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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有
关部门的最新规
定，本手记不涉及
任何操作建议，入
市风险自担。

在今年中国富豪榜上，有43位
新人上榜，人均财富118.3亿元，较去
年有所提高，其中排在前列的几乎
都是因公司上市得以晋升榜单的。

小米于7月上市后，董事长雷
军的身家从一年前的68亿美元上
升至119亿美元，排名第11位。最
近，小米的市值达到350亿美元，小
米的洪锋、黄江吉和黎万强都步入
亿万富豪行列，首次上榜。

美团点评9月赴港IPO上市，
王兴的财富从一年前的40.5亿美
元上涨至51亿美元，排名第37位。

今年富豪榜上榜新人最大黑
马是拼多多的黄峥。在今年赴美上
市的拼多多，目前市值接近200亿
美元，创始人黄峥凭借手中50.7%
的拼多多股权价值112.5亿美元的
身家，一跃跳至第12位。

海底捞的张勇和施永宏也是
值得关注的新上榜者。今年9月海
底捞在港上市后，创始人张勇夫妇
的财富为77亿美元，排名第19位；
施永宏夫妇的财富为36.5亿美元，
排名第66位，可谓已经跻身全世界
最富有的餐饮业者之列。

从年龄上看，上榜新人的平均
年龄为47.8岁。年龄最小的新人是
今年35岁的科技独角兽柔宇科技
的创始人刘自鸿。

本榜单编制时使用的持股和
财务信息来自家族及个人、证交
所、分析师及中国监管机构。上榜
者既有个人，也有家族，包括企业
创始人和直系亲属共有的财富。上
市公司的财富数据按照2018年10
月12日的股价和汇率计算。对非上
市公司的估值则基于相似上市公
司的情况。成都商报记者 吴丹若

昨天，A股市场有惊无险，尽管
早盘大幅低开60多点，个股普跌，但
多方却显示出了顽强的抵抗力，最终
沪指上涨0.50点，以2603.80点报收。

A股行情，是否让你有了春天的感觉？
前晚美股大跌，着实让人吓得不

轻。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大跌608.01
点，以24583.42点报收，跌幅2.41%；纳
斯达克指数大跌329.14点，以7108.40
点报收，跌幅高达4.43%。美股出现如
此大的跌幅，对于A股市场而言，确实
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要知道，此

前的10月11日，沪指大跌142点，跌幅
高达5.22%，在很大程度上也与10月
10日的美股大跌有关。

昨天早上，A股市场也确实受到
了美股大跌的影响，沪指直接低开
62点。而在市场表现最弱的时候，白
酒股再遭重挫，洋河股份大跌超过
5%，股价跌破100元整数关。

尽管开局不利，但多方显然也没
有束手就擒。即便在早间最不利的时
候，依然有一类个股逆势上行，那就
是汽车股，尤其是一汽集团下属的几
家公司。其中，一汽夏利、一汽轿车上
演“一字板”涨停好戏，而一汽富维也
以涨停报收，一汽集团控股的启明信
息也是强势涨停。

当然，真正让投资者感到高兴
的，还是A股上演了大逆袭的好戏。
毕竟，在较长时间里，A股对于美股
往往是跟跌不跟涨，昨天A股能够扛

住冲击，也确实让人高兴。具体来
看，支撑市场的还是大金融板块。

首先，券商股再度爆发，国海证
券尾市封死涨停，已经实现连续四
个涨停板，其股价也从前期低点2.75
元 涨 到 了 4.26 元 ，本 周 涨 幅 已 达
46%。另外，太平洋、西南证券两只严
重超跌的个股也以涨停报收。保险
股全线上涨，银行股也集体飘红。

A股能够大逆袭，已经体现出了
多方的实力。就后市而言，市场有可
能会继续反复震荡，如果美股也能
够随A股走强的话，那么将更有利于
A股后市的表现。 （张道达）

富豪榜的另一面
财富缩水榜

扛住美股大跌 A股有了春天的感觉？

A股上市险企
前三季原保费同比增长12%

险企季度大考成绩单出炉。截
至10月22日，四家A股上市保险公司
已悉数披露今年前三季度原保险保
费收入情况。据统计，今年前三季
度，四家A股上市保险公司合计原保
险保费收入13945.6亿元，较去年同
期增长12.3%。

19.1% 中国平安增幅最大

根据季报数据，在以集团为主体
的上市保险公司中，中国平安原保险
保 费 收 入 5615.4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9.1%，增幅最大。中国太保原保险保
费收入2645.09亿元，同比增长14.4%。

在以寿险为主体的上市保险公
司 中 ，国 寿 股 份 原 保 险 保 费 收 入
4685亿元，同比增长4.1%；新华保险
原保险保费收入1000.08亿元，同比
增长11%。

从增长幅度来看，除中国人寿外，
其余三家A股上市险企前三季度原保
费均实现双位数增长。具体来看，中国
平 安 原 保 费 居 于 首 位 ，同 比 增 长
19.1%；中国太保次之，新华保险增速
紧随其后，而中国人寿前三季度原保
费仅同比增长4.1%。

平安证券分析师陈雯表示，整体
来看，四大A股上市险企的业务处于
持续改善的状态。

新单业务预计仍处于负增长

寿险业务方面，平安寿险原保费
收入3601.8亿元，同比增长20.9%；太
保寿险原保费收入1759.3亿元，同比
增长14.7%。新华保险和中国人寿分别
同比增长11.3%和4.1%。

财险业务增速相对稳定，平安财
险和太保财险前三季度原保费均保
持15%左右的增速。国泰君安证券分
析师刘欣琦表示，非车险业务和车险
业务持续分化趋势不可忽视。以平安
财险为例，受我国今年汽车销量增速
下滑及商车费改的双重压力影响，前
三季度车险保费增长乏力，同比增速
仅为6.6%；但非车险增长强劲，同比
增长44.4%。

同时该分析师还表示，各公司
寿险业务的正增长主要由于续期保
费的增长拉动。但是，预计四家公司
前9月个险新单业务仍将处于负增
长，从中国平安披露的新单保费来
看，前9月个人业务新单原保费同比
下降2.83%。

成都商报记者 田园

10月25日，成都商报记者从权
威消息源获悉，香港国际仲裁中心
否决了贾跃亭提出的彻底剥夺恒大
融资同意权的要求，并否决了贾跃
亭临时提出要进一步剥夺恒大资产
抵押权的新要求。

据了解，紧急仲裁是正式仲裁
前的一项临时济助措施，目的是为
了保持公司现状。鉴于FF在目前的
资金状况下濒临破产，为了保护恒
大等所有股东的共同利益，仲裁允
许FF进行有严格条件的融资，其中
新股融资的估值不得低于恒大投后
估值，恒大享有新股的优先购买权；
在最终仲裁前对外融资额不得超过
5亿美元。

FF：
恒大不能再阻止FF融资

随后，FF向成都商报记者发来
声明。声明说：

“今天，Faraday Future（FF）在香
港国际仲裁中心提交的针对恒大健
康的紧急救济申请取得决定性的胜
利，仲裁员裁决恒大不能再阻止FF
从其他融资渠道获取资金，我们对
于本次公平、公正的裁决表示欢迎。

此前，恒大通过不合理和不平等的
手段，包括不惜制造FF的‘现金饥
荒’来试图获得FF的控制权和全球
的知识产权。”

“自恒大违约导致FF出现财务
危机之后，我们采取了紧急管理措
施并制定了应急财务规划。但令人
遗憾的是，作为FF最大股东的恒大
健康，却置公司和全体员工及其家
庭的利益而不顾，反而恶意破坏FF
的现金流规划，违反协议约定拒绝
解除对FF的相关资产保全，导致FF
应急融资计划受阻，不得不采取裁
员和全员降薪的方式自救。”FF称。

对于这次离开的员工，FF称感
谢大家的理解和对公司做出的巨大
贡献，其公司采取的上述临时举措
是被迫和无奈的。“公司创始人和全
球CEO贾跃亭先生以及越来越多的
高管甚至普通员工自愿领取一美元
年薪与公司共进退，我们为紧密团
结的团队感到自豪，也坚信公司一
定会渡过难关。”

另外，FF称，FF 91的产品研发
工作已经完成，并在8月28日提前实
现预量产车的下线目标，汉福德工
厂也已经完成了大规模量产的规划

工作，距离最终量产版交付仅一步
之遥。

FF称，正在寻求与我们愿景和价
值观相同的全球投资人合作，同时我
们依然坚信和有能力在2019年向全
球市场和预订用户交付颠覆性和变
革性的新物种FF91，实现创造共享
智能出行生态系统的终极愿景。

恒大健康：
对方两项申请被驳回

25日晚上，继FF以后，恒大健康
（00708.HK）也发布了上市公司公
告，不过双方的措辞却大不一样。

恒大健康公告称，仲裁员驳回
Smart King彻底剥夺时颖融资同意
权的申请，并于较早驳回其突然提
出的解除Season Smart资产抵押权
的新申请。作为临时救助措施，仲裁
员同意Smart King进行有严格条件
的融资，其中新股融资的估值不得
低于时颖投后估值，时颖享有新股
的优先购买权；并在最终仲裁前对
外融资额不得超过5亿美元。

从两方声明来看，FF在此后可
以进一步融资，但必须遵守上述的
相关条件。 成都商报记者 俞瑶

10月25日，福布斯发布了
2018福布斯中国400富豪榜。

主要得益于蚂蚁金服的估
值提升，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
董事局主席马云以346亿美元
的身价，自2014年以来再次排
名第一。不过马云的财富也比
前一年缩水了40亿美元。腾讯
董事会主席马化腾凭借328亿
美元的身家蝉联榜单第二名，
但他的财富缩水了62亿美元。
去年的首富、中国恒大董事局
主席许家印的排名跌至第三
名。许家印的身家为308亿美
元，下降28%，折合约117亿美
元，他是今年财富值降低最多
的富豪。

从整体看，今年富豪榜的
财富相比去年有所缩水。去年
登上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的400
位富豪中，有超过四分之三经
历了财富下跌。有93人落榜。留
在榜上的富豪中，有229人的财
富比一年前降低，有近三分之
一的富豪的财富降低了20%甚
至更多。

今年今年，，财富减少程度之深财富减少程度之深，，令人惊讶令人惊讶。。
——福布斯中国总编范鲁贤

门槛降低▼
20172017 年年 ，，400400

位上榜者的身家位上榜者的身家
都达到都达到1010亿美元亿美元
以上以上。。今年的上今年的上
榜门槛降至榜门槛降至88..44亿亿
美元美元

财富缩水▼
去年上去年上榜的榜的

400400位富豪位富豪，，有超有超
过四分之三经历过四分之三经历
了财富下跌了财富下跌，，9393
人落榜人落榜。。留在榜留在榜
上的富豪上的富豪，，有有229229
人的财富比一年人的财富比一年
前降低前降低，，有近三有近三
分之一的富豪的分之一的富豪的
财富降低了财富降低了2020%%
甚至更多甚至更多。。

2018福布斯中国400富豪榜发布 马云重返榜首

福布斯中国总编范鲁贤说：
“世界已经将中国与创富联系到一
起。今年，财富减少程度之深，令人
惊讶。中国经济的全球化前所未
有，国际形势和商业预期的变化对
本榜单产生了很大影响。”

几乎所有行业的总财富都出
现 下 降 。制 造 业 受 到 的 冲 击 更
大，该行业上榜富豪数量从79位
下降至72位，平均财富净值从21
亿美元降至18亿美元。2017年，所
有400位上榜者的身家都达到10
亿美元以上。然而今年的上榜门
槛降至8.4亿美元；400位上榜者
中，仅有344位是身家10亿美元或
以上的亿万富豪。

福布斯分析认为，绝大多数企
业家财富缩水源于公司市值减少。
今年来，中国股市的A股及港股均
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跌，随之受影
响的是各大上市公司的创始人财
富出现大幅缩水。

截至上周，腾讯控股的股价已
经跌幅超过30%，市值最高一度缩
水超过1.5万亿港元，马化腾的财
富也因此缩水了62亿美元。京东创
始人刘强东的身家为62亿美元，排
名第30位，身家净值减少了34%。
京东的市值自1月达到峰值以来已
经跌去了一半，股价自8月底下跌
了四分之一。许家印名下的两大上
市公司中国恒大及恒大健康，在下

半年随着大市下跌出现了较大幅
度的市值回撤。顺丰控股董事长王
卫的身家为149亿美元，排名第7
位，减少了74亿美元，财富缩水总
额仅次于许家印。

另外，过去数月，股价下跌使
A股市场的高质押风险浮出水
面。今年榜单的前百位富豪中，
有五位富豪控股上市公司股份已
被质押过半，其中排名第74位的
卢志强所持有的泛海控股股票已
全部质押。

榜单上的400位企业家中面临
高质押风险的还有东方园林大股
东何巧女夫妇、上海莱士的股东郑
跃文、康美药业的马兴田等。

老面孔 股价下跌，富豪们身家缩水

贾跃亭与恒大纠纷紧急仲裁结果出炉

FF可以融资 但有严格条件限制

制图 李开红

新面孔 公司上市，拼多多、海底捞创始人上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