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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渊文　报道
yuanwen@sph.com.sg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有意规
定，金融机构从明年起必须保留
所有客户下交易订单的指示记
录，并记下客户用来进行交易的
移动设备编号。
　　这是金管局最新发出的公开
咨询书中的建议，目的是防止市
场操纵行为，保持本地金融市场
的公平和透明。
　　金管局昨天发出公开咨询书
说：“新提出的要求旨在加强监
控，协助针对市场操纵和局内人
交易的调查，以保持市场公平、
有序和透明。”

　　若实行新要求，我国将能向
欧盟和香港的做法看齐。

《交易监督指南》推出
　　金管局和新加坡交易所同时
也推出《交易监督指南》，协助
证券行发展和实行良好的交易监
督做法。
　　金管局发言人说：“咨询书
和指南中提出的建议，是金管局
改善市场监督和风险管理做法的
努力之一。这会加强金管局的监
督能力，并可迅速采取行动调查
新加坡的市场滥用行为，例如不
正常交易和价格操控。”
　　咨询书中指出，金管局和获

批准的交易所针对交易活动展开
市场监督，来检测市场是否出现
任何不当行为，可能影响市场的
秩序和完整。尽早检测到不当行
为，是当局执法的重要元素。当
局也认识到有必要迅速采取行
动，调查和惩罚严重的不当行
为，以阻止不道德和非法的行
为。
　　金管局指出，调查过程中如
果缺乏关于交易户头最终受惠人
或掌控户头人士的信息，或者获
取这些信息有所延迟，便会阻碍
调查工作。“科技的变化
的跨境交易，以及证券行
控来检测市场滥用行为，

加大了这些挑战。”
　　金管局说：“在调查过程
中，我们发现到交易户头未经户
主书面允许被他人使用，或用来
从事非法的局内人交易和市场操
纵行为。”

咨询书提出四点建议
　　咨询书提出了四点建议，所有
持有执照的约300家证券行以及银
行和金融公司视情况而定需要遵
守部分或所有建议。据了解，有些
公司的做法已经和建议一致。
　　首先，金管局建议金融机构
必须同客户事先做好安排，在需
要的时候于五天内向金管局或其
他执法机构提供户头最终受惠人
的信息。
　　其次，金管局要求金融机构
记录所有客户下单的指示记录，
即使最后交易没有发生。如果客

户是口头交待指示，交易代表过
后应回电确定下单。所有记录要
保留五年。这个做法和澳大利
亚、欧盟、香港和美国一致。
　　一般上，客户和交易代表之
间的沟通并不会记录或保留下
来，尤其是通过个人手机的通话
内容和讯息。
　　在与客户出现纠纷时，这些
信息非常重要，并且是调查市
场滥用行为背后人身份的关键证
据。当局在调查过程中发现，有
人未经授权用他人户头下单，从
而隐藏自己的身份。
　　随着手机交易越来越普遍，
金管局也计划要求所有金融机构
收集和保留下载交易应用软件的
手机编号，目前一些金融机构的
应用已经可收集这个信息。
　　一些金融机构允许现金支付
或他人代支付，操纵市场的人可

能会滥用这点。因此金管局要求
金融机构维持一个中央化的电子
档案，记录所有薪金付款或他人
代以支付的款项信息。

公开咨询9月5日截止
　　新加坡证券协会（Securities 
Association of Singapore）主席方文
杰说：“协会和会员公司支持监
管措施，这推动了公平、有序和
透明的市场。提出的措施有些方
面并不是新要求，多数证券公司
已经制定内部流程和做法，以监
察和阻止市场滥用行为。投资者
和证券界也要理解这些措施背后
的原理，促进措施的实施。”　
　　公开咨询为期一个月，于9
月5日截止，之后会给予六个月
的过渡期，预计新规定于明年生
效。公众可以到金管局网站查阅
咨询书内容。

刘崇瑜　报道
edgarlau@sph.com.sg

　　私人经济领域产值、销售量
和就业率均小幅增长，以致本地
7月份的整体经济采购经理指数
（PMI）微升至51。　　
　 　 根 据 日 本 经 济 新 闻
（Nikkei）与金融信息公司IHS 
Markit昨天公布的最新数据，该
指数虽高于6月的50.6，但低于今
年次季的52平均值，这意味着我
国7月份的经济增长持续疲弱。
　　日经整体经济PMI指数综合
了新订单、产值、就业率、供应
商供货时间和库存等因素，是私
人领域经济表现的指标。指数高
于50说明经济持续扩张，低于50
则表示经济陷入萎缩。
　　该报告显示，PMI的两个主
要组成部分，即产值和新订单，
7月份表现皆比6月强劲。新订单
已连续增长10个月，7月的出口
销量也有所提高。但如同上述的
整体经济情况，与先前的佳境对
照，增幅尤为薄弱。
　　IHS Markit经济师海斯（Joe 
Hayes）认为，第三季首个月份
PMI或许预示，经济疲软的走势
恐将延续至今年底。他说：“尽

管PMI确实有所上扬，但它所隐
含的经济增长率依旧低迷。新订
单和采购活动等前瞻性指标也同
时显示，企业已开始为极具挑战
的经商时期做好准备。”
　　报告还指出，疲弱的需求、低
迷的经商环境，昂贵的整体进项成
本（包括三个月来劳工成本最高的
增速），不仅导致招聘活动趋缓，
就连商业信心也再度滑落，已跌至
自2017年3月以来的最低点。
　　海斯说：“全球强劲的外部
逆风直袭亚洲经济增长，而7月

份PMI所隐含的信息，更让人对
新加坡接下来12个月的国内经济
感到担忧。”
　　大华银行经济师颜圣充则对
我国经济展望相对乐观。他接受
《联合早报》访问时指出，经济
环境可能会在下半年开始稳定下
来。他引述新加坡采购与物流
管理学院SIPMM上周发表的报告
说，7月份的本地制造业PMI和电
子业PMI分别微升至49.8和49.3，
虽仍处于萎缩状态，但接下来有
望取得增长。

陈婧      报道
jingchen@sph.com.sg

　　美国利率下调和中美贸易战
再度升温，令经济师普遍预计新
加坡金融管理局将放宽货币政策
让新元升值步伐减缓，甚至可能
在10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之前就有
所动作。
　　美国联邦储备局上周宣布减
息25个基点，为2008年全球金融
海啸以来首次放松利率政策，联
储局主席鲍威尔也暗示今年第四
季可能再次减息，以维持美国经
济扩张。
　　渣打银行经济师李伟虢在最
新报告中指出，鉴于本地经济前
景低迷和全球央行转向鸽派，该
行改变对金管局将按兵不动的预
测，认为当局将在10月调低新元
名义有效汇率（S$NEER）可波
动范围的坡度（slope），让新元
放慢增值步伐。
　　新元名义有效汇率是新元兑
一篮子货币的综合汇率。金管局
通过调整新元可波动范围的坡度
（slope）、宽度（width）和轴心
（centre）等三种手法，调整新元
汇率。
　　渣打估算，金管局去年两
度收紧货币政策时，每次都将
S$NEER坡度上调50个基点，加
大新元升值幅度；当局可能在10

黄康玮　报道
wkangwei@sph.com.sg

    以创新来推动国家经济增
长，必须能够让社会大众都受
惠，而不只是一小撮精通科技的
人获益。
     因此，一个以创新推动经济
增长的国家，如何确保做到这
点，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教育部长王乙康星期一（8
月5日）在南洋理工大学举办的
《新加坡经济评论》研讨会上讲
话时，作出上述表示。
　　他认为，世界各地的政府如
今面对三大经济问题，希望在场
的200多名经济学者、商界人士
和政策制定者，能共同探讨并提
出解决方案。
　　王乙康说，一个国家过去的
发展是从农业走到工业，如今则
是由创新推进知识经济，有必要
探讨这类型增长的包容性。
　　“新加坡在工业化阶段采取
多项措施并取得包容性增长。我
们吸引外来投资，教育与培训员
工，让他们谋取更好的生活，同
时确保劳资政三方合作无间。”
　　不过，王乙康指出，其他发
展和发展中的国家数十年来都面

对无就业增长（jobless growth）
的问题。
　　他因此提出这样的问题：在
这个新经济增长的环境下，大众
能否参与并从中获益？教育制
度、培训方式、劳工法令，以及
人力资源处理方式会出现怎么样
的变化？
　　王乙康也另外提到，探讨提
高国家竞争力的因素，以及要如
何应对世界趋势，例如气候变化
和人口老龄化。
　　他说，从中美贸易战、英国
脱欧局势、日新月异的科技，以
及虚假消息的散播，政府作出决
策时面对诸多挑战。学术界因此
对政策的制定扮演重要角色。
　　“你们提出的问题、假设、
证据和意见，能帮助我们在经济
和社会出现波动的环境中探索参
考。”
　　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主任柯
仲佑教授接受《联合早报》访问
时说，经济学者分析各种世界动
态对新加坡和亚洲国家的影响，
政府因此能在受影响领域制定政
策。
　　也是亚洲经济杂志《新加坡
经济评论》主编的柯仲佑教授举

例：“这可能会带动更多政府和
私人企业之间的合作，以降低贸
易战带来的风险，双方同时也能
探索新事项。”
　　研讨会在首天活动也邀请五
名海内外经济学者，来探讨世界
目前面临的风险。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柯
成兴指出，世界秩序早前是由美
国主导。不过，随着不平等问题
加剧和民粹主义崛起，美国开始
退出贸易协定等事项，世界秩序
因此受到威胁。
　　他认为，像新加坡这样的小
国，应该通过亚细安等多边途径
恢复世界秩序。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
学教授陈光炎也提到中美贸易
争端，并预测未来15至20年的世
界，将会由两大经济体来主导。
　　“如果你以科技生态圈来
看，无论是搜索引擎、社交媒体
到金融科技，中美双方各处于平
行世界了。”
　　研讨会是南大两年一度举办
的活动。这个为期三天的活动吸
引来自40个国家的330名经济学
者、商界人士和政策制定者参
与。

　　美国联邦储备局宣布降息
隔天，三个月新元银行同业拆
息率（SIBOR）应声下挫11个
基点，从1.997％跌至1.886％。
截至上周五（2日），三个月
SIBOR再跌至1.879％。

　　SIBOR通常与美国利率走势
成正比，大华银行市场策略主
管王君豪接受《联合早报》访
问时预测，联储局在今年第四
季还会有一轮降息，“如果降
息早于预期，本地利率将承受

更多下行压力。”
　　华侨银行经济师林秀心指
出，三个月SIBOR已经从2％的
峰值滑落，目前回落到今年1
月的水平。当前低迷的经济局
势，会继续令新元利率承压。

　　目前市场上与SIBOR挂钩的
房贷配套利率至少达2.08％。随
着全球刮起减息风，一些本地
银行推出首年利率低于2％的固
定利率房贷促销配套。
　　不过，由于美国减息对本

地利率的影响有滞后效应，王
君豪预计SIBOR还要过几个月才
会进一步下跌。另一方面，新元
汇率的疲软走势可能有助于支撑
SIBOR。他预计三个月SIBOR在今
年底位于1.9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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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打银行经济师指出，鉴于本地经济前景低迷和全球央
行转向鸽派，该行改变对金管局将按兵不动的预测，认
为当局将在10月调低新元名义有效汇率（S$NEER）可
波动范围的坡度（slope），让新元放慢增值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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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储局宣布降息隔天   三个月SIBOR下挫11个基点

月将S$NEER坡度微降50个基点。
“此外，金管局采取更快、更直
接行动的可能性也增加了。”
　　华侨银行经济师林秀心也认
为，金管局会通过下调S$NEER
坡度调整新元汇率。她说，近期
一系列数据都预示下半年经济增
长疲弱。例如，经济发展局的最
新调查显示，我国制造业者认为
下半年商业前景将更差，服务业
者也不如之前乐观。
　　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王瑞杰上
周接受马来西亚记者团采访时
说，倘若全球经济急转直下，我
国政府已准备好援助配套来协助
企业和员工。林秀心指出，这可
能包括放宽货币政策等财政刺激
措施。
　　星展集团利率策略师廖裕铭
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指出，

除了疲弱的经济数据，再度升级
的中美两国贸易纷争，也为本地
经济带来下行风险。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四（1
日）突然宣布，从9月起对价值
3000亿美元（约4131亿新元）的
中国进口商品加征10％关税，中
方也强势回应称必要时将反制。
这令原本稍微和缓的中美经贸关
系再度恶化，联储局也可能被迫
加大降息力度。

分析师：若事态急剧恶化
当局或提前推出宽松政策
　　廖裕铭说，金管局极有可能
在10月放宽货币政策。如果事态
急剧恶化，不排除当局可能会提
前推出宽松政策。
　　金管局每年在4月和10月发
表货币政策声明。但若有重要经
济状况发生，当局也可能在半年
一次的周期外调整货币政策，上
一次是在2015年1月这么做。当时
全球经济增长放缓、油价大跌，全
球央行纷纷转向宽松政策，金管
局也随之放宽货币政策。

显示增长仍疲弱
7月PMI微升至51低于次季平均值

金管局有意明年起规定金融机构
保留客户交易指示等相关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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