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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加 坡 財 富 研 究 機 構
Wealth-X追蹤超級富豪本年身
家升幅，結果「股神」巴菲特居
首位，身家由年初的464億美元
(約3,598億港元)暴漲127億美元
(約984億港元)，至本月11日的
591億美元(約4,582億港元)。微
軟創辦人蓋茨和賭業大亨、金沙
集團老闆艾德森分別居第2、3
位，銀河娛樂創辦人呂志和則排
第9位。

蓋茨身家增891億
巴菲特每日賺進3,700萬美元

(約2.87億港元)，相當於每小時
身家進賬150萬美元(約1,163萬
港元)。以總財富計，蓋茨仍
是全美首富，其今年身家上
升115億美元(約891億港
元)。
富豪身家上升主要來

自公司股價上升。計算
頭10名今年賺錢最多的
超級富豪，身家合共上
漲1,018億美元(約 7,893
億港元)，超過波多黎各或
斯洛伐克的本地生產總值
(GDP)。

今年10大賺錢王
排名 姓名 職銜 身家升幅(港元)
1. 巴菲特 巴郡董事長 984億
2. 蓋茨 微軟創辦人 891億
3. 艾德森 金沙集團主席 883億
4. 貝索斯 亞馬遜創辦人 876億
5. 朱克伯格 facebook創辦人 814億
6. 孫正義 軟銀總裁 798億
7. 布蘭 Google共同創辦人 721億
8. 佩奇 Google共同創辦人 721億
9. 呂志和 銀河娛樂主席 643億
10. 伊坎 著名投資者 558億

■CNBC

巴菲特日袋2.9億膺賺錢王 呂志和第9
社交網站 facebook 宣布計劃配售 7,000 萬股 A
股，當中4,135萬股來自創辦人朱克伯格，按前日
收市價55.57美元計算，料可集資38.9億美元(約
302億港元)。fb稱配股所得資金可能用於收購
相關業務、科技及其他資產，而朱仔會用資金
交稅，另向慈善組織捐出10億美元(約77.5億
港元)。
朱仔出售的A股股份市值約23億美元(約

178億港元)，同時行使選擇權購入6,000萬股B
股，意味朱仔擁有的投票權將輕微下降。

■法新社/美聯社

fb首配股集資302億
朱仔沽貨交稅

摩根資產亞洲首席市場策略師許長泰表
示，新興債市資金外流風險大過股

市，而新興市場之間的差距會拉闊。BK資
產管理營運總監施洛斯貝格指，若美國成功
推動明年全球經濟，新興貨幣可保持穩定；
相反若明年上半年美國經濟未如理想，新興
貨幣恐插水。

新興貨幣跌巴西嚴防衝擊
退市消息傳出後，巴西雷亞爾跌至每美元

兌2.33雷亞爾，股市升近1%。總統迪爾瑪
表示，巴西已準備好抵禦聯儲局收水影響，
稱「以前外界說美國打噴嚏，巴西便會患肺
炎，這個說法不再成立。」聯儲局年中公布
退市時間表，逼使巴西央行干預匯市。
菲律賓、印尼、泰國等地近期受升美元升
值、內政不穩影響，前景不被看好。泰國財

長吉迪拉稱退市時機正面。菲央行行長泰坦
喬歡迎聯儲局政策正常化，因這意味美國具
備增長動力，有利新興市場股票交易。他估
計短期內大市會波動，但不會出現半年前的
大動盪。菲律賓披索昨跌至3個月低位。
印尼央行副行長沃茲約稱，減少買債規模

略小過預期，但局方聲明提供更明確貨幣政
策走向，有利印尼盾穩定，美國復甦亦有助
帶動印尼出口。印尼盾昨跌至每美元兌
12,239，再創5年新低。

正面回應 日澳股升逾1%
日本和澳洲股市昨均升逾1%。印度孟買

Sensex指數逆市跌0.4%，印度盧比兌美元跌
0.3%；韓圜跌至每美元兌1,060.22，是彭博
追蹤11種亞幣中最差。法國農業信貸銀行外
匯交易策略主管科捷哈稱，亞股相信會正面

回應退市消息，但由於收水決定基於美國經
濟增長向好，意味新興市場爭取資金流入的
情況將更激烈。
安泰亞太研究主管康登表示，美國增長放

緩，通脹令人失望，不利亞洲各國寄望明年
以出口帶動復甦。他估計韓國央行及泰國央
行將維持寬鬆政策。

聯儲局救市成效 債王質疑
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PIMCO)創辦人「債

王」格羅斯表示，所有資產價格均是人為標
價，未來走勢須見美國經濟維持增長2%至
3%，但目前仍未及該水平。他指，聯儲局
針對資產價格推動經濟周期的處理方法令人
懷疑。

■英國《金融時報》/《華爾街日報》/
彭博通訊社/CN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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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聯儲局終於開始退市，會否觸發新興市場新一輪撤資潮成市場焦點，巴

西、日本、東南亞等地股市昨日普遍上揚。法興企業及投資銀行業務經濟師馬爾

科夫斯卡指，局方前瞻指引說服市場收水不等於收緊貨幣政策，但局方手段長遠

是否有效成疑，大市可能要面對痛苦調整階段。'	'	3�3�3�3�

聯儲局啟動退市令金價進一步受壓，
前日一度跌穿每盎司1,200美元，是今
年6月以來首次。瑞銀環球商品分析師
摩根表示，隨着市場流動性減少導致通
脹風險下降，將進一步削弱避險資產需
求，預料金價未來兩年平均徘徊1,200
美元水平。
受通脹溫和及聯儲局醞釀退市影響，

金價今年已累跌28%，極可能13年來首
次錄得全年下跌。倫敦金價前日一度急
挫1.5%，至每盎司1,199.63美元，Co-

mex 2月黃金期貨更重挫3%至1,198美
元。彭博社資料顯示，前日交投量較過
去100天平均高出1倍，反映投資者大
舉拋售黃金。
亞洲澳盛銀行環球市場研究主管里德

爾指出，美元走強亦為金價構成壓力；
受聯儲局退市帶動，美元指數昨日上升
0.6%。里德爾表示，隨着美元逐漸走
強，投資者長期持有黃金的動力將減
少，認為金價可能下試1,180美元。

■彭博通訊社/CNBC

聯儲局退市刺激美元匯價，亞洲多隻
貨幣均受壓。日圓匯率昨一度跌至
104.36日圓兌1美元，是2008年10月
以來最低。國際債券大師富斯認為，在
日揆安倍晉三的寬鬆政策帶動下，圓匯
未來12個月可能下試112日圓。
追蹤美元兌10隻主要貨幣匯價的彭

博 美 元 指 數 昨 上 升 0.1% ， 報
1,021.58，而彭博－摩根大通亞洲貨
幣指數則下挫0.3%至115.66。馬來
西亞令吉跌幅是9月以來最大，菲律

賓披索、泰銖和印度盧比均下跌超過
0.3%。韓圜未能倖免，下滑0.9%至
1,060.22韓圜兌1美元，韓國企劃財
政長官玄旿錫表示會密切關注市場對
聯儲局退市的反應。
法巴投資大中華地區高級策略師羅

念慈指出，聯儲局退市反映美國經濟
改善，促使投資者將資金重投北美和
其他發達市場，包括亞洲在內的新興
市場未來恐面臨撤資潮風險。

■法新社/路透社/彭博通訊社

通脹風險減 金價跌穿半年低位 美匯飆 日圓5年新低

伯南克離任前親口宣布開始退市，
交代收水及加息路線圖，反映他即使
不在其位，影響力仍存。英國《金融
時報》形容伯南克儼如退下8年機長
崗位，但飛機再度起飛前，他已設定
自動導航模式，限制繼任人大熱耶倫
的發揮空間。

聯儲局收水成定局，耶倫
接任後，將要負責決定經濟
數據與退市步伐的聯繫，若
美國經濟表現未及預期，是
否維持目前超低利率；當通
脹遠低於2%，局方要如何
應對。高頻經濟公司首席
美國經濟學家奧沙利文表
示，問題歸根結柢是，耶

倫是否知道何時應開始減少經濟刺激
政策。
民主黨參議員曼基早前在銀行委員

會反對提名耶倫，但耶倫支持收水令
曼基改變主意，表明在全院表決投贊
成票。1990年代與耶倫在政策委員會
共事的邁耶稱，耶倫代表局方政策延
續性，是一個重要元素。

新副主席地位高 或掀衝突
耶倫亦會遇到令伯南克頭痛的問

題，包括內部經常出現分歧，以及政
策委員會成員公開唱反調。有傳美國
總統奧巴馬將提名以色列央行前行長
費希爾，擔任聯儲局副主席，費希爾
有望在聯儲局及全球經濟政策圈支援

耶倫，但其江湖地位可能令他與耶倫
有衝突。

伯老卸任後續居華盛頓
伯南克在記者會稱，下月卸任後將

留在華盛頓，未有具體長遠計劃，但
不會回到南卡羅來納州家鄉陪伴親
人，「他(叔父)85歲，仍很健壯。」
■英國《金融時報》/《華爾街日報》

「機長」設自動導航 耶倫難發揮
美國參議院前日以64票贊成、36票反對，通過2014

和2015財年政府預算案，交總統奧巴馬簽署生效後，將
大大降低聯邦政府未來兩財年再次關門的可能性。聯儲
局主席伯南克表示歡迎，指民主、共和兩黨重新合作，
有助增強經濟信心。
眾院上周四表決通過該預算案。預算案設定在未來兩

年，國防和非國防項目開支可獲630億美元(約4,884億
港元)補貼，平衡自動削赤機制的影響。議案還包含數十
項旨在削赤的條款，涉及削赤約230億美元(約1,783億
港元)，不過並無處理提高債限問題。

商開支法案 醫保料成火頭
通過預算案後，參眾兩院的撥款委員會將開始制訂連
串開支法案，預料會出現不少爭拗，資助「奧巴馬醫
保」是火頭之一。議員須於下月15日前通過開支法案，
否則華府可能再次停運。 ■《華爾街日報》/路透社

預算案參院過關
伯老：兩黨合作增經濟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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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倫

■■受聯儲局退市的正面影響受聯儲局退市的正面影響，，
日股上升逾日股上升逾11%%。。 法新社法新社

■■巴菲特身家暴巴菲特身家暴
漲漲。。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退市衝擊多國貨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