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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兩岸三地合共有187人上榜，其中122人來自內地，遠多於去年95
人，39人來自香港，26人來自台灣。在香

港，僅次李嘉誠的是 基集團主席李兆基，身
家203億美元(約1,574億港元)，在全球排24
位；新鴻基地產郭氏家族以200億美元(約
1,551億港元)排名26；去年退任新世界發展
主席的鄭裕彤則排44位。

宗慶後蔡衍明 成兩岸首富

娃哈哈集團創辦人宗慶後以116億
美元(約900億港元)身家成為中國內
地首富；他亦是榜上唯一身家超過
100億美元(約776億港元)的內地富
豪。躋身內地富豪前三的還有大連
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身家86億美
元(約667億港元)、以及三一集團董事長
梁穩根，身家73億美元(約566億港元)。

旺旺集團主席蔡衍明以98億美元(約760億港元)，榮登
台灣首富。富邦集團創辦人蔡萬才及鴻海集團董事長郭
台銘分別排第2及3。

亞太富豪人數勝歐 美國最多

今年《福布斯》榜單共有
1,426人入選，創歷來新高，
這些億萬富豪的平均淨財富
為38億美元(約295億港元)。
當中美國共有442名億萬富豪
上榜，亞太及歐洲分別有386
及366人上榜。內地富豪比俄
羅斯略多12人。

■路透社/《福布斯》

權威財經雜誌《福布斯》昨公布2013年全球富豪榜，墨西哥電

訊大亨斯利姆再次榮登榜首，身家據估計達730億美元(約5,662億

港元)，領先微軟創辦人蓋茨的670億美元(約5,196億港元)。身家

暴漲最多的時裝集團Zara創辦人奧爾特加排名升至第3，將「股

神」巴菲特13年來首次擠出三甲。香港首富李嘉誠以310億美

元(約2,404億港元)身家，由去年第9位攀升至第8位。

《福布斯》本年度全球富豪榜
中，不乏來自中國內地的生力軍，
其中一位較為港人熟悉的，是排名
第868的智能手機製造商小米科技
共同創辦人、主席兼行政總裁雷軍

（見圖），他更被喻為「中國版喬布斯（蘋果公司已故
創辦人）」。

雷軍現年43歲，畢業於武漢大學電腦系，已婚並

育有兩兒。據《福布斯》稱，他的淨資產達17.5億美
元（約135.7億港元），在內地富豪中排第53位。他得
以晉身富豪榜，全因小米的估價飆升及其社交遊戲公
司歡聚時代去年11月在美國納斯達克交易所上市。

此外，雷軍擁有數家內地網絡企業的少量股份，包
括在本港上市的軟件公司金山、流動瀏覽器供應商
UC瀏覽器、私人網上交易公司凡客誠品及拉卡拉。

■《福布斯》

90歲的全球最大化妝品集團歐萊
雅繼承人貝當古（上圖），身家進
賬60億美元(約465億港元)，達300
億美元(約2,326億港元)，成為
《福布斯》全球女首富，全球富

豪榜排名第9位。今年上榜女富
豪人數從去年的104人增至138
人，新晉女富豪包括知名時

裝設計師托莉．伯奇，以及
來自香港的金利豐行政總

裁朱李月華（下圖）。

首次登榜的朱李月華54歲，公眾均
以朱太相稱，屬投資界頂級人物。其
父李惠文為澳門賭業元老級人馬，憑
父輩的人脈加上出色交際手腕，朱太
在金融圈中打響名堂，成為華資證券

「一姐」。她日前亦首次打進《2013年
亞洲50大商業女強人名單》。

貝當古患有腦退化症，去年已將董
事局職位傳給男孫，而經過與女兒3
年的訴訟後，她的財富前年亦已交給
女兒監管。 ■《福布斯》

歐萊雅繼承人膺女首富

金利豐朱太首入榜

美國自動削支機制啟動，輿論批評總統奧巴馬寸步
不讓，令噩夢成真。白宮高級經濟顧問斯珀林前日表
示，奧巴馬提出在醫療保險及社會保障等項目妥協，
爭取共和黨議員同意取消自動削支機制，避免衝擊本
土經濟。共和黨亦釋出善意，眾議院議長博納稱兩黨
會盡力避免本月27日出現「政府關門危機」。

斯珀林稱，奧巴馬上周六致電民主共和兩黨議員，
表示願意修改社保及醫療制度的長期申領福利條件，
從而削減部分開支，換取共和黨支持加稅改善財赤。

博納表示會盡最大努力維持政府正常運作，本周會
爭取眾院通過「可持續議案」，確保政府到9月30日本
財年結束前均有足夠資金。

參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康奈爾稱，期望兩院加強合
作，指自動削支幅度未如想像中嚴重，共和黨願意跟
奧巴馬「有商有量」，前提是不會進一步加稅。

■路透社/彭博通訊社/《華盛頓郵報》

獲提名接掌日本央行的
亞洲開發銀行行長黑田東彥昨出席日本眾院
議院運營委員會聽證會，揚言為使國家擺脫通
縮，「什麼事都會做」，承諾掌管央行後，將
推行更大膽貨幣寬鬆(QE)政策，以早日實現
2%通脹目標，形容這是「重要使命」。

央行擬於2014年才實施無限期QE，黑田稱
會探討提前推行的可能性，又指兩年時間是達
成2%通脹目標的合適期限。他批評央行現行
政策不足以解決通縮問題，指「買債等的規模
及對象都不夠充分」，但讚揚首相安倍晉三的
經濟政策，認為央行的貨幣政策若與政府一
致，將發揮更大效果。黑田重申，QE政策並
非旨在削弱圓匯，而在於擺脫通縮，強調這對
亞洲以至世界經濟都非常重要。

■共同社/中央社/彭博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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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上月登記失業人數上升
5.9萬人，504萬人無工開，服務
業是重災區。

國際航空集團(IAG)旗下西班
牙Iberia航空的工會不滿公司計
劃裁走兩成員工，昨發起第二
輪工潮，預計持續至周五，本
周要取消約1,300個航班。

■法新社/美聯社

西國失業人口
突破500萬

過去一個月，美國削支機制啟動、
意大利政局僵持等壞消息接踵而至，
但美股整體仍然向好，全賴大批新資
金湧入。分析指，除了市場談論得最

多的基金債轉股「大
轉

向」(Great Rotation)外，近期回流股市
的資金中，還有大批一直潛伏於市場
以外的現金資產，意味美股未來將更
加不受壞消息左右，升勢可望持續。

去年以來，市場信心好轉令投資者
更有意慾入市，基金紛紛出售回報較

低的債券，增持風險較高
但回報

也較高的股票，形成所謂「大轉向」。
不過摩根大通期貨及期權業務副主席
菲茨西蒙斯指出，當前美股升勢背後
的更大原動力，其實是之前一直按兵
不動的市場現金。

追求高回報 下跌空間有限

菲茨西蒙斯說，目前大市偏向謹
慎，雖有眾多不利因素，但不

差過過去數

年，大幅調整機會較低。IG Markets
分析師休斯表示，自動削支對大市的
風險言之尚早，但尋求較高回報的氣
氛瀰漫，股市下跌空間有限。

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上周五收市再
創5年新高，標準普爾500指數也一直
在1,500點以上徘徊，距歷史高位1,565
點只差47點。菲茨西蒙斯預料，標指
雖有可能跌穿1,500點，但該水平有支
持。

■CNBC/英國《金融時報》

現金久休出動

削支意局無阻美股升勢
美國自動削支機制上周啟

動，國會消息稱兩黨達成預算
共識前，削支情況恐維持數
周，加上中國服務業增長放
緩，美股昨全線下跌。道瓊
斯 工 業 平 均 指 數 早 段 報
14,041點，跌48點；標準普
爾500指數報1,514點，跌3
點；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報
3,164點，跌5點。

歐股個別發展。英國
富時100指數中段報6,342
點，跌35點；法國CAC
指數報3,702點，升3
點；德國DAX指數報
7,681點，跌26點。

■彭博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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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電訊大亨續稱霸 股神「墮馬」

《福布斯》
富豪榜 8

上榜新人王︰「中國版喬布斯」雷軍

《福布斯》全球富豪榜(部分)
排名(去年) 富豪 身家(億港元) 業務/企業 國家/地區

1(1) 斯利姆 5,662 電訊 墨西哥
2(2) 蓋茨 5,196 微軟 美國
3(5) 奧爾特加 4,421 Zara 西班牙
4(3) 巴菲特 4,149 巴郡 美國
5(6) 埃利森 3,335 甲骨文 美國
6(12) 查爾斯．科赫 2,636 科氏工業集團 美國
6(12) 大衛．科赫 2,636 科氏工業集團 美國
8(9) 李嘉誠 2,404 長實集團 香港
9(15) 貝當古及其家族 2,326 歐萊雅 法國
10(4) 阿爾諾 2,249 LVMH 法國
13(20) 彭博 2,094 彭博公司 美國
20(24) 佩奇 1,783 Google 美國
24(29) 李兆基 1,574 基集團 香港
26(27) 郭氏家族 1,551 新鴻基地產 香港
44(39) 鄭裕彤 1,240 新世界集團 香港
86(146) 宗慶後 900 娃哈哈 中國內地
98(178) 呂志和 829 嘉華集團 香港
115(144) 米高．嘉道理及家族 736 綜合企業 香港
128(276) 王健林 667 大連萬達集團 中國內地
145(232) 吳光正 620 九龍倉 香港
158(113) 梁穩根 566 中國三一重工 中國內地
166(146) 劉鑾雄 542 華人置業 香港
233(276) 鄧耀及其家族 403 百麗國際 香港
262(442) 許榮茂 372 世茂房地產 香港
286(314) 何超瓊 341 信德集團 香港

■《福布斯》

奧巴馬福利妥協

換共和黨煞停削支

■受自動削支困擾的奧巴馬在記者會上不斷黑面。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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