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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茨蟬聯《福布斯》首富 特朗普身家大縮水
美國財經雜誌《福布斯》昨日公佈
2017 年度全球富豪榜，微軟創辦人蓋
茨連續 4 年蟬聯全球首富，共有 11 名
華人打入頭 100 名，排名最高是大連
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排第 18 位，
香港首富李嘉誠則以 312 億美元(約
2,422 億港元)淨資產，躋身富豪榜第
19 位。美國總統特朗普的總資產過去
一 年 縮 水 約 10 億 美 元 ( 約 77.6 億 港
元)，跌至 35 億美元(約 271 億港元)，
令其排名從去年第 324 位跌至第 544
位。

新增233人 歷來最多富豪
入選富豪榜的門檻為 10 億美元(約
77.5 億港元)，今年共有 2,043 位富豪
上榜，較去年增加 233 人，是《福布
斯》富豪榜設立 31 年來最多。《福布
斯》編輯多蘭稱，股市造好及油價過
去 12 個月錄得增長，令更多人身家暴
漲。

亞馬遜貝索斯漲幅稱冠
蓋茨身家較去年同期增加 110 億美
元(約 854 億港元)，至 860 億美元(約
6,678 億港元)。緊隨其後是股神巴菲

特，他成功從時裝品牌 Zara 創辦人奧
爾特加手上搶回第二，排名第三是網
購巨擘亞馬遜總裁貝索斯，這是他首
次打進三甲，其身家較去年增加 276
億美元(約 2,143 億港元)，漲幅是所有
富豪之冠，成功壓過第四位奧爾特
加。
特朗普在紐約曼哈頓中城區擁有約
10 棟大廈，但當地辦公室樓價下跌，
導致他的身家大縮水。多蘭表示，特
朗普往年屢次批評《福布斯》低估他
的財產，但目前未收到特朗普就今次
富豪榜排名的投訴，他期望特朗普能
專注處理政務，而不是關注富豪榜排
名升跌。

上榜華人富豪(部分)

《福布斯》10 大富豪

香港周群飛列「富婆榜」17位
今年共有 227 名女性登上富豪榜，
較去年多 25 人，法國化妝品集團歐萊
雅繼承人貝當古以 395億美元(約3,067
億港元)淨資產，連續第 2 年成為全球
女首富。來自香港的藍思科技創辦人
周群飛，以74億美元(約574億港元)，
在全球女性富豪榜中排第 17 位，是頭
20 名女富豪中，唯一一位憑自己創業
致富的女性。
■《衛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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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微軟創辦人蓋茨

6,678億

18

大連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

2,430億

2

巴郡董事長巴菲特

5,870億

19

長和系主席李嘉誠

2,422億

3

亞馬遜總裁貝索斯

5,653億

23

阿里巴巴集團主席馬雲

2,197億

4

Zara創辦人奧爾特加

5,536億

31

騰訊主席馬化騰

1,933億

5

facebook創辦人朱克伯格

4,348億

32

恒基集團主席李兆基

1,894億

6

墨西哥電訊大亨斯利姆

4,232億

52

網易公司創辦人丁磊

1,343億

7

甲骨文創辦人埃利森

4,053億

60

順豐控股創辦人王衛

1,234億

8

科氏工業集團總裁查爾斯

3,750億

69

新鴻基地產郭炳江及郭炳聯兄弟 1,164億

8

科氏工業集團總裁大衛

3,750億

10

彭博集團創辦人彭博

3,688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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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派」
擬推新軟件加快處理交易「保守派」
拒升級
比特幣開發社群一直鬧不和，爭議近期
更升級，其中一派主張把「區塊」(Block)
容量大小擴大至無上限，以加快處理交易
速度，它們威脅要實施「硬分支」(hardfork)，推出更新軟件，支援大區塊容量，
由於軟件不兼容現有版本的比特幣，意味
比特幣將面臨分家。投資者憂慮出現兩款
比特幣，將影響其流通性，消息傳出後，
近期熱炒的比特幣價格從上周每枚 1,259 美
元(約 9,775 港元)，前日跌至每枚 999 美元
( 約 7,756 港 元)， 更 一 度 低 見 970 美 元 ( 約
7,531 港元)。

比特幣分家恐慌
價格狂瀉
每秒處理 7 交易
遠遜 VISA 2.4 萬

特幣的「區塊鏈」(Blockchain)可稱為它的賬
比本，有待確認交易都會記錄於一個區塊之內，

獲確認後就能納入區塊鏈之中。負責處理交易的人稱
為「礦工」，他們利用電腦進行加密運算，完成確
認程序後，他們能得到比特幣作為報酬。按照現
時規則，他們每次只可處理大小上限為 1MB
的區塊，拖慢他們的處理交易進度。

兩款比特幣恐打對台
由於比特幣已誕生一段時間，積壓了
大量未經批核的交易，開發社群其中
一派提出改革，支持區塊容量不設上
限，加速處理交易；另一派則認為應
維 持 現 狀 ， 支 持 保 留 「Bitcoin
Core」系統，強調穩定至上。在這
議題上，兩派已爭論一段時間，彼
此各不相讓，他們亦未能爭取足夠
支持，拉倒對方的網絡。
全球最大的「挖礦」社群「螞蟻
礦池」，早前宣佈動用所有運算力
量，全力支援升級版軟件「Bitcoin
Unlimited」，即支持無上限區塊容
量，令比特幣社群面臨分裂。假如
另一派比特幣用家拒絕升級，比特幣
網絡、區塊鏈及比特幣本身都會一分
為二，出現兩款不同的比特幣。

比特幣開發社群的規模愈來愈大，但其
低效率的系統卻遭用戶詬病。信用卡公司
VISA 的系統每秒可處理 2.4 萬宗交易，但
比特幣系統每秒只能處理約 7 宗，因此有
用戶期望增加區塊(Block)的大小，以加速
處理程序，並準備自立門戶。反對一方
則認為，比特幣依賴用戶自發處理
交易，因此應盡量壓低營運成本。
處理交易的速度與區塊的大小掛
鈎，理論上容量愈大，速度便愈
快，支持擴大區塊的「Bitcoin Unlimited」派系推出新版本軟件，能
製造容量較大的區塊，現正希

望爭取足夠「礦工」支持。由於比特幣依
賴由個人電腦組成的網絡維繫區塊鏈
(Blockchain)，分析指出，當區塊容量增
加，系統端需要向用戶發放更多數據，
讓所有人都獲得一致的資訊，令系統出
現弱點。使用新軟件的用戶，可能會
在無意間脫離舊有軟件的用戶群。
「Bitcoin Unlimited」推手目的正是另
起爐灶，並強調自己才是正統比特幣。
但要成功發動「政變」，它還要取得主
要交易中心及比特幣錢包支持。截至目
前，「Bitcoin Unlimited」佔比特幣網
絡約10%。
■彭博通訊社

備份比特幣錢包 數目或翻倍

賬目混亂損流通性
多個主要比特幣交易所宣佈，他們視
「Bitcoin Unlimited」開發的比特幣為另一款
資產，與舊有的比特幣作區別，部分交易平台
更作好準備，為新版比特幣設定另一交易代號。兩
款比特幣打對台除引發混亂外，分析認為，比特幣的
賣點是賬目公開透明，而且幾乎沒可能被篡改，假如
比特幣分家，出現兩條記錄交易的「區塊鏈」，會帶
來不穩定因素，其流通性也成疑問。
■《華爾街日報》/《財富》雜誌

鑑於比特幣網絡可能一分為
二，前景不明朗，專家建議在
網絡回復穩定前，持有者不應
貿然轉移手上的比特幣，否則可
能帶來損失。另外，用戶應在分
家前備份比特幣錢包，待分家之
後，用戶的比特幣結存可能同時
帶到
「Bitcoin Unlimited」
及原有
「Bitcoin Core」的區塊鏈，亦
即數目翻倍。
假 如「Bitcoin Unlimited」
一派成功讓比特幣以「硬
分支」方式分家，屆時會
出現兩條儲存交易記錄的

樂天家族涉逃稅 成員齊受審
韓國第 5 大財閥樂天集團正面臨內憂外患，繼
集團早前與軍方同意換地、協助部署「薩德」導
彈防禦系統而遭中國抵制，控制樂天的辛氏家族
亦官非纏身，會長辛東彬、其兄長辛東主及父親
辛格浩 3 人被控逃稅、挪用公款及欺詐等罪名，
辛格浩的長女及妻子亦被控逃稅，昨日全被傳召
至法庭出席審訊。韓國財閥家族的主要成員一同
上庭受審，史上絕無僅有。
檢方指，辛東彬涉嫌逃稅、金融詐騙及違反守
則，導致樂天集團損失 1,750 億韓圜(約 12.1 億港
元)。他還涉嫌濫用職權，容許家族成員擔任樂
天子公司的「掛名董事」，收取數百億韓圜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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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辛東彬進入法院前表示，對事件引起社會關
注感到抱歉，聲稱會配合審訊，並鞠躬致歉。
自從辛格浩將事業王國交由兒女打理後，辛氏
家族成員鮮有同場露面。94 歲的辛格浩早前透
過發言人稱，他會出席審訊，然而聚集在法庭外
的記者未發現辛格浩蹤影。辛格浩第 3 任妻子、
廣告明星出身的徐美敬(譯音)正在日本居住，法
庭警告如果她拒絕應訊，就會發出拘捕令，韓聯
社報道，她已表示會出席庭審。辛格浩的長女辛
英子 1 月被裁定挪用公款及違反誠信罪成，判處
入獄3年，現正服刑。
■法新社/韓聯社/彭博通訊社

區塊鏈。若用家其後進行交易，
視乎使用的是哪一方的軟件，交
易記錄會儲存至軟件所屬的區
塊，獲核實後會納入相應的區
塊鏈，意味兩條區塊鏈會各自
擴展。然而，比特幣系統僅
容許一條區塊鏈存在，假如
最後分家不成，較短一條通
常會被廢棄。如果用家在兩
條區塊鏈同時運作期間進行
過交易，並記錄於被廢棄的
區塊鏈，交易就會變成無
效，用戶將蒙受損失。
■TheMerkel網站

朴槿惠今問話前解畫干政案
韓國檢察廳特別調查本部定於今日早
上傳召前總統朴槿惠，就她涉嫌受賄及濫
用職權等控罪盤問，是韓國憲政史上第 4
位遭檢方傳召的總統。其代表律師孫范奎
表示，朴槿惠在接受盤問前會就干政案表
態，但地點及內容不得而知。

崔順實女代表律師離奇死亡

■ 94 歲的樂天創辦人辛格浩
在庭外被傳媒追訪。
在庭外被傳媒追訪
。 路透社

檢方將重點調查朴槿惠有否收受三星
集團賄賂、要求企業向其「閨蜜」崔順實
掌控的 Mir 及 K 體育財團出資，以及洩漏
青瓦台文件。韓國文化部昨日表示，已取
消崔順實旗下兩個財團的營運許可證，原

因是企業是出於壓力或意圖行賄而注資，
並非為公眾利益，又引述憲法法院判決
指，兩財團的營運只是為崔順實謀取個人
利益。文化部稱，兩財團將很快展開清盤
程序，當局會按照相關案件的裁決，決定
如何處理兩財團的資產。
另一方面，崔順實女兒鄭尤拉被引渡
回韓國受審一事出現變數，其丹麥籍代
表律師布林肯貝格上周五於家中猝死，
死因不明，而昨日是鄭尤拉可提出上訴
的最後一天，引發外界揣測布林肯貝格
是被刺殺，以讓鄭尤拉可順利引渡回韓
國。
■韓聯社/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