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印度尼西亚选举委员会前日凌晨提
前公布总统选举结果，现任总统

佐科以55.5%的得票率赢得选举，但他
的主要对手普拉博沃却拒绝承认结果，
约2000名支持者前天走上街头示威抗
议。
　　印尼当局提早一天公布选举结果，原
也是估计到形势紧张，但暴力事件最终
还是发生，支持普拉博沃的示威者在雅
加达市内焚烧车子泄愤，警方以催泪弹
驱散暴力群众。事件造成数人死亡，几
百人受伤。在这之前，警方已在雅加达实
施了恐袭警报，一直到周六才结束。为了
防范恐袭，警方逮捕了一些人。被逮捕者
当中有多少是真正的反对派支持者，有多

少是想要趁乱出来制造恐慌的回教极端
分子，是值得留意的发展。
　　1998年苏哈多时代结束之后，印
尼开始的民主化深获国际的好评。反对
派和宗教势力若不尊重民主选举结果，
继续制造暴力事件，只会破坏印尼已建
立起来的民主国家形象，损害的是印尼
人本身的福祉。
　　五年前，时任雅加达特区首长佐科
凭借治理雅加达的政绩，以及其温和清
新的形象，第一次赢得总统选举。他这
回再次受到军人出身的普拉博沃的强力
挑战；两人各自形象鲜明，背景和立场
有极大落差。在选前电视辩论中，两人
都尽量突出自己的爱国和民族主义，选

前民调显示佐科并没有十足的胜算。
　　本次大选显示，宗教介入政治的问
题进一步恶化，对印尼五项世俗化建国
原则（班查希拉）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普
拉博沃以“回教捍卫者”自居，大打宗教
牌，企图借助回教势力，以及极端宗教
势力的抬头来赢取选票；就连佐科这次也
起用了一个回教教士马洛夫为竞选副手，
引起了一些争议。马洛夫曾在今年初对媒
体表示，他后悔在雅加达特区原首长钟
万学的亵渎案中为控方作证。
　　心有不甘，无法接受再次失败的普
拉博沃已表示，要遵循宪法进行法律诉
讼，“捍卫人民的使命”，选举尘埃也
许还得经过一段时间才能落定。佐科赢

得民主选举是毫无疑问，印尼人民应以
此感到自豪。但这并不意味着佐科未来
五年的任期会比上一任更轻松，除了经
济改革之外，回教极端势力的抬头，以
及恐怖主义在印尼这个幅员广大的国
家，仍旧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暗流。这也
是最让人引以为忧的一点。
　　佐科推行经济改革的雄心未减，他
必须实现他承诺的改革，包括在未来五
年内投入大笔资金，推动大规模的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稳定的政治和社会才能
不断吸引外资，因此，对付极端回教势
力和防恐仍是他任内的重要议程。
　　我国总理李显龙在祝贺佐科的贺函
中，回顾两国关系在佐科第一任期所取

得的显著进展，包括在2016年联合发
展的肯德尔工业园，以及在2017年庆
祝新印建交50周年。“两国也在贸易与
投资、数码经济、技能培训、旅游、国
防与安全等多个领域密切合作。”新印
在过去五年许多领域的实质合作，仍是
两国未来关系发展的动力。
　　一个繁荣、稳定与安全的印尼，是
本区域发展的一股巨大正能量，在未来
五年内，佐科有希望以他的魄力和声
望，继续巩固其政绩。他以明显优势的
得票率连任，可以更大胆更积极地推行
其经济改革，修补社会裂痕，让印尼国
民见证一个重民主和发展的佐科时代的
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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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东马沙巴山打根国会议席补选
里，希盟成员党民主行动党漂亮胜出，
在投票率偏低的情况下，竟然赢得比上
一届更多的选票，无疑为希盟执政联盟
打了一剂政治强心针。在过去好几个月
里，希盟在西马连续三场补选中，皆
输给国阵巫统候选人，使得去年输掉联
邦政权后的国阵几乎“起死回生”，严
重挑战希盟的执政前景。而山打根的狂
胜，把希盟的政治颓势暂时压了下来。
　　但就如真实生活中的强心针般，只
有在病者心脏最为衰弱、几乎停止时能
够借助“外力”（打针的医疗手段）使
它振作起来，但如果没有彻底地治疗，
迟早还是会再出事。而喻意政治上的强
心针，功效也的确如此。山打根这剂强
心针，给予希盟的政治“疗效”不会太
久，主要原因至少有两个。
　　其一是希盟在山打根所囊括的高超
多数票，一部分固然是民行党苦心经营
已久的基本盘，但看来另一大部分原

因，是沙巴首席部长沙菲益及其所领导
的民兴党努力不懈争取回来的。民兴党
不是希盟成员党，严格上来说只是与希
盟在联邦与州的层次上共组联合政府。
才在上个月，马国首相马哈迪领导的土
著团结党，竟然不顾大选前与民兴党所
达至的政治协议，悍然高调地展翅到沙
巴发展党组织，接收了多位前沙巴巫统
具有议员身份的党要入党。
　　然而，无论是沙菲益亲身或其民兴
党在山打根的助选却是毫不松懈的，甚
至相比于在山打根有切身政治利益的民
行党，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点是所有
当时到山打根观察补选者有目共睹的，
有者甚至忍不住问：“怎么看来好像是
民兴党出选的选战般？”而民行党在补
选里的主要对手沙巴团结党，也同样有
虽已“拆伙”，但实际上明显继续你来
我往的巫统在为其候选人助选。
　　因为在山打根人数略为过半的华裔
选民，大多数支持民行党已成定局，所

以团结党所打的如意算盘，是许多华裔
选民会因认定民行党“包胜”，而对出
来投票与否意兴阑珊；只要巫统能采用
其严密的贴身“盯票”措施，大力发动
人数近半的穆斯林选民踊跃出来投票的
话，则团结党险胜也是有可能的。
　　然而，沙巴相比于族群之间关系紧
张的西马，到底还是大不相同的，与邻
近的砂拉越相似，为一真正多元文化和
睦相处的社会。典型的沙巴家庭，近亲
之间甚至也有来自不同族群、信仰不同
宗教的。所以巫统一旦不是执政党、不
再具有分配资源的执政优势，其在沙巴
的支持率就大不如前。
　　巫统那一套在西马多年以来行之有
效、以种族与宗教分化为主奏的政治伎
俩，在沙巴不但难以赢得共鸣，甚至在
如山打根的族群混合选区，还会引起巨
大的反感。再加上马国前首相、实质上
反对党领袖纳吉高调地跑到山打根助
选，这股“旋风”却导致许多民行党支

持者下定决心出来投票。所有这些因素
使得民行党赢得超高多数票，可说是民
兴党的这股友好外力为其联合政府伙伴
希盟，注射了这剂政治强心针。
　　其二，在未来好一段日子里，这
剂强心针在沙巴看来还会有政治“疗
效”，以民兴党为首的沙巴州政府的执
政威望会更为大振。如果运用恰当，
则可更为大刀阔斧地进行各项必要的改
革，特别是振兴沙巴的经济。但这剂强
心针对于西马以至联邦政局的政治效
用，则未必影响深远或持久。
　　西马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现实，不
但是政客，即便是许多一般选民，他们
以种族或宗教来作为政治分野的概念仍
然浓厚。巫统在之前那三场西马补选中
的不俗战绩，主要归功于他们与伊斯兰
党紧密地携手合作，让两党在上届大选
中总共赢得的75%马来选票，能够在补
选中经过两党整合而发挥出政治影响
力。

　　希盟的西马政要就几乎完全没有乘
着山打根的胜势，来推进更为自由化
（如更去宗教极端化或去种族优越化）
的进步政治改革议程。而且，个别希盟
政要在山打根胜选后不久，竟然还做出
一些类似典型巫统的政治表态，令人哗
然。如近日有关保留主要是给土著容易
进入大学的预科班学额争议，还是没完
没了。
　　最新的发展是原先被认为相对开明
的教育部长马智礼，在谈及此敏感课题
时，竟指出如华人商家在招聘时继续要
求能讲华语，则预科班制度应予保留。
这种把两件本来没直接关系、但却都涉
及族群利益的课题拉在一起讲，其目的
当然也是为了拉拢为数众多的保守派的
支持，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摆脱不了以族
群为政治诉求标签的框框。
　　山打根补选胜利后，如果希盟仍然
不肯一鼓作气地认真改革马国不健康政
治运作，则到头来也未尝不会病入膏
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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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以比特币和以太币为代表的加密货币和
通证市场从低迷中稍有复苏，虽然不少区块链创新
公司在通证发行融资和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了困
难，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些令人欣喜的动态。例如，
摩根大通银行应用区块链发行了通证——摩根大通
币（JPM Coin）；最近业界开始热议拟议中可能覆
盖27亿用户的面簿币（Facebook Coin）。
　　我们注意到具有特别意义的是，这些正在积极
布局区块链技术应用和创新项目的，是传统的金融
大机构和实业企业，它们有计划推出一些专注于不
同用途的通证。这似乎意味着区块链技术正走向主
流，开始趋向成熟发展期，引领数字货币发展进入
新阶段。
　　回顾2017年至2018年初，很多ICO（代币首
发）项目募资过多，大大超出项目研发试验期所需
资金，白皮书胡扯、跑路新闻越来越多，其中包括
代投突然失联、交易所无故关闭、项目毫无进展、
高位套现骗人接盘的项目等事件，造成投资者对加
密货币失去信心，法律诉讼案件日增。2018年第一
季开始，加密货币泡沫破裂，市值缩水，加强监管
的呼声此起彼伏。
　　在通证市场被投机热钱炒得如火如荼的时候，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及时采取监管与执法行动，维
持市场秩序与保护投资者利益，值得赞赏。2018年
5月24日，金管局对岛内八家通证和加密资产交易
所提出警告，明确指出：未经金管局批准，不得
交易任何具有证券或期货合约属性的证券通证化
（security token）产品，正在开展的交易业务的必须
立即停止；同时，还叫停一起具有股权发行性质的
ICO活动，责令发行企业立即终止发行行为、回收
代币，并且向投资者退还资金。
　　到2018年底，绝大多数在虚拟市场流通的加密
货币（即通证），跌掉了95%以上的市场价值。其实
早在2018年2月5日，金管局主席尚达曼在国会回答议
员的询问时，已阐明监管当局对加密货币的创新发
展，采取相对开放的谨慎态度，并严厉警告国人要
防范加密货币的高度风险性与其价格剧烈波动性。
金管局拥抱新科技，跟上创新，了解新科技带来新的
风险，及时发出风险提示警戒公众，甚至果断采取执
法行动制止市场违法行为，再次彰显出金管局向来
在金融安全和发展之间取得良好平衡的监管方式。

“四位”监管理念
　　根据笔者长期观察，我们可以用“四位”论点
来解析金管局的监管理念。
　　首先监管部门不能“缺位”，因为这会影响金融
安全。金融监管仍是国之重器，关系到国计民生，
绝对不可以“缺位”。产生监管“缺位”的原因多种
多样，但是，后果却都如出一辙，经济秩序被破坏，
国民资产安全得不到保障，遭受重大财产损失。
　　监管部门也不能“越位”。金管局清楚地意识
到，过早引入监管可能会扼杀创新，并可能阻碍新

科技的使用，因此金管局始终确保监管不能领先于
创新，不能过度强调“防范于未然”。金融业本身
就是“承担风险的生意”，何况任何创新都会伴随
着风险。在对一项新科技所带来的风险和影响尚不
明确的情况下，过早的监管“越位”，往往会遏制
创新的潜能，使得行业趋于保守，甚至缺乏活力。
监管要防范的是影响金融稳定与一般投资者利益等
的重大风险，而不是因为科技发展可能带来营业模
式的“颠覆”或利益分配的重新洗牌。
　　监管部门应该“到位”，不但要跟上新科技，
对创新秉持着相对宽容（不是纵容）、鼓励的态
度，也要做好监管工作，务必当机立断做到“该出
手时就出手”。2018年5月份金管局迅速果断地采
取执法行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以便兼顾创新
与安全。在“在位”监管的理念上，金管局采用了
实质性和适配性（materiality and proportionality）原
则。这意味着当新科技带来了显著与重要风险时，
监管就要到位。此外，监管行为必须与所构成的
风险成比例。例如，金管局对银行机构实施严格监
管，主要是因为银行机构吸收了普通民众的存款。
　　众筹平台不允许吸收存款，投资者仅限于被认
可或合格的投资者，所以金管局降低了对这些平台
的监管要求。然而，当一些众筹平台开始帮助企业
从散户投资者手中筹集资金时，金管局采取措施，
要求这些平台事先也应获得金管局的牌照，并遵守
最低资本和信息披露相关要求。其目的是在为初创
企业和中小企业提供融资的途径，以及保护投资者
利益之间取得平衡。
　　再者，在科技创新发展的早期，监管部门更应
该“在位”。“在位”的意思就是监管者应该形同
创业者，置身于市场的运作，感同身受，实时透彻
了解技术创新的脉搏、困难，以及发展趋势，以便
及时推出具有“实用性”与“前瞻性”的监管政
策。例如设定统一标准（standardization），倡导不
同开发商创新的系统或应用软件之间的兼容性或互
操作性（interoperability），以打通技术应用通道，
引导与强化企业创新链整合协同发展，从而放大技
术创新成果，为社会与消费者取得最大的福利 。
　　在目前各项技术瞬息万变，一日千里发展迅速
的情况下，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2016年之前在新加
坡，支付服务商各自发展支付产品，造成商店收银柜
台处，付款阅卡器种类繁多，“五花八门”，导致顾
客眼花缭乱，无所适从，浪费商店业主宝贵的店面
空间，也浪费支付服务商的时间与资源。2016年，有
关当局推出统一阅卡终端机，允许不同支付服务商
的信息系统和应用程序能互相沟通，兼容操作。
　　2018年9月，有关监管当局整合27种不同电子
支付服务，推出一个共用的二维码——“SGQR”
码。最终创造了“一机／一码／一卡”的统一标
准，这是“在位”监管的好处。由此吸取经验，
最近国会通过的《支付服务法令》（The Payment 
Services Act）赋权于金管局，有权力促使业者应用

共同平台和统一标准，以节省社会资源，提高效
率，并造福人群。我们觉得这是非常正确的做法。
　　我们可以说“四位”论点，已经让金融创新监
管成为了新加坡金融业的核心竞争力。但我们不能
自满，需要放眼全球，参与金融科技最前沿的发
展，需要对标硅谷创新的自由、自发、快速发展环
境，赶上最前沿、最尖端创新洪流之中。还有，要
真正体会金融科技起步公司面对合规性的不确定，
监管机构需要与金融科技业者合作，并肩作战，
“边学边监管”。再者，我们也经常听闻海外科技
创新精英虽然赞许新加坡政府鼓励科技创新的各项
政策与措施，但也批评我们缺乏像硅谷那种自下而
上的创新文化（creative culture）。
　　因此我们建议新加坡政府在科技创新领域里，
还可以“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

创造“全球”就业机会
　　我们的观念要与时并进，进入工业革命4.0时
代，观念必须要转变。“报国何须桑梓地”“回国
做贡献”的旧观念，在新科技无国界的数字世界里
已经落后了。我们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建立新加坡
的科技与金融创新基地，让身在海外的新加坡创新
和创业者，不必回到新加坡，就可以享受相关吸引
人才的优惠政策。
　　我们应该鼓励新加坡人在任何地方最好的环境
发展，“相濡以沫，何如相忘于江湖”，新数字经
济将是无域的，与其要求优惠政策的前提条件是吸
引人才回国，倒不如投资他们，把更多新加坡人带
到硅谷，或其他创新文化与创业精神蓬勃发展的全
球广阔天地，推动无域的开源的全球化发展，制造

新加坡的国民生产总值（GNP），而不局限于国内
生产总值（GDP），并传播新加坡的全球影响力。
　　政府和监管单位应该为国人创造“全球”就业
机会，国内需求少、数据缺、数字资产轻，无法满
足年轻人就业发展空间的期望，只有放眼全世界，
才能让我们的人才“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从这个角度看新加坡的金融创新监管，能否使之更
“开源”，输出我们的最佳实践，是一个值得思考
和研究的课题。 
　 　 要 置 身 于 创 新 洪 流 之 中 ， 与 金 融 科 技 业
者 合 作 ， 并 肩 作 战 ， 我 们 不 妨 大 胆 尝 试 让 政
府 官 员 或 监 管 人 员 ， 成 为 起 步 公 司 创 新 生 态
圈 的 一 分 子 ， 让 他 们 和 企 业 、 创 业 起 步 公 司
（Government+Business+Techno-preneur）在同一屋
檐下共事。如此“边学边监管”，能更快速制定
“及时监管条例”（Just-in-time regulation），比起
传统监管条例的设计、咨询、反馈与制定所需的时
间将大大缩短。在新科技讯息万变的环境里，如此
迅速明确监管要求与透明度，有助于创造有利创新
环境，发挥“在位”监管的优势，提高新加坡科技
创新的国际竞争力。
　　为了突破新加坡市场小的局限，我们可以积极
欢迎那些只针对新加坡以外的国际市场的金融科技
创业起步公司，考虑为它们制定一个全新的激励
与监管框架，豁免或降低传统所需的现有政府条例
或监管要求，以便吸引它们来新加坡落户，并自由
开发面向境外客户的产品与服务，输出科技创新能
力，协助推进亚细安区域数码经济的整合，提高新
加坡的区域甚至是国际科技创新影响力。

作者是新加坡李白金融学院共同创办人

李国权　白士泮　闫黎经济纵横

王锦松特约漫画

希盟未善加利用山打根胜选强心针胡逸山区域焦点

金融科技发展与监管新战略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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