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空殼公司轉移盈利
Google5年避稅411億

李嘉誠擁2081億 排名19
排名榜最低門檻是36億英鎊(約462億港元），200位

上榜人士或家族資產總值1.708萬億英鎊(約21.9萬億
港元）。美國零售業巨擘沃爾瑪的沃爾頓家族高踞榜
首，財富總值590億英鎊（約7,578億港元）。第2位的
是墨西哥電訊大亨斯利姆及其家族，財富總值462億
英鎊（約5,934億港元）。第3位是微軟創辦人蓋茨，
財富總值330億英鎊（約4,239億港元）。

「超人」李嘉誠在排名榜名列第19，是排名最高
的中國富豪，身家總值162億英鎊（約2,081億港
元）。《星期日泰晤士報》稱，英國人無論是使用3
電話、從Superdrug（李氏旗下的美容健康用品店）
購買化妝品、運送包裹，無不是在為李嘉誠的財富
作出貢獻，足見李嘉誠的影響力無遠弗屆。

報章盛讚李嘉誠白手興家刻苦創業，指他15歲時
已經在塑膠工廠工作16小時，1950年創業踏上財富之

路，指他的故事「體現香港生意人的雄心壯志」。報
章又指，郭氏家族的新鴻基地產以市值計是全球最
大的地產發展商， 基地產主席李兆基更以獨到揀
股眼光，贏得「亞洲巴菲特」的稱譽。

財富分布比例 北美最多
雖然中國富豪成就斐然，但仍遜於有57名富豪上

榜的美國和加拿大，合共財富總值為5,457億英鎊
（約7萬億港元），顯示北美仍是億萬富豪的搖籃。俄
羅斯有26人上榜緊隨其後，合共財富總值為2,003億
英鎊（約2.6萬億港元）。德國共有21名富豪上榜排名
第3，17人上榜的英國排名第4，印度排名第5。

報章表示，雖然兩岸三地暫時只在榜上佔了10
席，但中國的富豪階層只是剛剛起步，預計未來上
榜的富豪人數將會「暴升」。

■《星期日泰晤士報》

英報預言：中國上榜人數將暴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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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豪建超級地窖享樂

科網企業熱潮再現，繼美國專業人士社交網
站LinkedIn早前在紐約上市之後，facebook的主
要股東、俄羅斯互聯網大亨尤里．米爾納（見

圖），最近更已籌得10億美元（約78億港元），
報道指他將大手入股多家新興科網公司。米爾
納曾經向有「中國亞馬遜公司」之稱的京東商
城（360buy.com）注資3億美元（約23億港元），
一舉成名。

現時科網熱潮再臨，投資公司紛紛磨拳擦
掌，就上市事宜諮詢銀行，希望在新一輪科網
淘金熱中大賺一筆。 ■《星期日泰晤士報》

曾注資「中國亞馬遜」
俄大亨再籌78億掃科網 歐盟經濟事務專員雷恩昨日表示，若

希臘政府不加緊控制公共財政，歐盟會
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做法一致，
停止在下月向希臘批出金融援助。

愛爾蘭或須更多援助
雷恩表示，歐洲央行、歐盟及IMF專家

檢視過希臘最新的季度公共財政審計
後，歐盟會決定是否增加援助。德國

《明鏡周刊》報道，審計將指出希臘去年
得到歐盟及IMF的1,100億歐元（約1.23萬
億港元）金融援助，卻完全未能兌現任
何財政預算承諾，但報道未有透露資料

來源。
另外，愛爾蘭運輪部長瓦拉卡昨日表

示，由於投資者要求愛爾蘭提供「懲罰
性」的超高孳息率，愛爾蘭明年在債市
集資將相當困難，或須向歐盟及IMF再要
求援助貸款。瓦拉卡表示，該國不太可
能明年重回債市，或需待至2013年，意味
需要第二輪貸款或延長現有貸款計劃。

愛爾蘭副總理吉爾摩表示，希臘債務
危機的骨牌效應問題被誇大，令愛爾
蘭、葡萄牙及西班牙的債息飆升，他聲
稱將愛爾蘭與希臘相提並論是錯誤的。

■路透社/法新社

歐盟跟隨IMF  拒增援希臘

全球最富有200人或家族排名榜（部分）
排名 上榜富豪或家族 財富（億港元）

1 沃爾頓家族 7,578

2 斯利姆家族 5,934

3 蓋茨 4,239

4 巴菲特 4,007

5 德國阿爾布雷希特家族 3,532

5 美國科克氏兄弟 3,532

7 宜家家居創辦人坎普拉德及其家族 3,378

8 LVMH集團主席阿爾諾 3,288

9 甲骨文創辦人埃里森 3,160

10 時裝集團Inditex主席奧爾特加及其家族 2,890

19 長實主席李嘉誠 2,081

27 新鴻基地產郭氏家族 1,606

30 基地產主席李兆基 1,516

41 Google共同創辦人布蘭 1,413

41 Google共同創辦人佩奇 1,413

53 facebook創辦人朱克伯格 1,156

71 嘉里集團主席郭鶴年 1,002

109 百度創辦人李彥宏及妻子馬東敏 758

120 新世界發展主席鄭裕彤及其家族 719

141 三一重工創辦人梁穩根 642

168 宏達電子董事長王雪紅及其夫陳文琦 539

180 華置主席劉鑾雄 506

183 中電集團主席米高．嘉道理 488

186 娃哈哈集團創辦人宗慶後 475

《星期日泰晤士報》

全球200大富豪

Twitter首供名單 網民言論不再冇王管

社交網站Twitter用戶無視法庭頒布的「超級禁令」，大爆英
超球星傑斯的婚外情醜聞，被視為網民的勝利。然而，
Twitter日前破天荒遵從美國法院要求，交出數名被指誹謗英
國地方議會議員的網民資料，或意味Twitter用戶的言論不再

「冇王管」。另一方面，英國傳媒找到相信是首名爆出傑斯名
字的網民。

4用戶涉誹謗英區議員
英國南泰因賽德的4名地方議會議員和職員入稟美國加州

最高法院，稱一個名為「Mr Monkey」（猴子先生）的網民發
表誹謗言論，要求Twitter公開4個用戶的聯絡方法、所在資料
及電腦地址。該網民自2008年開始，一直指稱議員選舉舞

弊、吸毒及挪用公共開支。
傑斯的代表律師於本月20日入稟英國高等法院，要求

Twitter在前日之前提供違反超級禁令的網民資料，由於裁決
在美國沒有效力，Twitter最終沒有遵從。然而有法律專家認
為，「猴子先生」的案例意義重大，顯示Twitter和用戶都須
為網上不當言論負責。

與此同時，英國法庭再度頒布超級禁令，事件主角是一名
曾於公共機構任職的退休高層，他被指性別歧視女下屬，傳
媒不得提及他和女事主，以至該公共機構的名字。

爆傑斯婚外情網民曝光
另一方面，相信是首名爆出傑斯婚外情的網民身份曝光，

他名為韋伯利，在銀行任職市場分析員。他得悉傑斯身分的
過程峰迴路轉，上月14日傑斯入稟申請超級禁令之時，一名
曾在圖片通訊社工作的網民，已從友人處得知傑斯的身份，
他在博客暗示主角是來自英超球隊的威爾斯人，而且雖然球
齡老邁，但還是想「多踢1年」。

韋伯利上網找到該網民的博客，知道主角就是傑斯，便於
Twitter直接寫出傑斯之名。但他表示，當時並不知道傑斯已
申請禁令。

■《星期日泰晤士報》/ 《星期日電訊報》/《星期日郵報》

美24歲女被姦 Twitter「分享」感受3小時
美國佛羅里達

州上周五發生強
姦案，24歲受害
人案發後雖即時
報警，但隨即在
微博Twitter與
6 0 0 名 跟 隨 者

「分享」其慘痛
經歷，和網民詳

談3小時後，才被警方勸
喻停止。有創傷康復專
家指，在社交網絡分享
痛苦經歷並不可取，甚
至會使事主「再受害」

（re-victimized），警方也
指此舉或為辯方律師提
供可乘之機。

事件發生在佛州宜博市，事主居住在一輛名為
「韋恩」的改裝校巴，每晚在不同地方停泊睡
覺。上周五當地時間早上7時30分，一名黑人男
子闖進校巴，強姦了事主。

男子離開之後，事主打911報警，並很快登入
Twitter，和網民分享遭受重創的感受—當時距離
她被強姦不夠1小時。她在Twitter寫道：「宜博
市—6呎2吋高、鬍鬚邋遢、穿藍襯衫棕短褲、
駕商用貨車的黑人⋯⋯闖進韋恩強姦了我。慶幸
我仍活 。」

專家憂事主「再受害」
事主的Twitter帳戶有600名「追隨者」，事件立

即快速流傳。追隨者紛紛留下為她祈禱、希望她
盡快康復等留言。事主留言說：「謝謝大家支
持，我今天會試 康復。」事主與跟隨者交流了
數小時，到了早上11時30分左右，她才忽然停止
留言。原來是警方擔心犯人會收到消息，影響調
查，遂命令她停止Twitter。

警方發言人戴維斯表示，已根據受害人提供的
資訊，以容貌拼圖拼出疑犯樣貌，並稱犯人敢在
光天化日下行兇，警方須緊急處理。戴維斯又
指，該名男子被捕之後，相信他的代表律師會在
庭上提及事主的網上留言，或會對她不利。

■《星期日郵報》/綜合報道

超高跳水池、私人法拉利陳列室、電影院，這都是英國一些
超級富豪夢寐以求的室內享受，但因規劃問題，大部分都不獲
英國當局「開綠燈」。富豪們想出興建地窖作為解決辦法，紛紛
在自家大宅地底興建巨大地窖。英國第2富豪奧斯曼諾夫便是當
中的佼佼者，他計劃在地窖興建羅馬浴池，務求得到古羅馬時
代的帝王級享受。

英第二富豪建羅馬浴池
57歲的奧斯曼諾夫身家達124億英鎊(約1,593億港元），自然希

望盡情享受生活。他在倫敦北部的大宅已有一個室外泳池，最
近再申請在住宅地底3英尺下，興建20米長的泳池和溫泉浴池，
終獲當局批准，他的大屋面積會增加1/3。■《星期日泰晤士報》

美國互聯網搜尋引擎龍頭Google的公司口號是「不作惡」，卻被
揭發利用複雜的會計手段，在過去5年避稅至少32億英鎊（約411億
港元）。調查指Google的公司網絡橫跨英美、愛爾蘭、荷蘭、百慕
大5個管轄範圍，海外盈利在旗下的子公司合法地自由轉移，最終
到達避稅天堂，避交鉅額稅項。

根據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的文件，Google去年在全球賺
得178億英鎊（約2,286億港元）盈利，逾半來自美國以外的市場。
英國是Google最賺錢的市場，去年錄得逾20億英鎊（約257億港元）
盈利。然而，《星期日泰晤士報》的調查揭露，Google2009年僅在
英國繳稅300萬英鎊（約3,853萬港元）。

愛爾蘭設聯絡站 盈利送百慕大
調查發現，Google首先將其搜尋及廣告技術版權，註冊於愛爾蘭

都柏林一間空殼控股公司，成為海外收入，避過美國35%重稅率。
該控股公司旗下還有一間子公司，負責處理英國及其他市場的廣告
業務。即使身處英國的客戶，若想向Google落廣告，也得與愛爾蘭
的公司聯絡，而非與英國的公司，因此Google又避過英國的28%稅
率。

然而，儘管愛爾蘭稅率僅12.5%，遠低於美、英兩國，但Google
也「嫌貴」，透過荷蘭的掛名公司，把逾37億英鎊（約475億港元）
盈利，以「版稅」之名送回控股公司後，再送到百慕大的公司。由
於百慕大不向版稅徵稅，遂成為Google的避稅天堂。

■《星期日泰晤士報》

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發表首個全球富豪榜，美國沃爾頓家族力壓墨西哥電訊大亨

斯利姆和微軟創辦人蓋茨榮登榜首。香港首富李嘉誠、新鴻基地產的郭氏家族、 基主

席李兆基，分別排名19、27和30。連同他們在內，兩岸三地富豪在排名榜上共佔了10

席，總財富高達762億英鎊（約9,787億港元）；報章預言在中國每年10%的

強大經濟增長之下，必定會有更多中國富豪打進排名榜。

通過屋下的隱藏隧道，
才能到達長20米的泳池
及溫泉浴池

奈傑拉．勞森及
其丈夫薩奇亦計
劃建造地窖

為避開規劃爭議，奧斯曼
諾夫把其羅馬浴池建在其
倫敦北部大宅地底

26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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泳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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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百慕大三角
互聯網巨擘利用複雜的公司架構，
在過去5年避稅至少32億英鎊
(約411億港元)

Google加州公司 Google愛爾蘭控股公司

Google荷蘭控股公司

Google愛爾蘭公司

Google英國公司

Google百慕大公司

Google總部，外號Google
建築群。2010年全球收入
178億英鎊(約2,286億港元)，
美國企業稅率為35%

獲准把搜尋及廣告技
術版權在美國境外註
冊，以減少繳稅

該空殼公司登記地址為都柏
林一家律師行，持有在美國
境外的版權

有1,400名員工的子公司，
向英國和其它市場銷售網上
廣告。2009年僅繳稅1,500
萬英鎊(約1.9億港元)，稅
率為12.5%

數百億海
外盈利交
回在離岸
避稅天堂
的母公司

百慕大

以Conyers Dill & Pearson
律師行辦公室為登記地址

設於在白金漢宮附近，
聘請1,000名員工，
2009年的稅率為28%，
僅繳稅300萬英鎊
(約3,853萬港元)

英國客戶與愛爾
蘭辦公室簽約，
以減少稅款

阿姆斯特丹
都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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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僱員的掛名公司，接收Google愛爾蘭
公司轉來的37億英鎊(約475億港元)，再
以「版稅」名義送回Google愛爾蘭控股
公司避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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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強姦事件的改裝校
巴。 網上圖片■英國球星傑斯

■疑犯樣貌拼圖。

兩岸三地奪10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