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桑奇遭「解密」自傳爆美設局陷害

美富豪榜排名(部分)
排名/富豪 身家 年齡 身份

(億港元)

1 蓋茨 4,603 55歲 微軟創辦人

2 巴菲特 3,042 81歲 巴郡掌舵人

3 埃利森 2,575 67歲 甲骨文創辦人

4 查爾斯．科克 1,950 75歲 科氏工業集團行政總裁

4 戴維．科克 1,950 71歲 科氏工業集團行政總裁

6 克里斯蒂．沃爾頓 1,911 56歲 沃爾瑪繼承人約翰．沃爾頓遺孀

7 索羅斯 1,716 81歲 量子基金創辦人

8 艾德森 1,677 78歲 金沙集團主席

12 彭博 1,521 69歲 彭博通訊社創辦人

13 貝索斯 1,490 47歲 網上書店亞馬遜行政總裁

14 朱克伯格 1,365 27歲 facebook創辦人

15 布蘭 1,303 38歲 Google創辦人

15 佩奇 1,303 38歲 Google創辦人

17 約翰．保爾森 1,209 55歲 對沖基金經理

18 米高戴爾 1,170 46歲 電腦生產商戴爾公司創辦人

19 鮑爾默 1,084 55歲 微軟總裁

37 梅鐸 577 80歲 新聞集團行政總裁

39 喬布斯 546 56歲 蘋果公司創辦人

50 施密特 483 56歲 Google行政總裁

81 王恆 312 62歲 金鷹國際集團董事長

117 史提芬史匹堡 234 64歲 荷里活名導演

130 馮國經 218 65歲 利豐集團主席

130 孫大衛 218 59歲 金士頓科技公司創辦人

130 杜紀川 218 70歲 金士頓科技公司創辦人

130 史提芬．永利 218 69歲 永利度假村集團主席

188 格羅斯 171 67歲 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創辦人

242 高民環 140 62歲 衛星定位系統生產商Garmin總裁

375 楊致遠 85.8 42歲 雅虎創辦人

《福布斯》

財經雜誌《福布斯》前日公布2011年度美國富

豪榜，著名國際金融炒家索羅斯首次在400名上榜

富豪中，打入頭10名，以220億美元(約1,716億港

元)身家排名第7。微軟主席蓋茨以590億美元(約

4,603億港元)身家連續第18年高踞榜首，其好友

「股神」巴菲特繼續穩佔第2位，卻是頭20名中唯

一在去年身家縮水的富翁。

巴菲特旗下投資旗艦巴郡的股價在過去一年急跌9%，加
上慈善捐獻等，令「股神」身家減少60億美元(約468億

港元)，跌至390億美元(約3,042億港元)，雖然保住美國第2大
富豪的地位，但與第3位的甲骨文創辦人埃利森的身家差距
明顯收窄，後者資產急增22%至330億美元(約2,575億港元)。

澳門業務帶挈 金沙主席進駐第8
索羅斯成功首次打入美國10大富豪之列，除因為他在金融

危機期間投資黃金及相關證券獲利，同時亦由於他7月決定關
閉名下對沖基金後，向《福布斯》披露了更多財務資料，讓其
身家「急增」78億美元(約609億港元)。澳門博彩業蓬勃，帶挈
金沙集團主席、美國賭城大亨艾德森的身家增加68億美元(約
531億港元)至215億美元(約1,677億港元)，排名亦升至第8。

身家暴漲827億 「朱仔」最勁
不過若論身家升幅，無論索羅斯抑或艾德森都及不上一位

27歲的年輕小伙子。全球最大社交網
站facebook創辦人朱克伯格的資產
去年暴漲106億美元(約827億港
元)，達175億美元(約1,365億
港元)，富豪榜上排名14，超
越Google創辦人佩奇和布蘭
(並列15)、戴爾電腦創辦人戴
爾(18位)及微軟總裁鮑爾默
(19位)。

■美聯社/路透社/

《福布斯》

蓋茨18連霸 股神身家縮水續當老二

美400富豪榜

《福布斯》3月公布本年度
全球富豪榜，美國及中國億
萬富豪人數分別居首兩位，
該雜誌本月先後公布兩國400
大富豪榜，正好將兩國富豪
比拼一下。論身家豐厚及整
體億萬富翁人數，美國仍遙
遙領先中國，然而中國富豪
平均年齡比美國低，發展潛
力無限。

美國400大富豪總財富為
1.53萬億美元(約12萬億港
元)，中國則為4,590億美元
(約3.5萬億港元)。美國首
富、微軟公司創辦人蓋茨身
家為590億美元(約4,600億港
元)，是中國首富、三一重工
董事長梁穩根的93億美元(約
725億港元)的6倍多。梁穩根
身家只能與美國榜上第33位
富豪看齊。美國排第400位的
富豪身家有10.5億美元(約
81.8億港元)，意味仍有不少
億萬富豪未能上榜，中國億
萬富豪則有146人。

地產商成主流
然而中國在其他方面卻有

優勢，中國富豪榜今年新增
94個新面孔，美國只有24位
富豪新上榜。這反映中國富
豪向上流動更活躍，中國整
體宏觀經濟表現和進入資本
市場狀況較佳。

中國富豪平均年齡為50
歲，仍處人生高峰，將來仍能叱 市場。
美國富豪平均年齡達65歲，已到長者階
段。在地理上，中國富豪較為集中，55%
居於10大城市，美國相應比例為39%。至
於富豪所屬行業也大相徑庭，中國房地產
大亨繼續成為富豪榜主流。

■《福布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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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佐治亞州監獄昨日在一片質疑聲
中，注射毒針處決1991年被裁定謀殺警
員麥克費爾的死囚戴維斯。行刑前，戴
維斯堅稱自己無辜。這宗疑點重重、牽
涉種族問題的案件拖延20年，期間維斯
的面孔出現在各國終結死刑運動的海報
上，數百萬人聯署請求免除其死刑，甚
至美國前總統卡特、南非大主教圖圖和
教宗本篤十六世亦曾表達關注。

戴維斯原定在當地時間前晚7時(香港
時間昨早7時)處決，佐治亞州杰克遜最
高法院花4小時考慮暫緩處決的要求，
但最終予以否決。執法人員於10時53分
對戴維斯注射毒藥，15分鐘後(香港時間
昨早11時08分)宣布他死亡。

「我不是奪走你們兒子的人」
目擊死刑過程的當地電視台攝影師透露，戴維

斯被綁在床上，望向麥克費爾親友，說︰「我當
時沒有槍，我不是奪走你們兒子、父親和兄弟的
人。」事發於1989年8月19日，休班警員麥克費
爾在佐治亞州一間Burger King快餐店外，目睹有
露宿者遭人毆打及持槍恐嚇，上前阻撓時遭槍
殺。目擊者供稱戴維斯是兇手，但警方一直找不
到相關證物，2年後陪審團根據口供及環境證據
裁定戴維斯死罪。 ■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

爆料網站「維基解密」創辦人阿桑奇因公
開美國外交電文，成為全球風雲人物，吸引
英美出版商去年以93萬英鎊(約1,119萬港元)訂
下其自傳合約。阿桑奇後來突然反口叫停，
但出版商仍按計劃昨日開售，令他大為光
火。據報阿桑奇在自傳中稱，承認曾與控告
他性侵的兩名女子上床，但都是你情我願，
強調自己「可能是大男人，但不是強姦犯」，
指出或是美國政府設局令他在瑞典陷入桃色
風暴。

40歲的阿桑奇去年被控強姦後，一直軟禁
在英國，會否引渡至瑞典受審仍是未知數。

他去年12月與愛丁堡出版商Canongate及美國
的Alfred A Knopf簽署93萬英鎊的出版合約，
並依靠50萬英鎊(約602萬港元)預繳稿費，支付
高昂的律師費用。Canongate稱，《阿桑奇︰
未經授權的自傳》內容來自阿桑奇軟禁期
間，在英格蘭東部的朋友家中接受長達50小
時的訪問。

出書搵錢打官司 毀約觸怒書商
報道稱，阿桑奇今年3月看過初稿，至6月7

日突然通知出版商終止合約，據稱是擔心自
傳內容會給美國口實，將他引渡到美國受

審。然而阿桑奇卻沒歸還預付稿酬，逐與出
版商發生爭執。當時Canongate已將版權售予
30間出版社，預定在全球逾35個國家發售。

據英國《獨立報》報道，阿桑奇在自傳中
大談自己成長歷程，例如首次犯法、自認與
其他黑客一樣有「孤獨症」、入侵美國防網絡
所得到的快感等等。對於強姦指控，阿桑奇
相信是美國設局對付他，但也可能因他未有
回覆該兩名女子的電話，她們懷恨在心而誣
告他。阿桑奇昨日發聲明否認自傳與他有
關，形容書本內容「完全失實」。
■《獨立報》/《每日電訊報》/美聯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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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蘋果公司雖然沒宣布何時會推出最新的iPhone

5，不過美國前副總統兼蘋果董事會成員戈爾漏
了口風，透露「多款新iPhone」將於10月上市。

戈爾前日在南非約翰內斯堡舉行的「發現投資
領袖高峰會」發表演說。與會的科技時尚雜誌

《Stuff》南非版編輯沙普沙克表示，當戈爾提到
電腦業的增長時，他說：「更別提到下月要上市
的多款新iPhone。」若戈爾所言屬實，這表示蘋
果將推出不只一款iPhone手機。蘋果發言人拒絕
回應此消息。

■美聯社

戈爾漏口風︰
多款iPhone下月開售

美國科技公司華裔顧問焦婉瑩
(Winifred Jiau)(見圖)因涉及內幕
交易案受審，前日被判囚4年，
罪名包括證券詐欺及與對沖基金
合謀，企圖非法取得市場優勢。

台灣出生、現年43歲的焦婉
瑩，被控洩露從晶片製造商美滿
電子科技和輝達取得的內幕資
訊。檢察官指出，焦婉瑩將資訊
洩漏給市場分析師佛利曼和避險

基金創辦人貝萊。佛利曼已認罪，並提出不利焦婉
瑩的證詞。另一名涉及內幕交易、因消息來源眾多
而被稱為「八爪魚」的34歲前證券交易員高佛，則
於同日被判入獄10年。 ■路透社

美華裔內幕交易囚4年
英國5歲男童阿什曼出生時，額頭就有一

塊非常顯眼的紅色胎記，為將胎記祛除，醫
生在阿什曼前額植入兩個擴展器，令他的頭
部仿似長出兩隻「犄角」(見圖)。醫生稍後
會將「犄角」上多長出來的皮膚移植到胎記
上，把原本紅色的胎記蓋住。

阿什曼當「小龍人」的生活只需持續4個
月，之後醫生就會取出擴展器，令他的額頭
回復正常。儘管有心理準備，阿什曼的母親
看到兒子的模樣還是驚訝不已，戴擴展器的
幾個月內阿什曼也受到不少嘲笑。「擴展器
比我想像的大得多，他可愛的小腦袋突然長

出兩個這麼大的角，這不是小惡魔的樣子麼？」阿什曼的母親凱倫
說，「他承受了這一切，從來沒哭鬧要取掉。」 ■《每日郵報》

英童頭長「犄角」 植皮除胎記

■阿桑奇稱自傳未獲他授權出
版。 美聯社

■戴維斯(左)被裁定槍殺警員麥克費爾
(右)。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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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羅斯殺入十大

2011年9月23日(星期五)

■索羅斯首次打入
《福布斯》美國富豪
榜前10位。

網上圖片

■蓋茨連續18
年坐穩榜首。

資料圖片

■《福布斯》雜誌封面。■《福布斯》雜誌封面。■《福布斯》雜誌封面。■《福布斯》雜誌封面。■《福布斯》雜誌封面。■《福布斯》雜誌封面。■《福布斯》雜誌封面。■《福布斯》雜誌封面。■《福布斯》雜誌封面。■《福布斯》雜誌封面。■《福布斯》雜誌封面。■《福布斯》雜誌封面。■《福布斯》雜誌封面。■《福布斯》雜誌封面。■《福布斯》雜誌封面。■《福布斯》雜誌封面。■《福布斯》雜誌封面。■《福布斯》雜誌封面。■《福布斯》雜誌封面。■《福布斯》雜誌封面。■《福布斯》雜誌封面。■《福布斯》雜誌封面。■《福布斯》雜誌封面。■《福布斯》雜誌封面。■《福布斯》雜誌封面。■《福布斯》雜誌封面。

2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