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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纵横

2018 百富榜马云再次登顶
四成富豪财富缩水

榜单看点

■

胡润研究院 10 月 10 日发布 2018
胡润百富榜，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及
其家族以 2700 亿元（人民币，下同）的
财富登顶中国大陆首富。恒大集团的
许家印和腾讯的马化腾分列第二、三。

黑马涌现：
拼多多黄峥进入前 15 位

许家印马化腾等
796 位富豪财富缩水

金融投资领域造富占比三连升
纵观整个榜单，2018 年的六成上榜
者主要财富来自制造业、房地产、金融投
资和IT这四大行业。其中，
制造业仍是上
榜企业家最主要财富来源，
但人数占比从
去年 27.9%下降到 26.1%；
房地产仍排第
二，
从14.6%略升到14.9%；
金融投资超过
IT 位居第三，从 10.9%上升到 11.6%；IT
排名第四，
从11.8%下降到10.3%。
记者梳理近年榜单发现，从 2015 年
至 2018 年，制造业、房地产、IT 等三个
领域的登榜富豪比例时有波动，增减趋

势并不明显。与此同时，来自金融投资
领域的富豪数量整体呈现增加的态势。
具体来看，在 2015 年，来自金融与
投资行业的富豪占比为 9.1%，到 2016
年上涨至 10.8%，2017 年和 2018 年又
分别提升至 10.9%和 11.6%，并一举超
过 IT 行业。
在胡润看来，2015 年是专业投资的
元年，三年来这一领域的上榜人数逐年
上升。IT 行业已经整合，大企业吃掉小
企业已成必然。

法国警方破获针对华人作案团伙
在法华人需警惕
新华社消息 法国巴黎警方近日破获
一个专门针对华侨华人的犯罪团伙，该团
伙从 8 月 19 日至 10 月 2 日共实施了 13 起
针对中国人的暴力抢劫。法国警方、中国
驻法国大使馆及华人组织提醒在法中国
公民加强安全防范意识。
负责调查案件的巴黎北郊奥贝维利
耶市警察局局长阿努克·富尔米格 10 日接
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警方通过分析作
案手法、地点及时间，9 日上午破获一个由
11 人组成的犯罪团伙。这 11 名嫌犯年龄
为 17 至 19 岁，均有犯罪前科，已因涉嫌
“有组织暴力抢劫”
被拘留。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 10 日发布公告说，
该犯罪团伙专门盯梢、尾随从餐馆或从公
司回家的中国人至家门口，伺机实施抢
劫。警方在犯罪团伙住处查获一批赃物，
目前正在对此案进行调查。中国驻法使
馆提醒在法中国公民提高警惕，加强安全
防范意识，
注意人身财产安全。
奥贝维利耶是临近巴黎的一个市，这
里有著名的巴黎北郊小商品批发市场，是
新的华人聚居区，时常发生针对华侨华人
的严重暴力犯罪。2016 年 8 月，在法华侨
张朝林在该市遭歹徒抢劫、殴打，导致重
伤不治。巴黎华侨华人随后举行“反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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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单数据显示，今年共有 881
位 企 业 家 实 现 财 富 增 长 ，其 中 有
219 张新面孔。从行业来看，TMT
行业贡献了最多新面孔。拼多多的
黄峥、宁德时代的曾毓群等成为新
人中的“黑马”
。
来自新上市企业拼多多的黄
峥，以 950 亿元财富首次上榜，并一
举进入榜单前 15 位。受益于另一
家新上市的锂电巨头宁德时代，50
岁的曾毓群也凭借 400 亿元的财富
新上榜，而宁德时代上市造就了 7
位上榜富豪。
胡润评价说：
“新经济创造的新
机会，尤其是在专业投资者的推动
下，造就了许多独角兽和超级独角
兽，拼多多黄峥是历史上最快达到
近千亿财富的企业家。
”

“二马一许”
“锁定”富豪前三
每年胡润百富榜一经发布，
最受关
注的自然是“ 首富 ”桂冠花落谁家 。
2018 胡润百富榜显示，
54 岁的马云及
其家族财富增长 700 亿元，以 2700 亿
元的身家，时隔四年再次成为中国首
富。紧随其后的是去年
“首富”
许家印，
其财富缩水了 400 亿元，以 2500 亿元
的身家位列第二，
而马化腾的财富也缩
水100亿元至2400亿元，
位列第三。
近两年来，各大财富榜单的榜首
人选基本都来自马云、马化腾、许家印
三人之中，且与其他登榜富豪保持一
定的财富差距。
在去年 10 月发布的 2017 胡润百
富榜上，许家印以 2900 亿元身家首次
登顶，马化腾以 2500 亿元财富超越马
云，位列第二。马云则以 2000 亿元财
富位列第三。
今年初，2018 胡润全球富豪榜出
炉，马化腾的财富升至 470 亿美元，成
为全球华人首富，全球排名第 15 位。
许家印、马云家族拥有的财富分别为
410 亿美元和 320 亿美元。
从2018胡润百富榜的整体数据来
看，
“二马”
和许家印与其他富豪之间的
财富差距在拉大。排名第四的杨惠妍
财富为 1500 亿元，与马化腾相差 900
亿元。而在 2017 年的榜单中，同样排
第四的杨惠妍身家为 1600 亿元，与第
三名马云家族的差距仅为400亿元。

在您身边
有温度的银行

力，要安全”大游行，表达对法国社会治安
恶化，特别是长期以来针对华侨华人和中
国游客的抢劫暴力犯罪日益加剧的不满。
富尔米格说，该市警方十分重视保护
华侨华人安全，也已取得了“令人鼓舞的
成绩”，去年以来针对华侨华人的暴力抢
劫案数量已显著下降。但她同时强调，华
侨华人安全形势依然严峻，提醒华侨华人
减少现金流动，
避免随身携带大量现金。
富尔米格说，为更好地保护华侨华人
安全，警方目前和该市的华侨华人协会合
作，推广安全防范措施，招募了华人后备
军，方便警方为前来报案的华侨华人服
务。
法国华裔青年协会创始人之一王瑞
表示，十分高兴警方抓获了这一犯罪团
伙，但问题是这一团伙被抓捕后，可能在
三四个月后又会冒出其他团伙，
“ 这是我
们最害怕的”。他介绍，去年以来听闻的
抢劫案数量确实略有下降，但是身边仍有
亲戚朋友遭遇抢劫，
“ 这一现象并未被彻
底消除”。
他充分肯定警方取得的成绩，但指
出，由于当地警力不足，监控手段缺乏，不
少犯罪嫌疑人因未成年无法判刑等原因，
当地治安状况仍然堪忧。

今年上榜的 1893 位企业家中，
有 1012 位财富比去年缩水或没有
变化，其中 796 位财富缩水，占上榜
人数的 42%；有 456 位去年上榜的
企业家今年落榜，是百富榜二十年
来最多的一次。
榜单显示，去年的首富，60 岁
的许家印今年财富缩水 400 亿；去
年排名第二的马化腾财富缩水 100
亿，以 2400 亿位列第三。
（据新华网）

俄载人飞船发射失败
宇航员紧急着陆生还
新华社消息 载有俄罗斯和美
国宇航员的一艘俄罗斯飞船 11 日
发射失败。目前，俄救援人员已找
到紧急着陆的两名宇航员，两人均
平安无恙。
据俄罗斯航天集团发布的消
息，
莫斯科时间当天 11 时 40 分（北
京时间 16 时 40 分），载有宇航员的
“联盟MS－10”
飞船由
“联盟－FG”
型运载火箭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拜
科努尔发射升空。起飞约 119 秒
后，
火箭第一级分离，
位于火箭顶端
的整流罩被抛下，
但火箭第二级的
发动机突然关闭，
此后乘员舱与火
箭紧急分离，
并抛出降落伞着陆。
俄航天集团说，
飞船上的俄国
宇航员阿列克谢·奥夫奇宁和美国
宇航员尼克·黑格均告生还，他们
原计划在国际空间站驻守约半年。
两名宇航员着陆的地点距哈
萨克斯坦中部城市杰兹卡兹甘约
20 公里，俄一个空降兵小组率先
乘飞机抵达，并在伞降后找到飞船
乘员舱。目前两人已经出舱，经初
步检查均没有受伤，
状况良好。他

们将被送往拜科努尔的宇航员医
院进一步检查，然后回到莫斯科。
获悉宇航员平安生还后，俄罗
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
“谢
天谢地，宇航员还活着。
”俄航天集
团总裁罗戈津表示，飞船的紧急逃
生系统表现出色，俄将成立国家调
查委员会来调查此次事故。
据悉，
这是1983年以来俄载人
飞船首次发射失败。据俄
“国家采
购”
网站发布的消息，
俄航天部门为
此次发射购买了保险，其投保费为
1.433 亿卢布（1 美元约合 67 卢布），
保险赔偿金为46.55亿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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