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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品嚐一個國家的美
食，不一定要光顧米芝連星
級食府，真正的地道美食或
隱於大街小巷。旅遊網站
Thrillist選出全球16大最佳
街頭小食城市，榮登榜首的
是新加坡，網站盛讚新加坡
小食安全、便宜、味美且種
類繁多，必定可滿足不同饕
客的味覺追求。中國則有上
海上榜，排名第7，香港榜
上無名。

星膺最佳街頭小食城市 港不入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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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巴馬電郵被侵 涉敏感內容 黑人被捕期間死亡 美爆騷亂

全球最佳街頭小食城市（部分）
排名 城市(國家) 特色 推薦小食：
1 新加坡(新加坡) 政府管理街頭小食攤檔，食物及衛生水平安全可靠。 咖喱魚頭、肉骨茶、煎蠔餅、鴨飯
2 曼谷(泰國) 種類包羅萬有，活用本地香料。 咖喱、粉麵、烤鴨、炒蝦
3 墨西哥城(墨西哥) 保留傳統風味，配合特別醬汁炮製出不同變化。 玉米餅碎肉卷、玉米餡餅、炸油條
4 胡志明市(越南) 著名食物有越式法包及牛肉湯。 越南麵包、煎餅、粉麵、碎米豬扒飯
5 馬拉喀什(摩洛哥) 廣場夜晚變露天夜市，食材或烹調方式均非常獨特。 炸薯餅、塔吉燉菜、蝸牛湯、羊頭
7 上海(中國) 匯聚中國南北美食，臭豆腐等特色小食適合喜歡挑戰味蕾的人。小籠包、葱油餅、小龍蝦
8 柏林(德國) 以小食車方式運作，食物均是啤酒絕配。 烤肉串、咖喱香腸
9 東京(日本) 築地魚市場是鮮產天堂，並提供節日特式小食 大阪燒、便當、各式販賣機、築地魚市場所有食物

■Thrillist網站

美國白宮的未加密電腦系統早前爆出遭俄羅斯黑
客入侵，負責調查的高級官員近日透露，黑客讀取
了總統奧巴馬一些未加密電郵，內含敏感內容，情
況較此前公布的更嚴重。
官員指，俄國黑客去年10月進入白宮內部通訊的
電郵檔案庫，讀取了奧巴馬定期通訊的內部人員電
郵，其中包含敏感內容，如奧巴馬的日程安排、與
大使及外交官的通訊，以至與官員討論人事安排及
法案等。
官員未透露有多少奧巴馬電郵被黑客讀取，以及
內容的敏感程度，但由於黑客可能與俄羅斯政府有
關，事件相當嚴重。事件曝光後，白宮官員在數周
內幾乎每天開會討論事件。許多白宮高級官員在其
辦公室都有兩部電腦，一個在加密網絡運作，另一
個則與外部網絡連接，進行非加密通訊。

俄黑客未攻破手機系統
此外，俄國黑客還入侵美國國務院的非加密電腦
系統，不過並未能攻破奧巴馬及其助手用於通訊的
黑莓手機。美國國防部長卡特上周四首次透露，五
角大樓的非加密電腦系統早前亦遭俄羅斯黑客攻
擊，但已被阻截。 ■《紐約時報》

美國巴爾的摩市前日有數千民眾
示威，抗議早前一名被捕黑人青年
在羈押期間死亡，示威其後演變成
騷亂，有人搶掠店舖及破壞警車，
警方拘捕至少12人。
25歲黑人青年格雷兩周前被拘

捕，羈押期間脊椎受傷死亡，他家
人的律師指格雷8成頸椎斷裂。數千
示威者前日在市中心和平集會，要
求總統奧巴馬介入，調查當地警察
有否行為失當。其後有數十名示威

者遊行往附近一個正舉行球賽的棒
球場，警察阻止期間雙方爆發衝
突，有示威者向警察投擲汽水樽、
垃圾桶等雜物，並四處砸毀店舖玻
璃窗及搶掠。多輛警車及其他汽車
遭破壞。
格雷死亡事件近日在巴爾的摩引發

連串示威。有途人拍下格雷被捕時的
情形，顯示他被拖進警車時痛苦大
叫。此外，警員未按規定為他繫上安
全帶，警車駛往警署途中突然無故停
車3次，可能令格雷傷勢加劇。

6警停職 司法部調查
警方日前承認應讓格雷在被捕現

場接受治療。警方調查後把6名涉事
警員停職，日內須向檢察官提交調
查報告，決定是否起訴涉事警員。
美國司法部亦對事件展開調查。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

小啟
今日《環球LIVE》因稿擠暫停一天，敬希垂注。

奧
巴
馬
寸
爆
共
和
黨

美國白宮記者協會前晚舉行周年
晚宴，獲邀出席的美國總統奧巴馬
表演「棟篤笑」，拿政治對手共和
黨人開玩笑，甚至連競逐民主黨內
總統初選的前國務卿希拉里亦不放
過，妙語如珠令晚會生色不少。
奧巴馬一如以往在晚會上大放笑

彈。共和黨籍眾議院議長博納早前繞
過白宮，邀請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
到國會演講，引起白宮嚴重不滿。奧
巴馬不忘借題發揮說：「很多人說做

總統令我老了很多，我看來的確老態
畢現，說不定博納早已邀請內塔尼亞
胡到我的葬禮致辭」。
共和黨總統初選參選人克魯茲早

前否認存在全球暖化問題，更自比
科學家伽利略，奧巴馬譏諷說：
「這實在不是合適的比喻，伽利略
相信地球圍繞太陽旋轉，克魯茲則
相信地球圍繞自己而轉。」

笑希拉里賺大錢 屈居小貨車
奧巴馬又拿乘坐小貨車到艾奧瓦州

拉票的希拉里開玩笑，「我有位朋友
數周前還每年賺取數百萬美元，現在
卻住在艾奧瓦州的小貨車上。」
對於自己餘下任期時間無多，多項

重要議題仍未解決，奧巴馬不忘自
嘲：「我的顧問問我有甚麼遺願，我
說有些事已完成了，例如以行政指令
實施移民改革及推出新的氣候規
管。」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

排名 名字 地區 業務領域 財富(億港元)
1 沃爾頓家族 美國 超市(沃爾瑪/阿斯達) 12,547
2 科克兄弟 美國 石油 7,426
3 蓋茨 美國 微軟 6,461
5 斯利姆 墨西哥 電訊 5,790
6 巴菲特 美國 投資 5,708
17 李嘉誠 香港 多元化業務 2,601
18 李河君 中國內地 太陽能 2,554
23 馬雲 中國內地 互聯網(阿里巴巴) 2,295
25 王健林 中國內地 地產 2,177
40 李兆基 香港 地產 1,718
54 郭氏兄弟 香港 地產 1,459
57 馬化騰 中國內地 互聯網(騰訊) 1,424
64 潘蘇通 香港 地產 1,342
72 李彥宏 中國內地 互聯網(百度) 1,200
98 鄭裕彤 香港 地產/零售 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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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去年) 名字 業務領域 財富(億港元)
1(4) 布拉瓦尼克 投資、音樂、媒體(華納音樂) 1,550
2(1) 辛杜佳兄弟 工業、金融 1,530
3(11) 韋斯頓家族 零售 (Selfridges 百貨公司) 1,295
7(3) 米塔爾家族 鋼鐵 1,083
10(9) 艾巴莫域治 工業、石油 858
20(23) 布蘭森家族 運輸、金融、健身會所(維珍集團) 482
42(44) 施懷雅家族 地產、運輸、工業(太古集團) 282
50(215) 李德義及其家族 地產(恒豐集團) 221
154(142) 保羅麥卡尼夫婦 音樂、運輸 85
193(180) 羅琳 小說、電影 68
287(307) 霍焱 對沖基金 41
302(285) 英女王 國家元首 40
371(353) 艾頓莊 音樂 32
410(442) 碧咸夫婦 時裝、足球 28
790(新上榜) 佐治古尼夫婦 電影、法律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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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惠於中國經濟及互聯網迅速發展，內地多名富豪身家暴
漲，打入全球百大富豪榜。漢能控股集團主席李河君以

217億英鎊(約2,554億港元)身家排第18位，阿里巴巴集團
主席馬雲以195億英鎊(約2,295億港元)排第23位，大連
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騰訊主席馬化騰及百度董事
長李彥宏亦榜上有名。
香港富豪排名有升有跌，恒地主席李兆基排名由
去年38位微跌至第40位，新地聯席主席郭氏兄弟
由64位回升至54位，高銀集團主席潘蘇通首次
上榜排第64位，新世界發展創辦人鄭裕彤則
由去年第49位滑落至98位。去年上榜的銀
河娛樂集團董事長呂志和今年未有上榜。

佐治古尼夫婦 首上英富豪榜
英國富豪榜方面，上榜的千名富豪總資產

比去年增5.4%，達破紀錄的5,471億英鎊(約
6.44萬億港元)。入榜門檻亦由去

年的8,500萬英鎊(約10億港元)
增至1億英鎊(約11.8億港元)，主要

由於股市暢旺令富豪身家水漲船高。

此外，倫敦吸引娛樂及時裝界的精英進駐，例如影星
佐治古尼與其律師妻子便首次上榜。

油價跌 車仔班主身家少115億
但並非所有富豪的身家都有所增長，受石油價格下

跌及俄羅斯經濟影響，英超車路士班主艾巴莫域治的
身家減少了12.3億英鎊(約115億港元)，跌至72.9億英
鎊(約858億港元)，排名下跌至第10位。「鋼鐵大王」
米塔爾家族因鋼鐵價格下跌，身家亦減少了約10億英
鎊(約118億港元)，跌至92億英鎊(約1,083億港元)，由
第3位跌至第7位。
除美國之外，英國是全球最吸引超級富豪的地方，

共擁有117名身家最少10億英鎊(約117.6億港元)的超
級富豪，比中國內地多2人，資產總值達3,251億英
鎊(約3.8萬億港元)，按人口比例計是全球最多超級
富豪的地方。 ■《星期日泰晤士報》

全球百大富豪全球百大富豪 李嘉誠列李嘉誠列1717
李德義家族資產增 英富豪榜排名飆升

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昨日公布全球百大富豪及英國富豪榜排名，經營全球最大連鎖零售店沃爾瑪的美國沃爾

頓家族蟬聯全球首富，中國內地和香港各有5人打入全球百大，其中長和系主席李嘉誠的資產由去年的180億英鎊

(約2,119億港元)增至221億英鎊(約2,601億港元)，排第17位，冠絕亞洲。英國方面，華納音樂老闆布拉瓦尼

克以131.7億英鎊(約1,550億港元)，力壓經營石油及銀行等業務的辛杜佳兄弟排榜首，香港恒豐集團主要股東

李德義家族資產增至18.8億英鎊(約221億港元)，排名由去年的215位升至第50位。

■示威者跳上警車大肆破壞。
法新社

■ 奧 巴 馬 ( 右) 邀 來 美 國 諧 星
Keegan-Michael Key一同表演棟
篤笑。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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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小籠包上海小籠包

■■新加坡肉骨茶新加坡肉骨茶

英國富豪榜英國富豪榜

佐治古尼夫婦佐治古尼夫婦

全球富豪榜全球富豪榜

蓋茨蓋茨

全球富豪榜全球富豪榜

李嘉誠李嘉誠

英國富豪榜英國富豪榜

李德義李德義
英國富豪榜英國富豪榜

艾巴莫域治艾巴莫域治

英國富豪榜英國富豪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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