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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首相卡梅倫與妻子於1996年結婚，但原來在這之前，他
曾於牛津大學交過一名女友。這名女友畢業後與卡梅倫一樣投
身政治，但未幾轉戰商界，之後沉溺酒精和毒品，到2008年忽
然「覺悟」，遁入修道院，由漂亮金髮美女，變成不施脂粉的
修女瑪麗。

現年44歲的修女瑪麗，本名阿謝德，2008年起在美國康涅狄
格州一處偏僻修道院修道。她最近在奧斯卡入圍紀錄短片

《God Is the Bigger Elvis》中登場，其不輸給該片女主角的經歷
引起英國傳媒注意。

曾任馬卓安秘書 一度酗酒吸毒
阿謝德與卡梅倫於1990年春天相戀，翌年夏天分開，當時男

方進入保守黨總部工作，女方則成為時任首相馬卓安的秘書。
兩人之後愈走愈遠，卡梅倫踏上政治星途，阿謝德則離開政

壇，轉到美國賓夕法尼亞
大學沃頓商學院深造。

阿謝德其後加入著名廣
告公司奧美集團，但受不
住成名壓力，酗酒吸毒，
她說，她已試過世人公認
會帶來快樂的東西，但最
後只染上酒癮毒癮，帶來更多寂寞。她亦以為會走上一般人的
路︰遇到最愛、結婚、生小孩，但神引領她走另一條路，如今
生活刻苦，職務包括打掃教堂和照顧乳牛，但她享受生活。

一本有關卡梅倫的傳記指出，二人分手後，阿謝德因太傷
心，要特別請假治療「情傷」。卡梅倫據報也心痛欲絕，並可
能因此再未與政壇女性拍拖。

■《星期日郵報》/《星期日泰晤士報》

英揆前女友 遁入空門當修女

正當英國普羅大眾收入和存款因通脹和低息而縮
水，英國首1,000名富豪總資產卻逆市增長

4.7%，達4,142.6億英鎊(約5.23萬億港元)，是創榜24
年以來新高。

股跌資產縮 米塔爾仍居榜首
前3大富豪皆為在英設有分公司的外籍巨富，都是

從事資源產業，如礦產、鋼材和石油。印度安賽樂米
塔爾公司股價下跌，令米塔爾家族資產縮水近1/4，
但仍雄踞榜首。俄羅斯鋼鐵大亨奧斯曼諾夫和英超球
會車路士班主艾巴莫域治分別蟬聯第2和3位。

上榜華人方面，香港 豐企業李德義家族甫上榜就
打入212位，坐擁4.2億英鎊(約53億港元)資產；同樣
來自香港的英國榮業行創辦人葉煥榮家族，以1.02億
英鎊(約13億港元)資產排第740位；人和商業創辦人戴
秀麗排第91位；另還有英國對沖基金Capu l a
Investment Management創辦人霍焱(Yan Huo，譯
音)。

郭氏四叔鄭裕彤 打入全球榜
「全球50大」方面，4名香港富豪榜上有名。

新鴻基郭氏家族和 基主席李兆基
(四叔)並列第27位；新世界發展主
席鄭裕彤排第43。

今年打入英國富豪榜的女富豪
達108人，較去年多3人。前英國
小姐貝爾塔雷利成為全英女首
富，她和意籍企業家丈夫身家
達74億英鎊(約934億港元)，同
時榮登最富裕夫婦。瑞士首
富、時裝名牌H&M主席佩爾
松之子托馬斯，年僅25歲就
擁有7億英鎊(約88億港元)財
產，蟬聯60名最年輕富豪

榜榜首。
■《星期日泰晤士報》

大劉英國排13
李嘉誠全球膺18

李嘉誠
排名(去年) ：18(19)

行業：地產

國家/地區：香港

財富(港元)：2,020億

坎普拉德
排名(去年) ：9(7) 

行業：零售(宜家傢俬)

國家/地區：瑞典

財富(港元)：3,156億

阿爾諾
排名(去年) ：7(8)

行業：奢侈品(LVMH)

國家/地區：法國

財富(港元)：3,281億

阿爾布雷希特家族
排名(去年) ：5(5)

行業：超市(Aldi) 

國家/地區：德國

財富(港元)：3,534億

斯利姆家族
排名(去年) ：2(2)

行業：電訊

國家/地區：墨西哥

財富(港元)：5,554億

郭氏家族
排名(去年) ：27(27)

行業：地產

國家/地區：香港

財富(港元)：1,515億

李兆基
排名(去年) ：27(30)

行業：地產

國家/地區：香港

財富(港元)：1,515億

鄭裕彤
排名(去年) ：43(120) 

行業：地產

國家/地區：香港

財富(港元)：1,262億

英國經濟連續兩季收縮，技術上進入雙底衰
退。然而《星期日泰晤士報》稱，今年英國
1,000大富豪總身家達4,142.6億英鎊(約5.23萬億
港元)，不但較去年升4.7%，亦高過2008年金融
海嘯前的4,128億英鎊(約5.21萬億港元)高峰，顯
示英國經濟正在初步復甦。

排行榜頭3名富豪總財富縮水57億英鎊(約719
億港元)，但榜上其他富豪身家上升，其中排名
101至250位的身家急升7.8%；排名251至500位
升幅更達9%，遠高於首100位的2.5%升幅。上
榜者財富亦水漲船高，從去年7,000萬英鎊(約8.8

億港元)升至7,200萬
英鎊(約9.1億港元)。

100大富豪 捐1%做善事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英國100大富豪至

少捐出1%財富做善事，為「捐贈榜」推出11年
來首次。榜首的英國藝術家霍克尼，最近捐出
7,810萬英鎊(約9.8億港元)，數額比餘下的3,400
萬英鎊(約4.3億港元)身家多出逾倍。他亦打破多
年來由金融家和商人主導捐贈榜的局面。

■《星期日泰晤士報》

英國執政保守黨近日接連爆出醜聞，其中文化大臣侯
俊偉被指與傳媒大亨梅鐸旗下新聞集團官商勾結，更重
挫聯合政府聲望。最新民調顯示，保守黨支持率已跌至
29%，是2004年以來新低，該黨最受歡迎人物，竟然是
藉電影《鐵娘子》重返國民視線的前首相戴卓爾夫人。

侯俊偉的顧問涉嫌協助新聞集團競投英國天空廣播
(BSkyB)控制權，遭到朝野質問，顧問最終辭職，但侯俊
偉堅拒下台，甚至得到首相卡梅倫公開表示支持。

事件亦令人懷疑卡梅倫跟梅鐸有否存在利益輸送。對
此，卡梅倫否認曾為得到梅鐸報章支持而跟它們達成合
作協議，並稱沒幫助梅鐸競投BSkyB。

YouGov民調顯示，文立彬領導的在野工黨支持率達4
成，相當於保守黨和盟友自民黨的總和。

■法新社/英國《星期日太陽報》/《星期日獨立報》

梅鐸拖累
英保守黨民望8年新低

蘋果公司上個財年純利達342億美元
(約2,654億港元)，但全球業務納稅僅33
億美元(約256億港元)，比例不足10%，
遠低於「全球富豪榜」首位沃爾頓家
族旗下大型連鎖超市沃爾瑪的24%。有
報道指，總部位於加州的蘋果，在世
界各地開設多家小型分公司，充當盈
利中轉站，讓蘋果得以「合法」避
稅，每年金額更是數以十億美元計。

《紐約時報》前日報道，蘋果在美
國內華達州的里諾、愛爾蘭、荷蘭、
盧森堡及英屬維爾京群島等地，皆設

有小型辦公室。這些地方的企業所得
稅率極低，里諾更是零稅率。相反，
加州企業所得稅率則為8.84%。曾主管
蘋果iTunes在歐洲業務的前高層豪陶證
實，蘋果在盧森堡設有分部，可將網
上交易導向盧森堡，蘋果因此只須為
交易所得繳納低稅。

亞馬遜微軟手法雷同
許多資訊科技巨頭如亞馬遜、惠普

(HP)及微軟等，避稅手法亦與蘋果雷
同。《紐時》指，問題反映美國現存

徵稅規定與現代電子商業模式脫鉤，
讓企業得以避稅。過去兩年，71家標
準普爾500指數成份股的科網公司，繳
稅稅率較其餘企業少1/3。

蘋果回應稱，公司營運合符法規，
又指公司在今年上半財年，已向美國
聯邦及州政府繳稅50億美元(約388億港
元)。但《紐時》指出，蘋果未有說明
該數字從何而來，亦未回應避稅問
題，質疑數據包含由僱員所繳的入息
稅。

■法新社/《紐約時報》

全球廣開分公司 蘋果年避稅數十億

沃爾頓家族
排名(去年) ：1(1)

行業：零售(沃爾瑪) 

國家/地區：美國

財富(港元)：6,437億

蓋茨
排名(去年) ：3(3)

行業：電腦(微軟)  

國家/地區：美國

財富(港元)：4,923億

巴菲特
排名(去年) ：5(4)

行業：投資

國家/地區：美國

財富(港元)：3,534億

朱克伯格
排名(去年) ：37(53)

行業：社交網

國家/地區：美國

財富(港元)：1,389億

總資產逆市創新高

英富豪身家狂升 復甦跡象

英國富豪榜(部分)

排名(去年) 人物/家族 行業 財富(港元)

1(1) 米塔爾家族 鋼鐵 1,603億

2(2) 奧斯曼諾夫 礦業 1,554億

3(3) 艾巴莫域治 石油 1,199億

13(15) 劉鑾雄 地產 533億

91(61) 戴秀麗 地產 103億

212(-) 李德義 地產 53億

262(257) 英女王 國家元首 39億

370(537) 霍焱 對沖基金 25億

395(420) 碧咸夫婦 時裝及足球 24億

740(751) 葉煥榮家族 中餐　 13億

■以前■現在

■李嘉誠

全球富豪榜(部分)

《星期日泰晤士報》

昨日公布「全球50大富

豪」榜，長實主席李嘉

誠以160億英鎊(約2,019

億港元)身家排第18。在

「英國1,000名富豪」排

行榜，印度鋼鐵大王米

塔爾家族以127億英鎊

(約1,603億港元)蟬聯榜

首。今年共有5名華人上

榜，其中香港商人劉鑾

雄 憑 藉 地 產 業 務 ， 以

41.4億英鎊(約523億港

元)身家位列第13位，較

去年升2位。
■劉鑾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