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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需父幹
富貴要拼爹

2014 港超級富豪
數據撮要
◆ 3,335 人 ， 淨 資 產 值 總 額
5,950 億美元，人數亞洲排第 4，
全球排第13。
◆每 100 萬名香港居民中，就
有超過 460 名超級富豪，比率較
全球平均水平高20倍。
◆港超級富豪中，女性佔近四
分之一，比例全球最高。
◆港近半數超級富豪的部分財
富來自財富繼承。
◆港超級富豪近 10%財富來自
房地產，該比例全球最高。
註：超級富豪定義為其淨資產
達3,000萬美元或以上（逾2.3億
港元）
資料來源：Wealth-X 及瑞銀
《2014年世界超級財富報告》

港超級有錢人 半數係富二代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涂若奔）人人都夢想「勤勞致富」，然而在現
實生活中，有人奮鬥一生僅能餬口住劏房，有人卻含着金鑰匙出世，靠
爹享盡富貴榮華，事業信手拈來。昨日一項有關超級富豪的調查報告指
出，香港淨資產 3,000 萬美元或以上（逾 2.3 億港元）的超級富豪人
數，今年達到 3,335 人創新高，但接近半數超級富豪的財富是來自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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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富」逾三千 增速近 4 倍
香港向來是超級富豪的聚集地，無論是富豪的人
數還是財富總量，都呈現愈來愈快的增速。瑞銀及
Wealth-X 昨日發表《2014 年世界超級財富報告》
披露，今年香港的超級富豪人數於亞洲排行第 4，
於全球排行第 13，總共為 3,335 人（見表），較去
年增加 155 人，增速是去年的近 4 倍。每 100 萬個
香港居民中，就有超過 460 個超高淨值人士，比率
較全球平均水平高出 20 倍。這些富豪的財富淨總
額較去年增加 12.3%至 5,950 億美元。平均每個富
豪的淨值增加 7%至 1.78 億美元，較全球平均水平
高出近4,000萬美元。
有趣的是，在財富來源上，有接近半數的香港超
級富豪是靠「財富繼承」，顯示「富二代」甚至
「富三代」正在日漸成為富豪階層的主角。瑞銀財
富管理北亞太區首席投資總監浦永灝昨於記者會上
表示，香港在 60、70 年代經濟起飛時期，第一代
富豪在傳統行業有大量發迹致富的機會，然而隨着
香港成為較成熟的經濟體，不再以高速增長時，傳
統行業的發達機會亦隨之減少。

投資法制佳「土豪」紛移港
除此之外，調查還發現，本港還有相當一部分超

承，都是「富二代」、「富三代」。調查又顯示，香港超級富豪中，富
婆佔近四分之一，比例全球最高。
級富豪，是由內地移民來港的「土豪」。浦永灝表
示，香港具有開放的投資市場，良好的生活環境，
加上法規制度較完善，這些優勢吸引了許多高端人
士來港定居。不過，內地經濟近年也放緩，以往產
生最多富豪的行業，例如房地產和礦業等，賺錢的
機會明顯減少，今後應該不會再輕易產生超級富
豪，這將令移民來港的富豪人數也受到影響。
以此推算，在香港土生土長而又能白手起家的新
晉富豪，人數恐怕不多，似乎印證了近年來興起的
「拚搏不如拚爹」的悲觀論調。但浦永灝指出，在

新興行業仍有許多發達致富的機會，特別是 IT、
互聯網相關行業，及高科技、設計和一些創意產
業，機會反而愈來愈多。
事實上，報告披露的內地富豪統計數字也顯示，
今年內地擁有淨資產值 3,000 萬美元或以上的人
數，較去年增加 3.7%至 1.11 萬人，為全球第五
大，其中有 9 成的財富來自白手起家。內地富豪的
總資產淨值較去年升 3.3%，至 15,650 億美元。該
報告內「超級富豪」定義是其淨資產額達 3,000 萬
美元（約2.34億港元）或以上的人士。

港富婆佔 26%全球最高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涂若奔）近年來內地
「大媽」的購買力傲視全球，屢屢成為傳媒報
道的焦點，原來「香港富婆」的人數和實力也
不遑多讓。據瑞銀的報告披露，在香港的超級
富豪階層中，女性佔比達到 26%，在所有國家
和地區中比例最高。相比之下，內地女性富豪
的比例只有15%，仍有11個百分點的差距。
報告未有披露香港男女富豪的具體人數，不
過，從披露的總人數和比例來計算，男性富豪
約 2,468 人，女性約 867 人。其中男性富豪的人

均財富為 2.05 億美元，
女性為 1.03 億美元。而
內地的女性富豪人數為
1,660 人，人數是本港的近 1 倍，但比例少 11 個
百分點。不過，內地女性富豪的人均財富為1.14
億美元（約 8.9 億港元），較本港略多。而內地
男性富豪的人均財富為 1.46 億美元，較本港男
性富豪遜色不少。
參與調查的 Wealth-X 行政總裁林布期昨日於
記者會上表示，香港女性富豪近年來也呈現迅
速增長的趨勢，其中一個原因亦是來自上一代
的財富傳承，另一個原因是許多女性長期投身
職場，在本港的營商環境中成為女強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偉聰）幾經艱
辛，香港電視（1137）昨日終於開台，有
電訊「魔童」之稱的主席王維基表示，昨
日喜出望外，早上 6 時網絡首播，約 7 小
時內有已有 25 萬人觀看節目，合共 100 萬
個裝置可以收看。他表示，希望自己能夠
成為夢想成真的「魔童」。惟昨日股價反
高潮，股價插近7%，收報4.3元。

觀看裝置冀 200 萬個
開台禮上有超過60名港視藝人、上百記
者出席，主家席上座上客更包括商務及經
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及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葛珮帆，場面非常熱鬧。王維基在開台禮
上以魔術表演出場，又以魔童自稱。他於
台上表示，自6時起開始網絡啟播，7小時
內已有25萬人觀看節目，33萬部電視及機
頂盒已安裝頻道。另外有 67 萬個手機應用
程式下載，意味着有已經有 100 萬個裝置
可以收看港視。他期望，能夠盡快達到
200 萬個裝置。他透露，未來將因應廣告
客戶及觀眾調節節目的播放節奏及內容，
預計在明年 2 月可重新籌備新的電視劇拍
攝，另現時已有 333 位商戶合作將會在港
視平台推出網購。

系統曾塞車需搶修
在開台禮後，王維基指，早上開台
後，系統一度由於有太多的觀眾登記服
務，出現少許延誤而需要搶修。他指，
系統暫時可以承受約 30 萬至 40 萬人同時
收看。他不願估計收看人數，但期望每
集劇集有 50 萬觀眾收看，相信如果每集
有 50 萬人觀看，廣告商會更樂意投資。

王維基指，現時已有 30 個廣告客戶在未
開台之前投入，相信未來數周廣告商加
盟的數字會更多，但何時能收支平衡就
言之尚早。而香港寬頻行政總裁楊主光
出席港視開台禮前表示，集團將向港視
提供數百萬元贊助《挑戰》及《警界
線》兩套劇集。
被問到網購何時啟動時，王維基表
示，在觀看電視人數穩定，及系統確保
能夠承受後，才會啟動網購。他指出，
集團會包送貨，早上訂貨，晚上就會送
到府上。他表示，為支持網上購物平台
的發展，公司已經在九龍灣建立了物流
中心，及成立了一支約 120 名成員的物流
團隊，並且將根據業務發展的需要，將
團隊擴展至 300 人，並將建立第二個物流
中心，將優質的貨品與服務直接送到客
戶手上。

重啟多媒體大樓工程
而位於將軍澳工業村的多媒體製作及分
銷中心的大樓興建工程，將會再次啟動，
以支持最新業務發展，料樓面面積合共約
30 萬平方呎，包括 4 個錄影廠，將於 2016
年上半年完工。現時日韓 4 大牌子的智能
電視，包括 Sony、Panasonic、Samsung 及
LG 都已經可以收看港視。而微軟 Xbox 昨
日宣布，將夥拍港視攜手進軍家電網絡平
台 ， 成 為 首 批 進 駐 港 視 旗 下 「HKTV
Mall」網購平台的商家，亦會於不久將來
推出 HKTV 電視 App，Xbox 玩家可一邊
打機，一邊睇電視，更可以透過該平台選
購Xbox產品，以及其他逾300間商家的產
品。

■港視開台禮場面熱鬧，蘇錦樑及葛珮帆亦是座上客。

蘇局長 5 部機捧港視

商務及經濟發
展局局長蘇錦樑昨
( 日亦有出席香港電
視 （1137） 的 開
台禮，蘇錦樑形容開台禮氣氛很
好，又鼓勵港視員工加油。他希
望，港視可以製作更多更好節目
予市民。他又指，已經在 5 部智
能裝置上安裝了香港電視應用程
式（App），雖然暫時未有完整
看完一集劇集，但從開台禮上看
到的節目質素很高。
被問及有關免費電視的發牌問
題，蘇錦樑指，要根據條例程序
申請，通訊局正在處理港視的申
請，有建議後轉交行政會議考
慮，港視現時的播放表現，亦會
成為免費電視牌照申請時的考慮
之一。被問到個人會否支持港視
獲得免費電視牌照時，蘇錦樑表

*

示，支持創意產業是政府一貫立
場。而有關無綫電視及亞洲電視
的免費電視牌照續牌申請，蘇錦
樑表示通訊局已向行會提交建
議，行會有決定時會公布。

免費電視發牌屬集體決定
蘇局長晚上又在 facebook 重申
政府一直十分支持香港的創意產
業包括電視產業，他昨天便出席
了兩家電視台的慶典。中午是港
視開台禮，傍晚則是無綫電視台
慶。他指，政府對任何競投免費
電視牌照的申請人，都持不偏不
倚、公平公正態度來處理其申
請。「我們在發出免費電視牌照
時，一向依足程序，在行會仔細
商議，考慮所有因素後，才作出
集體決定，從來都不是一個人作
決定的。」
■記者 梁偉聰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涂若奔）在 QE（量化寬鬆）時代，資產會
升到你唔信，有「磚頭」人士，身家會遠遠拋離無「磚頭」的。瑞
銀昨日發表的報告披露，本港富豪近 10%的財富來自房地產，比例
較報告提及的任何其他國家地區均要高。瑞銀財富管理大中華區主
管盧彩雲昨於記者會上表示，本港富豪對海外市場興趣很大，未來
或會考慮購買海外房地產。

分散投資海外科技醫療業
盧彩雲表示，本港第一代富豪普遍從房地產行業賺到大筆財富，
相比之下，「富二代」的投資態度更加開放，投資範圍也更廣闊，
自「金融海嘯」之後更注重分散投資，多數會到海外尋找投資機
會，除房地產外，他們對科技和醫療保健等行業也較感興趣。她又
稱，該行的一些客戶對滬港通反應不錯，雖然首兩日市場成交額較
小，但長遠而言，相信滬港通將為機構投資者及財富管理公司提供
大量機會。
但浦永灝認為，滬港通主要是令本港中小散戶有機會買 A 股，對
超級富豪的幫助不大。因為高端人士之前已經通過其他途徑，比如
RQFII 等渠道，將資金投入內地資本市場，對他們來說，投資內地
一直以來都沒有受到太大限制。

無懼滬港通寒風 丘鈦今招股

港視開台 股價「贈興」插水 7%

炒樓贏一成身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投資者對滬港通
反應冷淡，港股連跌 3 日
成交更一日比一日少，連
帶正進行招股的東瀛遊
（6882） 及 楓 葉 教 育
（1317）認購反應也受拖
累，兩者昨日的孖展認購
額 僅 錄 得 約 2.76 億 及
13.67 億元，相當於公開
■何寧寧表示，公司已引 發售部分約 14 倍及逾 12
入兩名基礎投資者。
倍的超額認購，較前日的
9.7倍及11倍僅輕微增長。今日起開始招股的內地高清
攝像模組製造商丘鈦科技（1478），主席何寧寧昨表
示，未有受滬港通遇冷而更改上市時間表，公司主要
着眼行業前景及自身擴展的需要。
丘鈦法律總監兼聯席公司秘書范富昨在招股記者會
上表示，截至今年 6 月底，資本負債比率 262.9%，撇
除在銀行購買的理財產品及以存款抵押借貸，其負債
比率可降至 25%。公司財務及現金流狀況健康，故不
存在高負債率的問題。

拓高毛利產品 入場費 3,636 元

何寧寧表示，公司的毛利率水平較同業高，截至今
年 8 月，整體產品毛利率按年增長 14.9%至 16.8%，存
貨周轉天數亦有所減少。公司計劃未來增加較高毛利
的產品比例，推出 2,000 萬像素鏡頭等高清及創新產
品，以維持高毛利率水平。
何寧寧續說，公司已引入兩名基礎投資者，磐厚投
資管理及 Samart i-Mobile 分別認購 7,752.3 萬及 4,473
萬元。Samart i-Mobile 為泰國自主手機品牌，產品着
重攝影功能，有利公司業務發展。他又透露，公司亦
有計劃擴充海外市場業務，現階段已跟某大型企業有
初步接觸。但公司現時暫未明確收購對象。
丘鈦科技招股價介乎 2.79 元至 3.6 元。集資 7 億至 9
億元，每手 1,000 股，入場約 3,636.29 元。今日至下周
二公開招股，12 月 2 日掛牌，保薦人為中信証券國
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