率（Low 
Margin）、轻资产（Asset-Light）、上规
模（Scalable）、能创新（Innovative）和
易合规（Compliance-easy），天秤项目
完全符合这个商业模式，尤其是在上规
模这一点上，简直是核裂变式的。
　　天秤有可能成为第一个正真意义上
的全球普惠金融项目，可以通过智能
手机等移动终端，为近20亿未能充分获
得金融服务的人口提供普惠服务。一旦
在全球推广开来，天秤网络可以容纳用
户海量的金融活动信息和数据。天秤项
目的创始会员节点会成为这些数据的中
枢。这给想深入了解自己客户的组织创
造了各种各样的应用场景创新和未来发

展机会。
　虽然目前中国的电子钱包和第三

方支付的用户数量和交易额都遥遥领先
于其他国家，一旦天秤币被面簿的用户
广泛接受，这种情况将很快出现变化。
中国的电子钱包应用，例如微信和支付
宝，由于政府政策上的限制，文化与语
言上的差异，目前正面临国际化发展
的挑战。它们正在积极进取拓展欧洲市
场，并且有所斩获，但是一旦天秤币加
入竞争，对于众多相关的互联网企业来
说，特别是中国企业，就会面临要么加
入天秤项目，要么有可能被排除在27亿移
动用户之外的困境。天秤对接面簿的27
亿用户，其中美国用户仅为1亿9000万左
右，也就是说天秤有超过25亿全球用户。
　　中国电子支付企业的用户高度重
合，就算整合支付宝、微信和各大电
信运营商的用户，总数也就在10亿人左
右，而且几乎全部都是华人；国际用户
方面，一旦天秤项币启动，中国企业短
期内是绝无可能与之竞争的。
　　另外，在中国大陆，面簿及其旗下
的WhatsApp和Instagram，都受到了政策
限制，不能正常使用，所以这两个用户
群体的兼容性极低。因此中国企业和政
府认识到，必须尽快采取措施，否则在
这一领域多年积累的优势将很快丧失。
7月份以来，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
施，积极研发，加速推动央行数字货币
（CBDC）的准备和发行。
　　银联董事长邵伏军指出：央行法定
数字货币会产生很大的经济影响；8月2
日，中国央行召开工作会议要求：加快
推进中国法定数字货币的研发步伐；8
月10日，中国央行支付司穆长春司长宣
布：央行数字货币采取双层运营体系；
近日，中国国务院发布《深圳社会主义
先行示范区》文件中强调：支持深圳加
速开展数字货币研究和移动支付的创新
应用。在天秤项目的竞争压力下，中国
央行数字货币呼之欲出。
　　然而，看似潜力巨大的天秤项目的
推进似乎并不顺利，8月21日，欧盟反
垄断监管机构宣布，已经着手对天秤项

目启动反垄断调查，9月3日，欧洲央行
行政长官伊夫梅尔施（Yves Mersch）表
示：天秤项目“诱人但危险”，英格兰
银行、德国和瑞士也都对天秤项目表示
了担忧和疑虑。由于近年来屡次发生数
据滥用和泄露事故，在天秤项目中，面
簿应该尤其重视用户的隐私数据保护。
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不可得过且过，必
须是项目设计的一部分。但是，纵览
《天秤白皮书》，隐私保护这个词，仅
仅出现了一次而已。
　　目前世界各国政府都在加强个人隐私
保护，欧盟出台了《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GDPR），新加坡也颁布了《个人资料
保护法令（PDPA）》，然而天秤项目的
大部分创始成员，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
业企业，普惠金融只是他们用来渗透低
级市场或者发展中国家的途径而已。
　　发展中国家一直期望得到低成本的
资本融资，天秤币将有可能成为这些市
场或者国家中，实际意义上的央行。但
是如若处置不当，这一途径很容易在隐
私保护和数据安全上造成疏失，违背客
户的意愿。一旦发生金融交易，大多
数的监管单位会要求做客户背景调查
（KYC），监管单位当然希望能够追踪
每一笔交易，这和区块链私密自主的特
性是相违背的。
　　在区块链的非中心化平台上，网络
上的身份和现实世界中的身份，是不关
联的，以此来提供隐私保护。大量的科
研努力为非中心化区块链环境中的隐私
保护，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不同方式。例
如，源自Zcash隐私加密货币的零知识证
明，现在就已经被安永等大机构采用。
　　当然，在一个安全的运行环境中，
是可以在一个“黑盒子”中对这些数据
进行分析处理，与此同时，又无法直接
获得或了解这些数据的具体内容。麻省
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MIT Media Lab）
的“迷思”项目（Enigma），就在利用
由英特尔提供的SGX处理器提供的安全
运行环境，做出努力的尝试。
　　在新加坡也有一些有益的尝试，例
如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和数据安全保

护企业安克诺斯（Acronis）合作研究多
方数据分析平台，让未建立信任关系的
各方安全地分享数据并进行交易。新
加坡JedTrade区块链公司，也在星竹链
（Jupiter Chain）上，尝试让他们的客户
用这种方式安全地分享高度隐私加密的
数据。
　　这就是密码学之美，可以对原始大
数据进行细致地分析，但是却无法了解
这些数据的具体内容。目前还不清楚天
秤项目将如何利用区块链的这些最重要
的特性，其中很多甚至没有被天秤项目
提到过，若是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天
秤白皮书》应该是还有疏漏之处。不完
善的隐私保护，会使得上规模以后，海
量数据落入利益驱动的企业手中，这种
风险困扰的就不仅仅是网络极客了。隐
私侵害的防范和数据安全，不但应该是
天秤币规模化运作的前提条件，而且是
第一前提条件。
　　综合利用区块链技术，就可以提供
一个非常扎实的技术工具，为我们创造
一个平民化开发和安全的大数据平台，
数据所有者可以完全掌控着自己的数
据，确保隐私和安全。在监管日益加强
的时代，这是一个深化数据驱动技术发
展的可行方法。这个平台当然也允许公

平的竞争，所有各方都可以安全地对数
据进行分析，但是又不能获得数据的具
体内容。无论大小，各方是完全平等
的，这有利于长期不断的可持续创新，
同时，规避市场力量造成的不对等，甚
至是不公平的竞争。
　　天秤币的愿景或许是要利用区块链
技术推动独立的、非中心化的网络，用
来服务没有充分得到金融服务的人民，
它可能会帮助新兴国家的金融机构接轨
国际标准，实现合规交易。
　　但是就目前来看，挂钩法币可能是
天秤项目设计的“软肋”和“七寸”，
这么做看起来会使得天秤币的币值稳
定；实际上，它大大增加了天秤币未来
的不确定性，因为每一次有新的合作伙
伴加入，来自新的司法管辖区的法币注
入储备金的时候，天秤币都将面临一次
巨大的监管和合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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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诚信在世界许多地方都面临巨大赤字，政治人物缺乏诚信，政客当道被当作是常态。但新加坡

却是一个特殊的例外，我们树立了贤能者治国的传统。政府和人民之间高度互信，这也是我国政治

成功的关键。如果我们的执政者也失掉这种诚信，则前途堪忧。  

严格要求政治人物的诚信吴俊刚专栏

天秤币迷思：真能实现精密平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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