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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內地152152人人上上《《福布斯福布斯》》富豪榜富豪榜
蓋茨重登榜首 李嘉誠蟬聯亞洲第一

《福布斯》形容2014年富豪榜是創紀錄的一
年，身家 10億美元以上的富豪多達

1,645人，總資產達6.4萬億美元(約 49.7萬億港
元)，比去年的5.4萬億美元(約41.9萬億港元)多出近
兩成。今年有破紀錄的248位富豪新上榜，當中女
性佔42人，也是歷來最多。
由於《福布斯》主要根據上榜者所持股票資產
計算身家，因此股價升跌對排名有很大影響。58
歲蓋茨重登首富，關鍵是去年底微軟管理層大執
位，他和鮑爾默相繼卸下主席和總裁一職，刺激
公司股價反彈，其身家因而大增90億美元(約698
億港元)，達760億美元(約5,897億港元)。

ZARA老板第3
風水輪流轉，過去4年佔據首富寶座的斯利
姆，由於主要電訊業務持續受墨西哥政府打壓，
加上旗下礦業公司因為金銅價大跌導致股價暴瀉5成，拖累其
身家蒸發10億美元(約77.6億港元)，是唯一一名去年身家縮水
的10大富豪。
西班牙連鎖服裝店ZARA母公司Inditex的大股東奧爾特

加，連續第二年排第3，身家增至640億美元(約4,966億港
元)。「股神」巴菲特繼續屈居奧爾特加之下，他去年將20億
美元(約155億港元)捐給蓋茨名下慈善基金，但各項大手筆收
購行動仍讓其身家增至582億美元(約4,516億港元)。

fb朱克伯格身家僅次誠哥
單以身家增幅計，今年最大贏家是排第21的社交網站
facebook創辦人朱克伯格，資產暴漲152億美元(約1,179億港
元)，達285億美元(約2,211億港元)，排名僅次於fb初期投資
者之一的李嘉誠。fb營運總監桑德伯格同樣受fb股價上升帶
挈，首次打入富豪榜。剛獲 fb天價收購的即時通訊軟件
WhatsApp兩名創辦人也成功進入富豪榜，是26名因科網創富
的上榜富豪之一。
今年共有45名香港富豪上榜，仍以李嘉誠排名最高。《福
布斯》稱，如李嘉誠並非一直只透過名下基金投資科網企
業，例如fb、Spotify、Siri和比特幣支付平台BitPay等，其身
家肯定比現在多。
至於中國大陸和台灣，則分別有152名和28名富豪上榜，
大陸首富是大連萬達集團創辦人王健林，全球排第64，其次
是排80位的騰訊創辦人馬化騰和91位的百度創辦人李彥宏。
全球最多富豪上榜的地方是美國，共有492人。■《福布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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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
1(2) 蓋茨 5,897 微軟 美國
2(1) 斯利姆 5,586 電訊 墨西哥
3(3) 奧爾特加 4,966 零售 西班牙
4(4) 巴菲特 4,516 巴郡 美國
5(5) 埃利森 3,724 甲骨文 美國
6(6) 查爾斯．科赫 3,104 綜合企業 美國
6(6) 大衛．科赫 3,104 綜合企業 美國
8(15) 艾德森 2,948 賭場 美國
9(11) 克里斯蒂．沃爾頓及家族 2,848 沃爾瑪 美國
10(14) 吉姆．沃爾頓 2,692 沃爾瑪 美國
17(20) 佩奇 2,506 Google 美國
20(8) 李嘉誠 2,405 長實集團 香港
21(66) 朱克伯格 2,211 facebook 美國
28(98) 呂志和 1,707 嘉華國際、銀河娛樂 香港
35(24) 李兆基 1,521 恆基集團 香港
64(128) 王健林 1,172 大連萬達集團 中國內地
80(173) 馬化騰 1,040 騰訊 中國內地
86(26) 郭氏家族 978 新鴻基地產 香港
91(172) 李彥宏 939 百度 中國內地
117(新上榜) 李河君 799 漢能 中國內地
122(395) 馬雲 776 阿里巴巴 中國內地
153(115) 嘉道理家族 659 綜合 香港

■《福布斯》

財經雜誌《福布斯》昨日公布2014年全

球富豪榜，微軟創辦人蓋茨相隔4年後，

從墨西哥電訊大亨斯利姆手中奪回全球首

富寶座。今年共有破紀錄的152名來自

中國內地的富豪上榜，僅次於美國。香

港長實集團李嘉誠以 310 億美元(約

2,405億港元)身家蟬聯亞洲首富，在全

球排第20位，比去年跌了12位。

奢侈品飆「癲價」 富豪吃不消

近年愈來愈多入門級奢侈品牌興起，分薄Gucci、Cha-
nel、卡地亞等傳統奢侈品牌的客源。這些傳統品牌遂透
過不斷加價，冀提升產品吸引力，抵銷銷量下跌的損
失，但價錢愈來愈貴，甚至連不少豪客也感到難以負
擔。數據顯示，全球奢侈品市場增長近年明顯放緩，料
未來數年將維持低增長，過去幾年的風光恐不再。

奢侈品價格近年明顯飆升，過去5年間，
Chanel絎縫手袋價錢急升7成，飆至每個4,900
美元(約3.8萬港元)；卡地亞Trinity金手環現價
1.63萬美元(約12.6萬港元)，較2009年貴近一
半，升幅遠超平均通脹。有經濟理論認為，低
階及中階產品加價可能嚇走顧客，但高檔奢侈
品加價有助增加商品吸引力。
然而不少批評者質疑此理論，認為這並非推

高營業額的好策略，一旦經濟環境轉差更恐弄巧成
拙。Gucci去年銷售額便下跌了2.1%，路易威登(LV)亦
表示，去年時裝和皮革商品銷售增長由前年7%放緩至
5%。英國老牌手袋製造商Mulberry已警告去年營業額
低於預期，盈利恐重挫，總裁指出，香港Michael
Kors等較便宜的產品吸走公司客源。

圖凸顯品牌價值吸華客
波士頓顧問集團(BCG)數據顯示，奢侈服飾、皮革產

品、手錶、珠寶和化妝品的市場規模去年為3,900億美
元(約3萬億港元)，按年增長只有7%，明顯較2010年
至2012年的11%放緩。BCG估計，未來數年銷售增長
可能徘徊6%。
隨着近年新興國家中產階層崛起，不少歐洲和美國

品牌看中中國遊客龐大消費能力和對奢侈品的需求，
瘋狂加價。紐約研究機構「奢侈品研究所」總裁佩德
拉薩指出，老牌子加價的另一用意，是要區分自家產
品和較便宜的入門級奢侈品，但這反而把顧客推向競
爭對手，恐得不償失。

■《華爾街日報》

憧憬歐央行QE
歐債受捧

歐元區經濟數據欠佳，陷入通縮危機，市場憧憬歐央
行或推出量化寬鬆(QE)提振經濟，投資者熱捧歐洲主權
債券，帶動債息近日下挫，有助減輕各國借貸成本。分
析指，烏克蘭局勢不穩和新興國家出現撤資潮，促使資
金湧入債市避險，亦是歐債受追捧的原因之一。
德國10年期債息率上周跌至1.55厘，是去年中期以來

最低。歐豬國債券同樣受捧，西班牙10年期國債息率跌
至2006年2月以來最低；希臘10年期債券亦自2010年初
以來首次跌穿7厘。
歐盟統計局上周五公布歐元區2月份通脹為0.8%，連

續13個月低於歐央行的2%目標。歐央行行長德拉吉早
前表示，後日的議息會議將是決定貨幣政策方針的關
鍵，令外界憧憬歐央行屆時可能會有大動作。歐央行本
周亦會首次公布2016年通脹預測。■英國《金融時報》

PIMCO「總回報基金」
跑輸7成同業

國際權威基金評級機構晨星前日公布的數據顯示，全
球最大債券基金、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PIMCO)旗下的
「總回報基金」，上月錄得0.517%回報，走出去年虧蝕
1.92%的困境，本年至今累積回報1.877%，但仍較76%
同類基金遜色。
「總回報基金」由「債王」格羅斯創辦，資產規模達

2,370億美元(約1.8萬億港元)。
據晨星統計，基金已大舉減持加拿大債券，並佔去年第
3季整體投資組合僅2%，較一年前的近4%大幅減半。
PIMCO加拿大投資主管德弗林預計，隨着按揭收緊和

貸款利率向上，今年房地產交投和價格將下降，估計加
國樓價將在未來2至5年內逐步下調最多30%。

■路透社/英國《金融時報》

《華爾街日報》昨日報道，蘋果公司正在中
國大陸和台灣新聘數百位工程師和供應鏈經
理，試圖加快產品開發速度和推出更多樣的裝
置。消息人士稱，蘋果正向競爭對手宏達電
(HTC)和其他台灣科技公司挖角，欲在上海和
台北成立團隊。
消息人士表示，蘋果去年中開始大舉徵才，
過去兩年在中國大陸新聘數百位工程師和營運
人員，現時總數超過600人。此外，蘋果去年8
月利用專業人士社交網站LinkedIn，個別接觸
宏達電和蘋果的台灣供應商英業達、廣達等公
司的工程師。

■《華爾街日報》

傳蘋果向HTC挖角
擬設滬台團隊

傳微軟重組人事 兩高層離職
消息人士透露，科技巨擘微軟公司行政總裁納德拉上任

不足一個月，便決定重組高層，曾任前美國第一夫人希拉
里謀臣的廣告及策略執行副主席佩恩，將出任策略總監，
另外2名高層將辭職。
微軟業務發展執行副主席貝茨在2011年Skype被收購時

加入公司，外界視他為前總裁鮑爾默的接班人，消息稱，
他升職落空後準備離職，空缺將由先進策略部門主管魯德
爾接任。市場營銷執行副主席雷勒亦將辭職，由營銷總監
卡波塞拉接替。
佩恩曾在希拉里於2008年角逐民主黨總統提名失敗

後，為她出謀獻策。他近期操刀微軟系列廣告「Don't
Get Scroogled」，攻擊對手Google，引起公司及同業熱
議。據報他出任新職後，不再負責監督廣告預算，改由卡
波塞拉主理。
另外，知情人士稱，Google及三星聯同中國手機製造

商華為及中興，向中國商務部表達憂慮，認為微軟出價收
購諾基亞手機業務可能推高專利授權費。

■彭博通訊社/《紐約時報》

■佩恩曾是希拉里的謀臣。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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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江山代有才人出，今年《福布斯》富豪榜共
有31名上榜者未滿40歲，包括Google共同創辦人
布蘭和佩奇，以及facebook創辦人朱克伯格。去年
底在香港上市的內房股龍光地產(3380)，主席紀海
鵬女兒、非執行董事紀凱婷更以僅24歲之齡，取代
fb另一創辦人莫斯科維茨，成為榜上最年輕富豪。
《福布斯》稱，紀凱婷透過多家公司和家族信

託，持有龍光地產85%股份，身家達13億美元(約
101億港元)，在榜中排1,284。

fb送WhatsApp創辦人上榜
榜上最年輕的

39名富豪，身家
合共1,157億美元
( 約 8,977 億 港
元)，當中有 42%
都是由 fb 的前任
( 初 期創辦人帕
克)、現任(朱克伯
格)、未來(What-
sApp創辦人庫姆)
成員擁有，足見fb

這個全球最大社交網站如何創造新一代富豪。即將
加入fb董事會的庫姆身家為68億美元(約528億港
元)，排第202位。 ■《福布斯》

■Whatsapp共同創辦人庫姆

第21位朱克伯格

第4位 巴菲特

第1位 蓋茨

第3位 奧爾特加

第20位 李嘉誠

■卡地亞其中一款Trinity手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