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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截至今年12月29日的彭博億萬富翁指數
統計顯示，全球排名前400位的富豪共擁

有淨資產4.1萬億美元（約31.78萬億港元），
增加2.3%或920億美元（約7,130億港元）。
以總身家計，「世界首富」仍然是微軟創始人
比爾蓋茨，但若以淨增加值計，過去一年身家
暴漲最多的是阿里巴巴集團主席馬雲，數額高
達251億美元，即單是他一個人的新增財富，就
佔所有富豪今年新增財富總量的1/4。

李嘉誠重奪華人首富寶座
阿里巴巴成功在美上市，令馬雲擁有的財富急
劇增加，早前更一度超越長和系主席李嘉誠，
加冕為新一代的「華人首富」。不過，薑還是
老的辣，據最新的彭博億萬富翁指數統計，李
嘉誠以298億美元的身家，重奪「華人首富」寶
座，在全球排名第 17。馬雲屈居「華人亞

軍」，總身家為287億美元，在全球排名22。
儘管以微弱劣勢不敵李超人，但馬雲的追趕
步伐堪稱快如奔馬，令眾多傳統富豪黯然失
色。他的財富總額在過去一年劇增251億美
元，冠絕全球。相比之下，比爾蓋茨和「股
神」巴菲特的身家，過去一年分別增加91億美
元和137億美元，均無法與之相提並論。李嘉
誠的身家更是略微縮水了4.29億美元。

呂志和財富大減61億美元
不過，從富豪排行榜的總體情況看，傳統富

豪仍佔據大半壁江山。全球排名前三的仍是比
爾蓋茨、巴菲特和墨西哥電訊大亨卡洛斯·斯
利姆（Carlos Slim Helú ），身家分別為876
億美元、745億美元和731億美元。本港的四大
家族也繼續榜上有名，「四叔」李兆基的身家
為183億美元，在亞洲排名第6。周大福集團創

辦人鄭裕彤的身家為142億美元，亞洲排名
13。新地（0016）的郭氏兄弟儘管陷入官非，
但仍搶下兩席座次，在亞洲分別排名第23和
24。身家一度為亞洲第二富的銀娛（0027）主
席呂志和，今年身家大減61億美元，以130億
美元排名亞洲第17。

馬化騰145億美元亞洲排12
另外，其他內地富豪的財富亦蒸蒸日上。內

地地產界大佬、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以
253億美元的身家排名華人及亞洲第3，僅次於
李嘉誠和馬雲。值得注意的是，過去一年內地
房地產總體處於疲弱態勢，但王健林的財富反
而暴漲128億美元，可見其真實實力絕對不容
小覷。百度掌門人李彥宏身家為167億美元，
亞洲排名第8。騰訊（0700）主席馬化騰以145
億美元，在亞洲排名第12。

馬雲年增1945億最強
世界動盪無損創富 400富豪進財7130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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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
2014年即將結束，雖然全球地緣
政治及資本市場在過去一年急劇
動盪，經濟增長下滑，但依然無
損億萬富豪們的身家，繼續富者
愈富。據最新彭博億萬富翁指數
統計，今年財富淨增加值最勁的
是馬雲，其身家今年大增251億
美元（約 1945.25 億港元），
「股神」巴菲特增加了137億美
元排第二，王健林增加了128億
美元排第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堡明）泰加保險
（6161）昨日宣布，計劃發行1.25億股，其
中10%為公開發售，其餘為國際配售，招股
價介乎 1.2 元至 1.8 元，以每手 2,000 股計
算，入場費3,636.28元，集資額為1.5億至
2.25億元。由今日起至下周二招股，下月15
日掛牌。
泰加保險主要承接商業車輛保險，例如巴
士、小巴、的士等，集資所得的82.5%將用
於鞏固集團股本、提升償付能力，及達致法
定要求，其餘則用於營銷推廣及一般營運資
金。
泰加保險執行董事陳學貞昨表示，泰加目
前車保主要集中於商用車輛，其中的士相關
車保近三年市佔率平均接近五成，小巴相關
車保近三年市佔率更平均超過五成，而整個
商業車輛市佔率則為8%至9%，同業中排名

第三，僅次於AXA及中銀。

正申放寬年毛保費收入限制
陳學貞於記者會上又稱，保監處目前對集團的每年毛
保費收入限制為3.8億元，透過集資鞏固股本後，會向保
監申請放寬限制至6億至7億元，預期一個月內可獲保監
回覆，同時將車保業務拓展至其他車種，並且會成立專
業團隊，研究發展再保業務的可能性。

泰
加
保
險
入
場
費
3636
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偉聰）本地戶外媒體公司
雅仕維(1993)今日起至下周三公開招股，擬發行1.1億
股，當中10%在本港公開發售，其餘為國際配售。每
股招股價介乎5.85至7.02元，每手500股，入場費約為
3,545.37元，以招股價中位數6.435元計，料集資淨額
為6.36億元；公司計劃於下月15日上市，中銀國際為
獨家保薦人。

有信心可與港鐵再續約
雅仕維創辦人、主席兼首席執行官林德興於記者會

表示，明年與港鐵(0066)四條地鐵線之媒體資源獨家經
營權到期，與港鐵的合作早於2008年開始，且期內收
益有明顯增長，故有信心可再續約。他補充，內地業
務佔收入的比重四分之三，料未來會逐步增加。
首席財務官蘇智文表示，以今年中期業績年化計

算，預期招股價之市盈率約23倍。他解釋今年上半年
錄得經營現金淨流出，主要因上半年數個新鐵路項目
需撥發一筆資金作為保證金，故導致經營現金流錄得

流出1,110.5萬元的情況。

兩大戶認購共3千萬美元
是次集資淨額當中34.6%用於擴大杭州蕭山國際機場

媒體資源、7.7%用於對河南空港所作出的額外投資及
用於就籌建新鄭州國際機場新航站樓的額外媒體資
源、38.2%用於擴大地鐵媒體資源、9.5%用作廣告牌及
大廈創意廣告的媒體資源，以及10%為營運資金及其
他一般公司用途。 另外，公司引入Great World HK
及山東半島作為基礎投資者，一共認購3,000萬美元股
份，並設六個月禁售期。

雅仕維今招股 料淨籌6.36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年底假
日氣氛濃厚，但無礙新股紥堆上市。內
地大理石業公司高鵬礦業(2212)昨日第二
天招股，孖展認購開始升溫，綜合7間券
商，累計為其借出4,950萬元孖展額，相
當於公開發售超額認購逾4.6倍。另一方
面，昨首日招股的佐力科創小額貸款
(6866)僅錄100萬元孖展額，公開認購未
足額。
今日是2014年最後一個交易日，三隻本

地新股泰加保險(6161)、科勁國際(6822)及
雅士維傳媒(1993)今日加入跨年招股陣

營，集資由1.5億至7.72億元不等。

科勁有意併購海外老牌子
本港廚具產品供應商科勁國際公司主席

黃少華昨在記者會上表示，為配合公司長
遠發展策略，是次集資所得約45%用於在
港購買辦公室物業，本地租金高昂，購入
辦公室有迫切性需要。而公司亦會購置不
同機械。另外，公司正密切留意海外老牌
子的併購機會。
公司自2011年起已開始拓展內地市場，

截至今年10月底，內地銷售網點已達80

個，目標在年底突破120家。旗下部分產
品可在淘寶、天貓等平台購買，但現時網
上銷售佔比仍較低，不足一成。雖然目前
內地經濟有所放緩，但明年內地增長經濟
目標達7%，較其他國家相對理想，而且
廚具為必需品，受經濟變化影響較低。截
至今年6月底止，純利率為6.7%，去年毛
利率為15.2%，北美地區為其最大市場，
佔其收益87.3%。
科勁國際今起至下周三招股，招股價介

乎1.08元至1.48元，以每手4,000股計，
入場費為5,979.6元。是次公司共發行1.75
億股，當中一成作公開發售，集資淨額約
2億元，股份將於1月16日上市，建勤環
球金融服務為獨家保薦人。

高鵬孖展認購已超逾4.6倍

三隻新股概覽
公司 招股價(元) 入場費 每手股數 集資規模 招股截止日 上市日
科勁國際(6822) 1.08至1.48元 5,979.66元 4,000股 1.89億至2.59億元 1月7日 1月16日
泰加保險(6161) 1.2至1.8元 3,636.28元 2,000股 1.5億至2.25億元 1月6日 1月15日
雅仕維(1993) 5.85至7.02元 3,545.37元 500股 6.44億至7.72億元 1月7日 1月15日

製表：陳楚倩

■黃少華稱，科勁集資所得約45%
用於在港購買辦公室物業。

張偉民 攝

■演員吳奇隆以藍港互動董事長王峰
(左)的好朋友身份現身上市儀式。

■ 泰 加 保
險 今 起 招
股 ， 圖 為
主 席 張 德
熙。
陳堡明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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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誠以298億美元的身家，重奪「華人首富」
寶座。 資料圖片

■雅仕維傳媒創辦人、主席兼首席執行官林德興。
張偉民 攝

■過去一年
身家暴漲最
多的是阿里
巴巴集團主
席馬雲。

■王健林以
253 億美元
的身家排名
華人及亞洲
第三。

資料圖片

■BBI生命科學主席王啟松昨主持上
市儀式。 張偉民 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
基)港股昨在期指結算日下挫，
恒指開高80點後全日尋底，全
日收報23,501點，跌272點，
跌穿了50天線，成交回落至
719億元。分析員指出，好友一
如以住，在結算日前挾升大
市，到昨日期指結算天，好友
「任務完成」下，大市頓失支
撐，故掉頭下跌。昨有6隻熊
證被「打靶」。

結算日跌272點失50天線
明年 1 月期指收報 23,455

點，跌384點，低水46點。國
指報11,844點，跌176點，跑
輸恒指。耀才證券研究部經理
植耀輝昨認為，港股周一升逾
400點，明顯是為了挾高期指來
結算，故昨日回吐是正常情
況。若外圍股市及A股表現平
穩下，恒指今年可於23,300至
23,700點間「收爐」。不過，
恒指技術上出現「穿頭破腳」
利淡訊號，為短期股市造成隱
憂。
重磅股匯控(0005)及中移動

(0941)分別跌1.1%及2.2%，使
大市面臨壓力。中資金融股有回
吐，建行(0939)及國壽(2628)跌
1.41%及2.3%。此外，油價再
度回軟，油股亦要下挫，中海油
(0883)跌3.35%，中石油(0857)跌
2.85%。
內房股追落後，表現突出的

有中海外(0688)及潤置(1109)分
別升3.4%及2.45%。安徽海螺
(0914)及海螺創業(0586)系內重
組，復牌後全日分別升逾6%及
近13%，成為大市焦點。

深圳突限購 比亞迪獨好
深圳市實施汽車限購，該板

塊捱沽，長汽 (2333)及廣汽
(2238)均跌逾3%，東風(0489)亦
跌2.3%。但比亞迪(1211)獲大
行唱好，指不受限購令影響，
全日逆市升2.5%。
電力股有資金流出，華電

(1071)公布獲母公司注入火電
資產，又計劃增募資金71億人
民幣投資電廠，該股昨日復牌
就高開近11%，但全日收市卻
倒跌4.7%，相信投資者看淡有
關交易。華能(0902)亦宣布兩
台燃煤發電機組投產，但一樣
捱沽，全日跌近6%。有證券
經紀指出，華能在本月已累升
約兩成，昨日已出現「散水」
格局，且一舉跌穿10天線，持
貨者可以考慮「計數」離場。

BBI 藍港互動首日平收
個別股份方面，亞視財困陷
經營危機，正尋求「白武士」打
救，由於亞視高層曾與香港電視
(1137)主席王維基接觸，令港視
昨日彈升逾6%，收報3.87元。
新股BBI生命科學(1035)及藍港
互動(8267)，首日掛牌平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