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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域外监管巡礼（第四站）：东南亚 

作者：权威丨朱俊丨廖瞰曦丨洪松 

一、引言 

近年来，东南亚各国积极推动产业转型和升级，普遍取得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据统计1，疫情后的

经济复苏亦促使东南亚数字经济规模进一步扩大，预计在 2025 年可以达到 3,630 亿美元。目前，全球资本

正在快速进入东南亚金融科技市场，2021 年东南亚共发生 80 笔金融科技投资，总金额达 30 亿美元，超过

2020 年和 2019 年融资总额，创历史新高。同时，根据毕马威发布的金融科技报告2，2021 年前十大亚太地

区金融科技投资中，有六笔交易发生在东南亚，足以证明东南亚金融科技市场的巨大潜力。 

在本系列中，我们选择以东南亚作为第四站，陪您一同看看东南亚诸国的金融监管框架，并重点介绍印

度尼西亚、越南以及毗邻东南亚的印度的金融科技监管要求，希望能够为您了解东南亚金融科技监管提供帮

助。 

二、印度尼西亚：金融科技重要市场 

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的基础金融服务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为金融科技企业的发展提供了

良好环境。截至 2021 年底，印尼共有 785 家金融科技公司，在东盟国家中仅次于新加坡（1,350 家）3，在

322 家印尼大型金融科技公司中，主营业务为电子钱包和 P2P 借贷的金融科技公司各占 73 家和 33 家4。数

据显示，截至 2022 年 9 月，印尼金融科技公司在 2021 年的融资总额为 15 亿美元，而 2022 年至今的融资

总额已达到 14 亿美元5。 

就金融科技的监管安排而言，印尼主要采用“监管机构+自律组织”的框架： 

 
1 https://www.prnasia.com/story/364519-1.shtml。 

2 https://assets.kpmg/content/dam/kpmg/au/pdf/2022/the-pulse-of-fintech-h2-2021.pdf。 

3 https://www.uobgroup.com/techecosystem/news-insights-fintech-in-asean-2021.html。 

4 https://www.trade.gov/country-commercial-guides/indonesia-financial-services-financial-technology。 

5 https://fintech.dealroom.co/transactions.rounds/f/growth_stages/not_mature/rounds/not_GRANT_SPAC%20PRIVATE%20 
PLACEMENT/tags/not_outside%20tech/growth_stages/not_mature/industries/allof_fintech/rounds/not_GRANT_SPAC%20PRIVA
TE%20PLACEMENT/slug_locations/anyof_indonesia/tags/not_outside%20tech/years/anyof_2022?showStats=YEAR&sort=-

am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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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监管机构层面，印度尼西亚银行（Bank Indonesia，以下简称“印尼央行”）和印尼金融服务管

理局（Otoritas Jasa Keuangan，以下简称“OJK”或“印尼金管局”）根据其职能分别监管相关业

务的金融科技公司。印尼央行认定支付对货币稳定性有重大影响，故将支付科技企业纳入监管范

围，要求其取得支付系统服务提供商（Payment System Service Provider）牌照；OJK 于 2011 年组

建，监管范围包括银行、资本市场、保险、养老基金、融资机构等金融服务机构的各种金融业务，

属于全能型的监管机构6，对印尼央行监管范围以外的金融科技公司均负有监管职责。 

◼ 在自律组织层面，印尼金融科技协会（AFTECH）成立于 2016 年，于 2016 年根据《金融服务领域

数字金融创新监管条例》（No.13 /POJK.02/2018，以下简称“13 号条例”）被 OJK 正式任命为数

字金融创新金融科技协会，作为行业自律机构协助监管机构对金融科技公司开展自律监管7。截至

2022 年 9 月，该协会已吸纳 352 家金融科技公司、11 家金融机构和 7 家技术合作伙伴为协会会员
8。 

 

就金融科技的监管政策而言，印尼监管持相对审慎的态度，主要借鉴英国、新加坡的监管沙盒制度对金

融科技企业进行测试。印尼央行于 2017 年颁布了以监管沙盒为核心的《金融科技服务监管条例》

（No.19/12/PBI/2017，以下简称“19 号条例”）及其衍生条例，将金融科技活动分为支付系统、市场支持、

投资管理和风险管理、贷款、融资和提供资本以及其他金融服务五类活动，并要求支付领域金融科技服务公

司必须在印尼央行注册为支付系统服务提供商，原已在印尼央行或其他监管机构（如 OJK）注册的企业无

须另外注册，但须就其经营范围、业务进展履行报告义务。OJK 则在印尼央行的基础上，颁布 13 号条例对

金融科技监管提出了一揽子规定，并进一步完善监管沙盒机制，填补了 19 号条例的监管空白9。我们理解，

金融科技企业如计划在印尼开展业务活动，应当根据业务性质在至少一家印尼监管机构完成注册。特别地，

我们对印尼金融科技目前的主要法规进行了整理，详见附件《印尼金融科技主要法规概况》。 

 
6 https://id.wikipedia.org/wiki/Otoritas_Jasa_Keuangan。 

7 https://fintech.id/en。 

8 https://fintech.id/id。 

9 谢成锁，刘磊.印尼金融科技发展及监管措施综述[J].全球科技经济瞭望，2019，34（06）：21-2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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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越南：金融科技新兴市场 

根据《2021 年东南亚数字经济报告》10，越南的数字经济是东南亚第二快速增长的市场，预计于 2025

年将增长至 570 亿美元，在东盟国家中仅次于印度尼西亚（1,460 亿美元），有望发展为下一个金融科技重

要市场。据统计，截至 2021 年 11 月，越南共有 188 家金融科技企业，在东盟国家中位居第五，但 2021 年

全年融资总额达到了 3.75 亿美元，在东盟国家中位居第三，仅次于新加坡和印尼11。由于越南在东盟国家中

最高的无银行账户率（69%）和较高的现金交易率（80%）12，因此，电子钱包成为越南发展最为强劲的金

融科技领域，已先后诞生 VNPay 和 MoMo 两家金融科技独角兽。 

就金融科技的监管安排而言，由作为越南央行的越南国家银行（State Bank of Vietnam，以下简称

“SBV”）负责监督所有金融科技事务。2017 年 3 月，SBV 行长签署了第 328/QD-NHNN 号决定，成立了

金融科技指导委员会（Steering Committee on Fintech），该委员会由 SBV 和越南国家支付公司（National 

Payment Corporation of Vietnam）职能部门的代表组成，以协助起草促进越南金融科技公司业绩和发展的法

律框架13。此外，越南的其他监管部门亦在各自职能范围内为 SBV 提供咨询意见，例如财政部（Ministry of 

Finance）参与数字资产和数字货币的管理政策的研究和起草，信息通信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和科技部（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则分别制定所管辖领域的金融科技标准。 

就金融科技的监管政策而言，越南的金融科技法律框架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除电子钱包领域的监管

规定相对完善，其他领域的监管真空有待填补，尚未形成全面的监管框架。在电子钱包领域，越南政府先后

颁布了规制居间支付服务（Intermediary Payment Services，以下简称“IPS 服务”，包括提供电子钱包、移

动支付和货币转移等）的第 101 号法令和第 39 号法令，要求提供 IPS 服务的非银行支付机构应取得 SBV 颁

发的 IPS 牌照并满足相应的技术、法律和人员要求。在数字资产方面，越南总理于 2017 年批准了一项计划，

以改善管理和处理数字资产、电子钱包和数字货币的法律框架。但是，在互联网券商、数字银行、P2P 借贷

等领域，越南监管机构均尚未制定相应的监管规范14。 

 

 
10 https://www.bain.com/globalassets/noindex/2021/e_conomy_sea_2021_report.pdf。 

11 https://www.uobgroup.com/techecosystem/news-insights-fintech-in-asean-2021.html。 

12 https://www.globalgovernmentfintech.com/vietnam-progresses-fintech-sandbox/。 

13 https://www.sbv.gov.vn/webcenter/portal/en/home/sbv/news/news_chitiet?leftWidth=20%25&showFooter=false&showHeader 

=false&dDocName=SBV285962&rightWidth=0%25&centerWidth=80%25&_afrLoop=64818910645598234#%40%3F_afrLoop%
3D64818910645598234%26centerWidth%3D80%2525%26dDocName%3DSBV285962%26leftWidth%3D20%2525%26rightWidt

h%3D0%2525%26showFooter%3Dfalse%26showHeader%3Dfalse%26_adf.ctrl-state%3Dh46brzdwa_9。 

14 https://www.globallegalinsights.com/practice-areas/fintech-laws-and-regulations/vietn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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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金融科技的监管态度而言，越南监管从早年的偏向保守逐渐转变为具有一定包容性的监管态度，以

促进普惠金融和无现金社会目标的实现。2020 年 6 月，受越南政府委托，SBV 起草了第一版银行业金融科

技监管沙箱法令草案，针对从事银行业服务的金融科技企业设立监管沙箱，以帮助信贷机构、金融科技公司

和类似组织在监管部门有效控制的环境中测试金融科技产品和服务15。2022 年 4 月，该草案第二稿正式出

炉，将提供不同类型服务（包括作为信贷机构直接提供信贷服务和为信贷机构提供 API 等金融科技解决方

案）的金融科技公司统一纳入监管沙盒的测试范围，亦首次将 P2P 借贷纳入监管范围。金融科技公司完成

沙盒测试后，将有机会取得 SBV 颁发的沙盒计划完成证书（Certificate of Completion of the Sandbox Program），

并依据该证书正式向越南市场提供相关的金融科技服务16。 

四、印度：下一个金融科技强国 

根据 Chiratae Ventures 和安永发布的报告17，印度的金融科技行业未来十年将迎来高速增长期，到 2030

年印度金融科技行业规模较之 2021 年将扩大 10 倍，管理资产规模将达到 1 万亿美元，营业收入将达到 2,000

亿美元。目前，印度拥有超过 2,100 家金融科技公司和 21 家金融科技独角兽，成为仅次于美国、英国和中

国的第四大金融科技独角兽东道国18和仅次于美国、中国的世界第三大金融科技中心19。2021 年全年，印度

的金融科技初创公司以 280 笔融资筹集了约 80 亿美元的风险投资，平均规模为 3,300 万美元，在投资金额

和投资量方面均创下历史新高，其中，借贷科技和电子支付成为最受投资者青睐的金融科技领域。 

就金融科技的监管安排而言，印度采取分业监管的模式，由不同监管机构分别监管银行业、证券业和保

险业等20。监管银行业、支付业和外汇业的印度储备银行（Reserve Bank of India，以下简称“RBI”）对于

金融科技的接受度最高，设立了专门的金融科技部门以促进金融科技行业发展，以最积极的态度开展金融科

技监管活动，制定了众多与金融科技公司相关的法规。除 RBI 以外，监管证券业的印度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Board of India，以下简称“SEBI”）、监管保险业的印度保险监管发展局（Insurance 

Regulatory Development Authority of India，以下简称“IRDAI”）也分别开展与金融科技相关的监管活动21，

但 SEBI 和 IRDAI 促进证券和保险市场金融科技业务的监管政策发展相对较慢22。此外，由 RBI 授权的非营

利机构印度国家支付公司（National Payments Corporation of India，以下简称“NPCI”）负责在印度运营零

售支付和结算系统，作为准监管机构有权对参与 NPCI 运营的支付系统或为其提供第三方技术的金融科技公

司实施监管。 

 
15 https://www.uobgroup.com/techecosystem/news-insights-fintech-in-vietnam-3q-2021-

cn.html?adobe_mc=MCMID%3D57994931573662167747978708078606479228%7CMCORGID%3D116168F454E6DA2A0A4C

98A6%2540AdobeOrg%7CTS%3D1616371200。 

16 https://www.kimchang.com/jp/insights/detail.kc?sch_section=4&idx=24982。 

17 https://www.etftrends.com/emerging-markets-channel/india-fintech-market-to-reach-1-trillion-by-2030/。 

18 https://inc42.com/features/fintech-unicorns-in-india/。 

19 https://www.globallegalinsights.com/practice-areas/fintech-laws-and-regulations/india。 

20 https://iclg.com/practice-areas/fintech-laws-and-regulations/india。 

21 https://www.globallegalinsights.com/practice-areas/fintech-laws-and-regulations/india。 

22 https://thelawreviews.co.uk/title/the-financial-technology-law-review/india。 

https://www.uobgroup.com/techecosystem/news-insights-fintech-in-vietnam-3q-2021-cn.html?adobe_mc=MCMID%3D57994931573662167747978708078606479228%7CMCORGID%3D116168F454E6DA2A0A4C98A6%2540AdobeOrg%7CTS%3D1616371200
https://www.uobgroup.com/techecosystem/news-insights-fintech-in-vietnam-3q-2021-cn.html?adobe_mc=MCMID%3D57994931573662167747978708078606479228%7CMCORGID%3D116168F454E6DA2A0A4C98A6%2540AdobeOrg%7CTS%3D1616371200
https://www.uobgroup.com/techecosystem/news-insights-fintech-in-vietnam-3q-2021-cn.html?adobe_mc=MCMID%3D57994931573662167747978708078606479228%7CMCORGID%3D116168F454E6DA2A0A4C98A6%2540AdobeOrg%7CTS%3D1616371200
https://www.kimchang.com/jp/insights/detail.kc?sch_section=4&idx=24982
https://www.etftrends.com/emerging-markets-channel/india-fintech-market-to-reach-1-trillion-by-2030/
https://inc42.com/features/fintech-unicorns-in-india/
https://www.globallegalinsights.com/practice-areas/fintech-laws-and-regulations/india
https://iclg.com/practice-areas/fintech-laws-and-regulations/india
https://www.globallegalinsights.com/practice-areas/fintech-laws-and-regulations/india
https://thelawreviews.co.uk/title/the-financial-technology-law-review/in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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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金融科技的监管政策而言，印度尚无单一的涵盖所有金融科技领域的监管法律框架，由于印度采取

持牌监管的监管逻辑，因此，如相关业务涉及多个领域，需同时从多个监管机构取得事先的批准和许可，并

遵守不同领域的监管法规。 

就金融科技的监管态度而言，三大金融监管机构秉持包容性的监管态度，先后在所管辖的领域开展了

监管沙盒测试。RBI 于 2019 年 8 月发布《监管沙盒授权框架》（Enabling Framework for Regulatory Sandbox），

宣告监管沙盒机制正式启动，RBI 首批监管沙盒测试主题为“零售支付”，主要面向以零售支付为主业的金

融科技公司提供入盒测试机会，2021 年年末已有六家公司完成首批沙盒测试。在 2020 年 12 月至今，RBI

开放了主题为“跨境支付”、“小微企业借贷”和“预防和缓解金融欺诈”的第二至第四批次和不限主题

的第五批次监管沙盒测试项目23。SEBI 于 2020 年提出了《监管沙盒框架》（Framework for Regulatory Sandbox），

旨在促进证券市场的创新，并为受 SEBI 监管的实体提供设施和灵活性，以试验金融科技解决方案。IRDAI

则在 2019 年颁布了《IRAI（监管沙盒）条例》，主要目标之一是在保险业有序发展和保险业有序发展之间

取得平衡24。 

五、小结与展望 

总体而言，以印尼、越南、印度为代表的东南亚与南亚地区大国，仍存在较大的金融科技业务发展空间，

其金融监管框架与要求整体上亦处于快速变化的过程中，但持积极、鼓励的基本态度。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

到来，蓬勃发展的东南亚经济势必需要与之相匹配的金融服务，也为金融科技公司拓展东南亚市场提供了难

得的时代红利。考虑到各国监管部门高度重视金融科技行业的有序发展，如何把握市场风口、在合规展业的

前提下实现金融科技业务的本土化和在地化，以充分利用时代发展带来的红利，将是每一个投资人和企业主

出海东南亚市场的重要课题之一。 

 
23 https://fintech.rbi.org.in/FS_PressRelease?prid=54315&fn=2765。 

24 https://iclg.com/practice-areas/fintech-laws-and-regulations/india。 

印度储备银行
（RBI）

印度金融科技监管框架

印度证券交易委员会
（SEBI）

印度保险监管发展局
（IRDAI）

银行业、支付业、
外汇业

证券业（智能投顾） 保险业（保险科技）

https://fintech.rbi.org.in/FS_PressRelease?prid=54315&fn=2765
https://iclg.com/practice-areas/fintech-laws-and-regulations/in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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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印尼金融科技主要法规概况》 

序号 法规名称 法规内容 

1. 印尼金管局第 77/POJK.01/2016 号条例 支持金融科技 P2P 借贷平台的发展 

2. 印尼金管局第 13/POJK.02/2018 号条例 

基于旨在促进责任和数字金融创新的基于原则的方法，

涵盖所有类型的金融科技的监管，促进金融科技企业遵

守与客户保护、反洗钱和打击恐怖主义融资相关的规则 

3. 印尼金管局第 12/POJK.03/2018 号条例 规定对数字银行使用的信息技术的监管要求 

4. 印尼金管局第 37/POJK.04/2018 号条例 支持股权众筹 

5. 印尼金管局第 13/2018 号条例 

交易结算、资本积累、投资管理、资金归集和分配、保

险、市场支持、其他数字金融支持和其他金融服务活动

的监管 

6. 印尼央行第 19/10/PBI/2017 号条例 

支持金融科技生态系统，特别是支付业务公司的监管。

金融科技提供商有义务在印尼央行注册，并将在监管沙

箱中进行大约一年的测试，然后才能申请许可 

7. 印尼央行第 19/12/PBI/2017 号条例 关于提供金融科技的规定 

8. 印尼央行第 19/14/PADG/2017 号条例 关于建立金融科技监管沙箱的监管要求 

9. 印尼央行第 20/6/PBI/2018 号条例 

规范电子货币商业模式发展，提高电子货币发行人的机

构能力，包括其资本和所有权构成。对作为电子货币发

行人的外国非银行机构的股权的上限设定为 49%，并

要求提供电子货币的非银行机构的大多数董事会成员

居住在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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