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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经济

５年来首现萎缩

今今年年全全球球他他最最赚赚钱钱
2014年全球400名顶级富豪多赚了920亿美元

本报12月30日讯（记者
王昱 编译） 在改革开放初
年的那段岁月里，日本“三洋”
这个品牌曾随着其旗下优质的
收音机、洗衣机等商品在中国
人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
而，据日本共同社30日报道，
曾经名噪一时的三洋电机将在
明年退出历史舞台。根据决定，
该公司位于大阪府守口市的总
部大楼将被出售，所有员工也
将由母公司松下接手。

三洋的全体员工约七千人
将从明年 4月转入松下。其中
约400人在4月以后仍将留在
三洋，负责处理遗留资产等问
题。随着总部大楼被出售，展示

创业以来公司产品的“三洋博
物馆”已于 12月 18日正式关
闭。该博物馆于2001年开业，
保存着三洋引以为傲的日本首
台塑料收音机和喷流式洗衣机
等约180件藏品。因公司经营
不善，该馆早在2009年就已经
暂停开放。

三洋电机株式会社由日本
著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的内弟
井植岁男在1947年创立。名称

“三洋”是指太平洋、大西洋、印
度洋，这一名字中透露了日本
战后第一代日本企业家的创业
雄心。

中国改革开放初年，三洋
曾是第一批在中国抢滩登陆的

外国企业，早在1979年就在中
国设立了办事处。截至2002年
度，三洋电机株式会社的合并
报表销售额达2兆247亿日元

（152亿美元），拥有海外关联
公司158家，在全球开展业务。

然而，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
兴起，曾经在半导体时代风生水
起的日本三洋电机却被后起之
秀们打得喘不过气来，逐步陷入
亏损之中。2008年，日本三洋电
机最终接受了松下提出的收购
方案，根据该方案，松下自2009
年春季起将三洋纳为子公司，此
后日本三洋电机虽然仍在名义
上存在，但解体已成定数。

对于三洋电机的退场，松

下公司某高层表示：“三洋的员
工与松下的员工做同样的工
作，但工资却相对较少，转入松
下采用统一薪资标准的话应该
会感到高兴。”但也有前三洋员
工表示“对三洋的消失感到不
是滋味”。

实际上，虽然曾在上世纪
末创造出令人咋舌的辉煌历
史，但由于中韩等后发国家同
类企业拥有劳动力成本优势，
整个日本家电产业都在21世
纪后陷入不可挽回的颓势。就
连收购三洋的松下也难逃连续
亏损的窘境，三洋电机的烟消
云散，也许仅仅是日本整个家
电产业凋零的一个缩影。

日日本本““三三洋洋””将将成成为为历历史史
博物馆已关门，总部大楼将出售

全球最富阶层２０１４
年更富，坐拥财富合计
增加９２０亿美元。据美国
彭博新闻社亿万富翁指
数，截至今年１２月２９日，
全球最富４００人的净资
产达４.１万亿美元。其中，
财富增长最多者为阿里
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
在一年内个人财富暴增
251亿美元。

有股本的最赚钱

今年，马云成为富豪榜
上最大的赢家，个人财富暴
增251亿美元，超越李嘉诚
成为亚洲首富。李嘉诚通过
其发言人表示：“中国的年
轻一代表现出色，我感到高
兴。”

马云等富豪的财富积累
主要得益于全球股市业绩今
年表现出色。截止到12月29
日，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指
数今年增长4 . 25%，同期标
准普尔500指数和泛欧道琼
斯Stoxx 600指数涨幅分别
为13 . 1%和4 . 88%。

受股市影响，沃伦·巴菲
特和马克·扎克伯格的身价
也大幅上涨。伯克希尔哈撒
韦公司的股价激增28%，令
巴菲特的财富总额上浮137
亿美元。Facebook掌门人扎
克伯格的身价增长106亿美
元。2012年，Facebook以10亿
美 元 的 价 格 收 购 了
Instagram，今年12月花旗集
团的分析师表示，Instagram
的价值已高达350亿美元。

12月5日，巴菲特超过墨
西哥亿万富翁卡洛斯·斯利
姆，成为全球第二大富豪。
2014年，59岁的比尔·盖茨
的身价增长91亿美元，仍然
以876亿美元的财富总额位
居全球富豪榜首位。

苏格兰确诊一例

埃博拉患者

据新华社爱丁堡１２月２９日电
英国苏格兰政府２９日证实，一名女
性医务工作者从塞拉利昂返回苏格
兰最大城市格拉斯哥后被确诊感染
埃博拉病毒。

这名女性乘英国航空公司１４７８
航班于２８日深夜抵达格拉斯哥机
场，２９日早晨感觉不适，到格拉斯哥
一家医院就诊后被确认感染埃博拉
病毒，现已被隔离并在特别病房接
受治疗。

苏格兰政府已开通服务热线，
要求与患者有接触的人员接受观
察。公共健康专家认为，由于患者病
情发现较早，因此其他人员被感染
的风险非常低。

根据埃博拉相关治疗程序，这
名患者将被尽快送往伦敦专门医院
接受高度隔离治疗。

苏格兰政府首席大臣斯特金已
召开专门会议，要求采取适当措施，
有效防止疫情扩散。她对患者及其
家属表示慰问，希望患者尽快康复。
斯特金已与英国首相卡梅伦沟通有
关情况。

韩国整形医生

手术台前玩自拍

据新华社专电 韩国卫生部门
２９日说，已经开始调查首尔一家整
形诊所的医务人员在手术室玩“自
拍”的事件。这家诊所的一名医务人
员近日在图片分享网站发布了这些
自拍照，引发韩国网民“炮轰”。

在其中一张照片上，身着手术
衣的医务人员围在一个点着蜡烛的
生日蛋糕前，“背景”是一名躺着的
病人。另一张自拍照是一名医务人
员在手术室内拿着隆胸硅胶放在自
己胸前比划。当地卫生部门一名发
言人说，官员们正在调查是否存在
违规行为。涉事诊所承认玩自拍的
是自家诊所的医生或医务人员，并
就他们“愚蠢的行为”道歉。

惹祸的韩国整形医生自拍照，
背后为正接受手术的病人。

俄富豪赔得最惨

由于欧盟和美国施加制
裁，油价暴跌，卢布骤降，今年
俄罗斯富豪的日子不好过。弗
拉基米尔·叶夫图申科夫曾是
俄罗斯的第十四大富豪，但今
年身价骤降80%。9月，因涉嫌在
入股OAO Bashneft石油公司的
过程中洗钱，叶夫图申科夫被
莫斯科法院判处软禁。法院裁
定将叶夫图申科夫持有的OAO

Bashneft股份国有化，令其财富
锐减81亿美元，成为2014年最
倒霉的俄罗斯富豪。

作为俄罗斯第二大天然气
生产商OAO Novatek的首席执
行官，列昂尼德·米赫尔松的身
价缩水78亿美元。维克多·维克
塞尔伯格则超越阿利舍尔·乌斯
马诺夫，凭借141亿美元身价成
为俄罗斯首富。

2014年，铝业大亨杰里帕
斯卡成为少数财富上涨的俄罗
斯富豪，身价增长16亿美元，旗
下的俄罗斯铝业联合公司今年
股价激增122%。

莫斯科国家战略研究所顾
问贝克威斯基表示：“俄罗斯企
业在在西方的声誉日趋下滑，
形势会更为糟糕，俄罗斯富豪
拓展海外业务的能力将受限。”

中国富豪表现抢眼

今年，中国前十大富豪的
财富总额激增近480亿美元，刘
强东和李彦宏两人的合计财富
增幅为80亿美元。

本月，万达旗下的商业地产
部门首次公开募股，而万达电影

院线股份有限公司的IPO预计
于2015年年初进行，王健林有望
成为亚洲首富。目前王健林的总
身价为253亿美元，今年增幅为
128亿美元。

今年，阿里上市至少创造

了三位新的亿万富翁，包括阿
里巴巴联合创始人兼副总裁谢
世煌，阿里巴巴公司副总裁、蚂
蚁金融服务集团CEO彭蕾以及
阿里巴巴首席执行官陆兆禧。

（宗禾）

今年9月19日，美国纽约，阿里巴巴集团在纽交所正式挂牌交易，马云在纽交所现场高举敲钟锤。（资料片）

马云 阿里巴巴

巴菲特 伯克希尔哈撒韦

扎克伯格 Facebook

比尔·盖茨 微软

帕特里克·德拉吉 Altice电信

王靖 北京信威

蔡崇信 阿里巴巴

拉里·埃里森 甲骨文

李兆基 恒基地产

今年财富增长（10亿美元）

王健林 万达集团

据新华社专电 俄罗斯政府
２９日 说 ，俄 罗 斯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ＧＤＰ）１１月萎缩０．５％，这是俄
经济自２００９年１０月以来首次出现
萎缩。同一天，俄罗斯货币卢布贬值
７％，结束了之前连续５个交易日上
涨的势头。

路透社报道，国际原油价格大
幅下跌和西方国家制裁两大因素结
合起来，一同造成俄罗斯经济出现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首次萎缩。

今年６月以来，全球原油价格
已经下跌约５０％，目前维持在每桶
不足６０美元的水平。而西方制裁让
俄罗斯经济雪上加霜，超过１０００亿
美元资金流出俄罗斯。本月中旬，俄
罗斯经历“黑色星期一”和“黑色星
期二”，卢布大幅缩水，一度创下１
美元兑８０卢布的历史新低。此后，
俄罗斯政府采取投放外汇储备和大
幅升息等措施。卢布下跌势头得到
遏制，在上周出现５天的上涨。

本月１８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
年度记者会上说，造成俄当前经济
困境的主要因素来自外部，但是俄
自身也需摆脱依赖能源出口，实现
经济多元化。普京表示，全球经济将
继续增长，因而俄罗斯经济将摆脱
困境。“情况一定会好转，（俄经济）
一定能摆脱现状……需要花多长时
间？在最不利的情况下，我想需要大
约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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