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布斯》亦選出
鑽石王老五排行榜，
本港首富李嘉誠的次
子李澤楷(見圖)連續
第3年上榜，他坐擁14
億美元(約10 9億港
元)，在全球富豪榜排
第843位。
有「小小超」之稱

的李澤楷現年41歲，
他去年透過其控制的新加坡上市公司盈科(亞
洲)拓展有限公司(PCRD)，出售盈科保險的
47.16%權益予歐資富通旗下的富通保險集團。
據報李澤楷在1994年以3億港元藉收購鵬利進
軍保險業，及後改名盈科保險，當年公司價值
5億港元，去年升至70億港元，李澤楷出售手
上盈保3.8億股，淨袋31億港元。
鑽石王老五李澤楷先後與多名靚女傳出緋

聞，最近有傳他與19歲的女星梁洛施蜜運中，
更有意為女方解除與英皇娛樂公司的合約。

■綜合報道

二○○八年三月七日（星期五）戊子年正月三十

二○○六年十一月十一日(星期六)丙戌年九月廿一二○○六年十一月十一日(星期六)丙戌年九月廿一

h t t p : / / w w w . w e n w e i p o . c o m

A6 ■責任編輯：王新源　■版面設計：周偉志

兩岸三地75人上榜 李嘉誠位列11

大中華富豪

《福布斯》公布最新全球富豪排名

榜，亞洲富豪人數比去年增加30%，

其中中國大陸、香港和台灣的富豪共

有75人，比去年增加26人。香港長實

集團主席李嘉誠今年跌出富豪榜10

大，以265億美元(約2,063.5億港元)

排第11位。

今年富豪榜上1,125人中，亞洲人佔211
人，比去年增加51人，其中大陸有42

人，比去年增加22人；香港有26人，比去年增
加5人；台灣有7人，比去年少1人。兩岸三地
共75名富豪上榜，成為亞洲之最。

郭氏兄弟23位李兆基29位
香港首富李嘉誠去年排第9位，但今年下跌

兩級，以265億美元排第11位；他的41歲次
子、電訊盈科主席李澤楷亦榜上有名，以14億
美元（約109億港元）排843位。新地的郭氏三
兄弟則以199億美元(約1,549.5億港元)排第23
位；恆基地產的李兆基以190億美元(約1479.5
億港元)排29位。
國泰金控的台灣首富蔡宏圖及家族則以77億

美元(約599.5億港元)排120位。碧桂園創始人
之一楊國強的女兒楊惠妍獲巨額家族財富後成
為大陸首富，她身家74億美元(約576億港元)排
125位。
另外，印度有53名富豪上榜，比去年增加17

人。日本今年只有24名富豪上榜，與去年一
樣。日本以往一向是亞洲出產最多富豪的國
家，但去年已失去了領先地位。

亞洲財富發展不動產為主
《福布斯》高級主編克羅爾表示：「我們看

見一些趨勢，顯示(中國)可能落後美國幾年或
10年⋯⋯中國和亞洲很多財富都在不動產和基
建發展上，因發展蓬勃的經濟體基本上要發展
以管理所有增長。」
近年來，包括印度、中國、俄羅斯及巴西等

經濟增長快速的國家，出現新的富豪特別可
觀。另一方面，美元匯率的波動及美國信貸市
場的問題，對企業家及股市投資者的財富也有
影響。 ■法新社/中央社/綜合報道

兩岸三地富豪排名(部分)
11. 李嘉誠(香港)

身家. 2,063.5億
23.郭氏三兄弟(香港)

身家. 1,549.5億
29.李兆基(香港)

身家. 1,479.5億
113.何鴻燊(香港)

身家. 623億

120. 鄭裕彤(香港)

身家. 599.5億
120. 蔡宏圖及家族(台灣)

身家. 599.5億
125. 楊惠妍(大陸)

身家. 576億
160. 郭台銘(台灣)

身家. 475億

178. 王永慶及家族(台灣)

身家. 428億
227. 張近東(大陸)

身家. 350億
247. 劉鑾雄(香港)

身家. 334.8億
247. 蔡萬才及家族(台灣)

身家. 334.8億

277. 盧志強(大陸)

身家. 303.6億
307. 黃光裕(大陸)

身家. 272.5億
349. 邢李火原(香港)

身家. 249億
358. 張力(大陸)

身家. 241億

368. 榮智健(香港)

身家. 233.6億
428. 馮國綸(香港)

身家. 210億
843. 李澤楷(香港)

身家. 109億
1062. 胡應湘(香港)

身家. 77.8億

內地年輕富豪熱心慈善
中國內地年輕富豪陸

續崛起，正改變全球經
濟生態，同時亦開始慷
慨捐贈，改變中國的慈
善業。
年僅45歲的施正榮創

辦尚德太陽能電力公
司，兩年前已在紐約股
票市場大展拳腳，迄今
坐擁29億美元(約226億港

元)。目前他的捐款還不算多：200萬美元(約1,557萬
港元)落在家鄉揚中、500萬美元(約3,894萬港元)給了
美國前副總統戈爾的氣候變化組織、200萬美元捐
助悉尼劇院安裝太陽能板；假以時日，他的善舉陸
續有來。

去年善款接近千億
白手興家的施正榮明白窮困的滋味。他出身農民

家庭，喜歡讀物理，在國內取得學士及碩士學位

後，在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攻讀電力工程博士課
程，受教於世界頂級太陽能科學家格林。他創辦的
尚德公司向10多個國家出口產品，去年營業額達
13.5億美元(約101億港元)，是前年1倍有多。
中國內地對私人的慈善活動越來越開放，去年國

內慈善機構共接收了120億美元(約934億港元)，2005
年來自本地的捐款佔國內生產總值0.05%。很多如
施正榮的新興富豪都管有自己的慈善機構，對於錢
花在哪裡，他們都掌握得仔細入微。身家值740億
美元(約5,762億港元)的內地首富楊惠妍，去年和父
親合共捐出3,200萬美元(約2.5億港元)，堪稱首屈一
指的慈善家。
去年底，中國的慈善機構達1,369個，其中三分之

一屬私營，是推動慈善機構數目年增20%的主力
軍。
過去數十年，中國的慈善大亨要數香港成功商人

居多，如香港富商李兆基捐出大約3.35億港元，扶
助內地醫療及職業培訓；李嘉誠也說過會捐出三分
一財產，大部分會用於國內。 ■《福布斯》

進軍港股市
楊惠妍張欣身家暴漲

股市波動，身家亦隨之大起大
落，有人損手，也有人因此躋身
世界富豪。中國「富婆」都是近
年富豪榜焦點所在，如楊惠妍從
父親手上接過碧桂園，去年在香
港上市，股價一度如日方中，令
她成為內地首富；與丈夫創辦
SOHO中國的張欣，同樣進軍香
港股市，身家隨公司市值暴漲，
與楊惠妍旗鼓相當。

楊惠妍23歲接掌父業
楊惠妍父親楊國強在1990年代

初創辦碧桂園，內部股東架構屬
典型的家族企業，大股東主要是
早期的創辦人，不少跟楊國強有
血緣或姻親關係。楊國強原本是
公司最大股東，直至兩年前，年
僅23歲、畢業於美國俄亥俄州立
大學市場及物流系的楊惠妍，從
父親手上接過所有股權。
去年碧桂園在香港上市，市況

造好，楊惠妍身家達88億美元(約
685億港元)，至同年9月，更躍升

至173億美元(約1,347億港元)。不
過，近日股市回落，楊惠妍的資
產總值跌至74億美元(約576億港
元)。與楊惠妍同列富豪榜的張
欣，原本是高盛集團分析員，其
後和丈夫潘石屹創辦SOHO中

國，進軍內地地產市場，建立起
一個品味建築品牌。SOHO中國
同樣於去年在香港上市，夫婦倆
的財富亦因此水漲船高，張欣目
前身家達30億美元(約234億港
元)。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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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澤楷連續3年
上鑽石王老五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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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160

178 227

247 277

349 358

428 1062

■張欣 ■楊惠妍

■李嘉誠身家2,063.5
億港元，排《福布斯》
榜第11位。

■施正榮

急增26人
更多非中共人士將晉仕途

萬鋼擔任科技部長已有近一年時間，他今日特別談及
上任之前的「內幕」。2007年5月14日同濟大學百年校

慶時溫家寶總理特地拉 萬鋼的手，對同濟的同學們說，
「你們的校長現在是我的兵了。」萬鋼回憶道，溫總對他
說：「萬鋼同志，你擔任政府的部長，首先就必須做到有
職、有責、有權」，溫總在叮囑他關於科學發展、自主創新
能力建設的問題外，還要他關注行政和科技部黨組合作。

笑稱與書記關係融洽

萬鋼表示，他與科技部黨委書記李學勇關係很融洽，都
是「共和國的同齡人，有同樣感受」。至於科技部日常工
作，萬鋼表示，通過探索已形成了行政和黨組間的合作模
式。部長基本都會參加科技部黨組會議，黨組書記會跟部
長進行充分溝通。重大的、有戰略意義的事情，都會由部
長和黨組共同研究、決定。
萬鋼還特別談及「部長的權力」，他表示，權力是人民

給的，權力背後寄托 中國科技人員的重托。他表示，根
據《國務院部門組織法》，中國實行的是部長全責制，權
力和責任是聯繫在一起，任何人都不能放縱權力，任何人
都不能推諉責任。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6日電】今日亮相的八位民主黨
派主席，是2007年底被選舉出來的新一屆民主黨派領導
人。除民盟中央主席蔣樹聲、九三學社主席韓啟德、台盟
中央主席林文漪連任外，其他均是新面孔。如何看待「中
共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成為外界對這些民
主黨派的政治精英們最關注的問題之一。
民建中央主席陳昌智坦言，除中共之外，沒有一種政治

力量可擔起讓中國繁榮昌盛、讓中國人民富裕生活的歷史
任務。有記者「旁敲側擊」問及民主黨派對於西方政黨制
度的看法，甚至對於處於「被領導」地位的看法。農工黨
中央主席桑國衛表示，中國不搞多黨競選、三權分立，就
實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院制，「如果政策正確，方向正
確，這種制度益處很大，有助於國家的興旺發達，避免很
多牽扯」。

記者會氣氛幽默輕鬆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6日電】「雖然我們叫九三學社，
但並不是九點上班三點下班」，九三學社主席韓啟德的開
場白引得全場充滿笑意。今日是歷史上首次八大民主黨派
主席在發佈會上集體亮相，平均年齡64歲的八位黨主席顯
得充滿活力。
民主黨派主席們在長達2小時的發佈會上始終面帶微

笑，回答問題亦很幽默、風趣。農工黨中央主席桑國衛是
國際知名的醫藥專家，他還曾任WHO長效避孕藥專家指
導委員會委員。當記者問到中國新生兒男女比例失調問題
時，桑國衛在詳細闡述中國生育政策後，不失風趣的說，
「這可不是由於我的技術造成的」，引來一陣善意的笑聲。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6日電】上海市長韓正今天
首次向媒體確認，政府已將有關資料匯報國家發改
委，迪士尼的選址首選在浦東。但他同時表示，目前
還沒有看到國家的任何批文。
全國人大今天舉行小組會審議政府工作報告，上海

市委書記俞正聲、市長韓正下午在上海代表團上接受
記者提問。

韓正：已報國家發改委

兩年半以來一直「只聞樓梯響」的上海迪士尼項目
再度成為媒體追問的焦點，對此韓正也笑言，「我注
意到，近幾年來都有這方面的反映，去年兩會也問
過，每次我都講一樣的話！」
韓正表示，上海迪士尼的選址有各種因素，首選是

在浦東，已將資料匯報國家發改委。不過，他強調，

整項計劃仍要由國務院審批，並非上海市政府決定。
他說，「目前市政府還沒看到批准文件。」
全國政協委員、浦東新區副區長張恩迪在接受本報

記者採訪時表示，「從我個人來講，很希望迪士尼落
戶浦東」。但他馬上補充，「我現在還不知道什麼具
體情況。」

馬時亨：港滬迪園可互補

自上海將引進迪士尼的消息傳出後，不少輿論擔憂
會對本港迪士尼項目產生衝擊。對此，香港商務及經
濟發展局局長馬時亨曾表示，若內地也有一座迪園，
將令13億內地人對迪士尼有更多的了解，反而對香港
迪園的運作有協同作用。而冬季，考慮到香港氣候宜
人，相信有很多遊客仍會選擇到香港迪士尼遊玩，可
形成南北互補的格局。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6日電】在回應廣受爭
議的「磁懸浮」工程時，韓正回應稱，工程仍處
於聽取意見階段。他還特別強調，磁浮專案未被
列入2008年上海重大工程建設專案計劃，暗示該
專案年內可能不會開工。記者注意到，在剛剛結
束的上海兩會通過的「2008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
展計劃」中，京滬高鐵上海段被列為16個新開工
項目之首，並標示將於今年一季度開工。

上海磁懸浮
年內幾無可能開工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6日電】對於目前內地
盛行的「樓市拐點」說，上海市長韓正似乎並不
贊同。他認為，目前媒體對上海樓市出現拐點的
論據，主要集中於房價和交易量。韓正說：「我
個人的意見，上海房地產市場體系目前還是比較
平穩。」韓正表示，從政府角度講，在進行房地
產調控時，除了對市場的關注外，更關心的是住
房保障體系。他介紹，上海目前已經提供廉租房
26,700餘戶，計劃在未來5年內再增10萬戶。同時
還要大量開發中低價位的經濟適用房，「初步想
法是，未來5年全市開發量中20%將是經濟適用
房。」

滬未來5年住宅開發
兩成為平價房

八民主黨派主席坦言
只有中共可令中國繁榮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6日電】台盟中央主席林文漪今
日在談及胡錦濤最新對台講話時表示，大陸正以最大誠
意、盡最大努力，來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胡總講
話對重啟兩岸政治談判、祖國和平統一前景都表達了誠意
和善意，「身為台灣人，我深受鼓舞」。林文漪表示，台
灣「大選」後無論誰上台，都應從對兩岸人民共同利益出
發，維護台海和平。

台盟主席：
台胞深受胡總講話鼓舞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6日電】陶鑄之女、中國市
長協會副會長陶斯亮今日表示，目前中國地方城市市
長任期過短，絕大多數市長都無法完成任期，即上調
或離開。陶斯亮指出，在全國661個城市中隨機抽取
150個城市，發現在2002年到2006年5年間，150個城
市中僅有20個城市的市長沒有更換過。因此，陶斯亮
建議，地方應落實任期制，地方市長至少要做滿一個
任期。
另外，今年是陶鑄誕辰一百周年，也是中共中央為

陶鑄平反三十周年。三十年前，陶斯亮在《人民日報》
上發表了《一封終於發出的信》，在當時產生了巨大
的影響。陶斯亮說，假如她再給父親寫一封信，她會
告訴父親：您當年許許多多想做而沒有做成的事，今
天都實現了。

陶鑄之女
倡地方落實任期制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
京6日電】水利部部長陳
雷（見圖）今日在出席
湖北團審議時透露，國
家氣象局分析了歷史上
四次冬春冰凍雨雪災害
較嚴重的年景後發現，
當年不同流域均爆發了
洪澇災害或乾旱。他認
為，今年內地爆發大洪
水的機率「非常高」。受

近年全球氣候變化的影響，天氣不確定性增加，極端
天氣愈加突出，國家氣象局評價今年年景中等偏差，
預計洪澇與乾旱並行，而且旱災將嚴重於水災。

水利部長陳雷
今夏大洪機會高

萬鋼：黨外部長有職有責有權

迪士尼選址浦東 尚未獲國家批文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6日電】正在北京出席全國
「兩會」的海南政協委員聯名提交提案，希望中央給
予海南更優惠的出入境政策，將海南作為國內公民可
異地辦理簽證的試點；讓簽證機關可在海南為國內遊
客辦理前往其它國家和地區的旅遊簽證，並可在海南
出入境，以實現「一程多站」旅遊合作模式。
提案稱，隨 海南建設國際旅遊島步伐加快，目前

已擁有的21國免簽證和落地簽證政策已不能適應海南

旅遊的發展需要，外國遊客在海南旅遊度假無法超過
15天，更有21國之外的遊客由於簽證手續繁瑣等原
因，放棄進入海南度假旅遊。而周邊的國際知名旅遊
島嶼的免簽證政策均比海南優惠，免簽時間長（最長
90天）、免簽範圍廣（延伸到外國公民個人），對外開
放的國家也比海南多。如果在出入境政策上不取得新
的突破，海南在國際旅遊市場競爭中將難有新的更大
作為，從而制約海南國際化旅遊的發展。

海南盼政策優惠 增強國際競爭力

■上海市長韓正表示，上海迪士尼選址浦東。
本報記者沈立炯 攝

■6日下午，全
國政協十一屆一
次會議記者招待
會在北京人民大
會堂新聞發布廳
舉行。左起：九
三學社中央主席
韓啟德、農工黨
中央主席桑國
衛、民建中央主
席陳昌智、民革
中央主席周鐵
農、民盟中央主
席蔣樹聲、民進
中央主席嚴雋
琪、致公黨中央
主席萬鋼、台盟
中央主席林文漪
共同亮相，受到
中外媒體的熱烈
關注。

中新社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6日電】致公黨

主席萬鋼成為近數十年來中國首位擔任正

部長的民主黨派人士。對於「黨外部長」

是否擁有統領科技部「實權」的提問，萬

鋼清晰地表示：「有職、有責、有權」。

萬鋼預計，未來將有更多像他一樣的非中

共人士走上政治舞台，要「讓更多的

人、更合適的人走上政府管理崗位」。

此外，萬鋼還表示，權力是人民賦予

的。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6日電】13個月內四度「易帥」
的上海，其人代全團會議今天向中外記者開放。在提問
環節，有關社保案何時結案、磁浮工程會否繼續、迪士
尼能否落戶上海等熱點問題，被紛紛拋向上海市委書記
俞正聲和市長韓正。而俞、韓兩人則盡顯「大將風度」，
對於這些「敏感話題」有問必答，與去年兩會時上海團
的「謹言慎行」形成了鮮明反差。

「說社保案結束為時過早」

就涉案數十人、案值數十億的社保系列案，有記者直
截了當地問俞正聲：「社保案何時能結案？」
俞正聲先以較為「外交辭令」的口吻表示，「社保案

是中紀委為主查辦的重要案件，所以這個問題應該提給
他們」。但是，他的回答卻並沒就此打住。

長三角聯動破地區壁壘

話鋒一轉，他坦言，陳良宇尚未「提堂」審判，所以
從法律角度講，「現在說社保案結束好像為時過早。」
他繼而表示，現在社保案涉及上海的官員，需要移交法
辦的，基本都已移交，而「社保案會不會再發現什麼新
的線索，需要今後的實踐來說明這個問題。」
隨 粵港澳一體化的加速，作為中國經濟發展另一大

引擎的長三角何時能實現聯動發展也成為媒體關注的焦
點。而更有上海代表在發言中坦言，兄弟省市曾揶揄上

海搞「黑洞經濟」，只想當「核心」，不願做「龍頭」。本
報記者也特意就此向俞正聲提問，上海在進一步推動長
三角聯動發展上有何計劃？
俞正聲首先澄清，長三角區域協調發展的工作，並非從

他到任上海後才開始展開，而是一個長時間的課題，「去
年近平同志來了（上海）以後又把這個課題加以推進。」
他透露，每年都會有一次江、浙、滬的高層聯席會

議，確定一些重要的題目來作調研。而這些課題的核
心，就是如何打破省市間的地區壁壘，促進各種要素市
場的一體化。最後，俞正聲很坦率地對本報記者表示，
由於結論要在調研之後才能有，「所以現在說要採取什
麼措施，我還不能告訴你。」

俞正聲：社保案未結 陳良宇未「提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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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表示，社保案尚未審結。
本報記者沈立炯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