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侨华人蓝皮书

华商财富变化篇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ｏｒｔｕｎｅｓ　 　

 ４
海外华商财富变化趋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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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海外华商①财富实力和来源结构的变化及海外华商财富增长

的国家或地区与行业差异， 主要结果有： （１） 海外华商财富区域

分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港台及其他地区华商财富实力已超过东

盟地区华商财富实力， 美国华商财富实力明显增强； （２） 海外华

商财富来源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 高新技术产业、 商贸业和消

费品制造业财富来源比率明显提高， 而金融业和重化工业财富来

源比率明显下降； （３） 海外华商财富来源多元化和国际化对于降

低经济和汇率波动对财富增长带来的风险具有积极的作用； （４） 海

外华商家族企业继承权压力对财富持续增长构成重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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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国内关于海外华商问题的研究， 第一次热潮始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国大规

模引进外资时期， 现在可以说进入第二次研究热潮， 这时无论是世界经济、 亚

太经济或中国经济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其中， 海外华商及其财富经受了 １９９７

年亚洲金融危机和 ２００８ 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的冲击。 与此同时， 海外华商

通过在中国大陆的投资和经营， 其财富也伴随着中国大陆经济的成长而增长。

中国大陆经济已进入新的结构转型和发展战略阶段， 包括鼓励境内企业走出

去。 海外华商结构也发生了较大变化， 许多白手起家的老一代华商逐渐退出历

史舞台， 新一代华商既有继承发展的群体， 也有白手起家的群体， 家族财产继

承也进入了另一个高峰期。

这些历史变迁和现实背景促使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海外华商研究的意义和价

值。 其中一个热点是研究华商网络在中国大陆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中的作用，

例如， 华商网络在信息、 机会、 知识和资金获取中的作用机制①， 华商网络对

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时机选择的影响②， 海外华商对中国大陆投资的网络效应

变化③， 等等。

选择与本文研究密切相关的主题词对国内外文献搜索结果发现， 以较长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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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华人蓝皮书

期 （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以来） 且较为系统的数据为基础对海外华商财富发

展演变进行全面统计分析和比较研究的文献极其少见。 与海外华商财富变化发

展较为相关的文献主要包括华人企业发展的国别研究①， 或是以海外华商动态

资料集合形成的研究报告②， 以及华人上市公司资本分布研究③， 等等。 还有

一些文献专门研究海外华人家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例如， 海外华人企业

家族治理模式的优势、 劣势和治理结构的演变④， 绩效管理、 关系管理和变革

管理对华人家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作用⑤， 家长式集权、 关系依赖和关系网络

对华人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和持续成长的不利影响⑥， 等等。 但关于海外华人企

业发展演变的许多文献对文化和制度规范分析多， 统计分析与实证研究少， 其

原因一方面是客观上的确存在着海外华商相关数据可获得性的困难， 另一方面

是主观上没有悉心跟踪搜集相关信息数据作为论证基础。

本文通过对海外华商富豪及其财富的数据整理， 建立华商研究样本数据，

运用统计分析和比较研究方法， 研究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海外华商财富变化趋

势。 研究结果将有助于从宏观结构和微观基础两个视角深入思考海外华商财富

及其经营发展的历史变迁、 现实状态和未来趋势及应变对策。

二　海外华商财富研究样本概况

１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为了便于比较分析和确保数据来源的一致性， 本文研究样本统一选自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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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斯 （ Ｆｏｒｂｅｓ） 富豪榜。 首先从各国或各地区中选取净资产排名居前且个数

固定的华人富豪组成 “海外华商 １８０ 强样本” ， 该样本中每年富豪名称有变

化 （非连续排名 ） ， 属于个数固定的非连续排名样本， 其中， 菲律宾、 印

尼、 泰国、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以下统称为东盟五国 ） 各 ２０ 个， 香港 ３０

个， 台湾 ４０ 个， 美国及其他 １０ 个。 然后再根据研究需要调整研究样本的选

取范围。

本文中的海外华人富豪及其财富数据根据下列原始来源进行处理：

（１）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３ 年的原始数据来源于福布斯中文网 （ ｗｗｗ ｆｏｒｂｅｓ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

和福布斯英文网 （ｗｗｗ ｆｏｒｂｅｓ ｃｏｍ） 各国各地区内部净资产排名前 ４０ ～ ５０ 强

富豪榜和福布斯世界亿万富豪榜 （净资产 １０ 亿美元及以上）， 其中， 马来西

亚由于 ２０１３ 年没有公布相关排名， 以 ２０１４ 年净资产 （截止时间是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代替 ２０１３ 年的净资产。 （２） １９９５ 年和 １９９６ 年的原始数据来自香港

《Ｆｏｒｂｅｓ 资本家》 杂志 （已停刊） 世界华人富豪榜。 此外， 在海内外华商比较

研究中， 中国大陆富豪相关数据来自福布斯中国大陆富豪榜。

虽然最近几年福布斯每年也另外发布世界华人富豪榜， 但由于该排行榜将

中国大陆富豪包含其中， 且主要选取净资产在 １０ 亿美元及以上的富豪， 导致

入榜的海外华人富豪个数大为减少， 相关数据对于研究海外华商财富变化不具

有代表性， 因此， 本文将富豪选取范围扩大到各国或各地区内部排名前 ４０ ～

５０ 强的富豪， 然后再从中识别出华人富豪。 由于菲律宾、 印尼和泰国华商绝

大多数采用当地姓名， 且有一些已传承到第二、 第三代， 要从排行榜中识别出

华人富豪并非易事， 笔者主要根据长期追踪研究， 识别出知名华商和一些不太

知名的华商， 因此， 可能存在着富豪榜中有些华商富豪被遗漏而没有列入本文

统计范围的情形。

本文选取三个关键年度作为研究海外华商财富变化的分界点， 其中， １９９６

年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和香港回归祖国之前的一年， 是研究东南亚和港台

华商财富变化的一个关键分水岭， ２００８ 年是美国次贷危机对亚洲经济产生实

质影响之前的一年， ２０１３ 年是能够获得最新的可比数据的一年。 海外华商 １８０

强样本在这三个年度的描述统计量见表 １。

１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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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海外华商 １８０ 强样本描述统计量

单位： 亿美元

国家 ／ 地区 菲律宾 印尼 泰国
马来

西亚
新加坡 香港 台湾

美国

及其他

东盟

五国
总计

样本个数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３０ ４０ １０ １００ １８０

极小

值

１９９６ 年 １ ５ ５ ００ ２０ ００ ５ ００ ２ ００ ６ ００ ３ ００ ２ ００ １ ５０ １ ５０

２００８ 年 ０ ３９ １ ７５ １ ４０ １ ６０ ２ ６０ １１ ００ ５ ７０ １４ ００ ０ ３９ ０ ３９

２０１３ 年 ２ ９ １１ ７０ ４ ０５ ７ ６０ ９ １０ １６ ００ ８ ５５ １５ ００ ２ ９０ ２ ９０

极大

值

１９９６ 年 １３０ ８０ ８０ ７０ ５５ １１５ ７０ ９ １３０ １３０

２００８ 年 ３１ ２０ ４０ １００ ７０ ３２０ ８５ ５１ １００ ３２０

２０１３ 年 １２０ １５０ １２６ １１５ １０６ ３００ １０６ ８６ １５０ ３００

和

１９９６ 年 ３９７ ４７３ ６３３ ３８９ ２７６ ７５６ ４６８ ４１ ２１６８ ３４３３

２００８ 年 ９９ １４１ １９５ ３３８ ２７７ １６３７ ７７４ ２６４ １０４９ ３７２４

２０１３ 年 ４６６ ６３９ ６４７ ５２７ ５７１ １７２４ ９７１ ３８２ ２８５０ ５９２７

均值

１９９６ 年 １９ ８３ ２３ ６５ ３１ ６５ １９ ４５ １３ ８０ ２５ ２０ １１ ７０ ４ １０ ２１ ６８ １９ ０７

２００８ 年 ４ ９４ ７ ０４ ９ ７４ １６ ９１ １３ ８４ ５４ ５７ １９ ３４ ２６ ４０ １０ ４９ ２０ ６９

２０１３ 年 ２３ ３２ ３１ ９７ ３２ ３３ ２６ ３６ ２８ ５３ ５７ ４６ ２４ ２８ ３８ ２０ ２８ ５０ ３２ ９３

标准

差

１９９６ 年 ３１ １１ ２０ ２９ １６ ２７ １８ ８６ １６ ８９ ２５ ７０ １６ １８ ２ ０８ ２１ ７７ ２１ ４７

２００８ 年 ７ ０９ ５ ５１ １２ １６ ２４ ５２ １９ ３５ ７４ ９９ １７ ７３ １０ ７２ １５ ８２ ３７ １０

２０１３ 年 ２８ ５７ ３２ ３９ ４０ ７４ ２８ ３３ ２６ ７４ ６７ ８９ ２０ ８９ ２５ ２０ ３１ ３０ ３９ ３１

　 　

２ 研究样本的基本特征

（１） 年龄结构。

根据图 １ 统计结果， ２０１３ 年无论是海外华商 １８０ 强样本或超级富豪样本

（本文将个人或家族财富在 １０ 亿美元及以上的富豪统称为超级富豪）， 平均年

龄都在 ６８ ～ ６９ 岁。 而且， ２０１３ 年超级富豪样本的平均年龄高于 １９９５ 年超级

富豪样本。 在 １８０ 强样本中， ７０ 岁以上东盟五国占 ３７％ ， 港台占 ４２％ ， 而 ６０

岁以下东盟五国和港台都只占 １９％ 。 因此， 海外华商尤其是超级富豪年龄总

体结构偏大而且呈现老化趋势。

（２） 创富渠道。

根据 １８０ 强样本的统计结果 （见图 ２）， 海外华商 １８０ 强白手起家比率已

从 １９９６ 年的 ５８％ 下降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５２％ ， 其中， 东盟五国 １００ 强华商白手起

家比率从 ５９％ 下降到 ５３％ ， 香港 ３０ 强华商白手起家比率从 ４７％ 大幅度下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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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海外华商年龄结构

２７％ ， 台湾 ４０ 强华商白手起家比率从 ６０％ 下降到 ５５％ ， 而美国及其他地区 １０

强华商 ２０１３ 年全部是白手起家的第一代创业者。 总的来说， 海外华商白手起

家富豪比例在下降， 继承发展富豪接近甚至超过白手起家富豪数量。

图 ２　 海外华商白手起家比率

（３） 财富流动性。

富豪排行榜的更新比率 （退出或新进排名个数占排名总数比重） 反映了

富豪排名的流动性， 排名流动性又反映了财富的流动性。 根据海外华商 １８０ 强

样本 １９９６ ～ ２０１３ 年排名更新比率的统计结果 （见图 ３）， 台湾、 新加坡、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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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马来西亚华商的财富流动性居前， 排名更新比率都达到或超过 ５０％ ， 分别

是 ６８％ 、 ５５％ 、 ５３％ 和 ５０％ ， 美国及其他地区华商排名更新比率最低， 为

３５％ ， 东盟五国总计更新率为 ４７％ ， １８０ 强总计更新率为 ５４％ ， 也就是说，

１９９６ 年进入海外华商 １８０ 强排名行列的富豪到 ２０１３ 年有一半以上不再出现

在 ２０１３ 年海外华商 １８０ 强排名行列。 因此， 海外华商富豪财富的流动性较

高。

图 ３　 海外华商 １８０ 强排名更新比率 （１９９６ ～ ２０１３ 年）

（４） 年龄与财富相关性。

根据表 ２ 的相关性检验结果， ２０１３ 年海外华商 １８０ 强样本、 东盟五国

华商 １００ 强样本年龄与财富都呈现显著的正相关， 而在东盟五国超级富豪

样本中， 年龄与财富的相关性则从 １９９５ 年不存在显著相关性向 ２０１３ 年的

显著负相关转变。 可见， 海外华商年龄与财富之间从不相关向正相关或负

相关转变。 富豪年龄与财富的正相关说明越具有财富实力的富豪年龄越

大， 从而面临的财产继承压力自然越大， 而超级富豪年龄与财富的负相关

则说明， 如果不能及时完成新老交替， 财富将随着富豪年龄的增长而减

少， 家族财富持续增长和家族企业的持续发展将经受更大的考验， 因此，

海外华商家族继承权压力对财富的持续增长和家族企业的持续发展已经构

成了重大挑战。

４７０



　海外华商财富变化趋势研究　


表 ２　 海外华人富豪年龄与财富相关性

样本组别 有效样本数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 显著性（双侧）

１８０ 强样本

（２０１３ 年）

东盟五国 ９２ ０ ２８４∗∗ ０ ００６

港台地区 ６９ ０ ２０８ ０ ０８７

全部 １７０ ０ ２１７∗∗ ０ ００４

超级富豪样本

（１９９５ 年）

东盟五国 ５７ － ０ １３０００ ０ ３３５

港台地区 ３６ ０ ０１５ ０ ９２９

全部 ９４ － ０ ０５２ ０ ６１６

超级富豪样本

（２０１３ 年）

东盟五国 ７５ － ０ ３４∗∗ ０ ００８

港台地区 ７８ ０ １８２ ０ １１１

全部 １６８ ０ ２２７∗∗ ０ ００３

　 　 说明： 相关系数标注∗∗为显著相关 （显著性 ＜ ０ ０５） 。

三　海外华商财富实力地位变化

下面通过分析海外华商财富的区域 （东盟地区与其余地区） 和地域 （国

别或地区别） 分布格局的变化来考察海外华商财富实力地位的变化， 首先分

析海外华商总体财富实力及区域、 地域分布的变化， 然后分析东盟五国华商在

所在国总财富中的地位变化和东盟五国华商财富实力和地域分布的变化。

１ 海外华商总体财富实力变化

第一， 海外华商平均财富实力处于上升态势， 全体华商间财富实力差距不

断扩大， 不同国家或地区华商间财富实力差距也有所扩大。

根据对 １８０ 强样本华商财富均值统计， 虽然 ２００８ 年与 １９９６ 年相比， 菲律

宾、 印尼和泰国三国华商平均财富大幅度下降， 但 ２０１３ 年与 １９９６ 年和 ２００８

年两个年度相比， 所有国家或地区华商平均财富都有提高。 其中， ２０１３ 年与

２００８ 年相比， 东盟五国华商平均财富提高最为明显， 华商平均财富提高幅度

依次 为： 印 尼 （ ２４ ９３ 亿 美 元 ／ 个 ）、 泰 国 （ ２２ ５９ 亿 美 元 ／ 个 ）、 菲 律 宾

（１８ ３８ 亿美元 ／ 个）、 新加坡 （１４ ６９ 亿美元 ／ 个）、 美国及其他地区 （１１ ８ 亿

美元 ／ 个）、 马来西亚 （ ９ ４５ 亿美元 ／ 个 ）、 台湾 （ ４ ９４ 亿美元 ／ 个 ）、 香港

（２ ８９ 亿美元 ／ 个） （见表 １ 和图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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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海外华商平均财富比较

海外华商 １８０ 强样本财富总体标准差从 １９９６ 年的 ２１ ５ 亿美元提高到 ２００８

年的 ３７ １ 亿美元， ２０１３ 年进一步提高到 ３９ ３ 亿美元 （见表 １）， 这说明 １８０

强华商间的财富实力差距不断扩大。 另外， 根据对 １８０ 强样本 ８ 个国家或地区

华商间平均财富标准差的统计， 标准差从 １９９６ 年的 ８ ６ 亿美元提高到 ２００８ 年

的 １５ ９ 亿美元， ２０１３ 年虽然降到 １１ １ 亿美元， 但仍高于 １９９６ 年， 这说明不

同国家或地区华商间财富实力差距有所扩大。

第二， 海外华商财富区域分布格局已发生较大的逆转， 港台及其他地区华

商超级富豪财富实力已超过东盟五国华商超级富豪财富实力。

亚洲金融危机前的 １９９６ 年， 东盟五国华商总体财富实力超过港台及其他地

区华商总体财富实力， 但是， 经过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 港台及其他地区华商财

富总体实力反超东盟五国华商财富总体实力。 以 １０ 亿美元及以上超级富豪为例，

东盟五国华商超级富豪财富总额从 １９９６ 年的 ２１７８ 亿美元下降到 ２００８ 年的 ７７８ 亿

美元， 财富份额从 ６７ ４％降到 ２２ ８％ ， 而港台及其他地区华商超级富豪财富总

额则从 １９９６ 年的 １０５４ 亿美元提高到 ２００８ 年的 ２６３５ 亿美元， 财富份额从 ３２ ６％

升至 ７７ ２％ 。 到 ２０１３ 年， 东盟五国华商超级富豪财富总额尽管已回复到 ２７１７ 亿美

元， 但财富份额却未能恢复到 １９９６ 年的水平， ２０１３ 年东盟五国华商超级富豪财富

份额为 ４５ ３％ ， 而港台及其他地区华商超级富豪财富份额则为 ５４ ７％ （见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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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海外华商超级富豪财富实力变化

国家 ／ 地区
个数

１９９６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３ 年

财富总额（亿美元）

１９９６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３ 年

占财富总计比重（％ ）

１９９６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３ 年

东盟五国 ７９ ２７ ７９ ２１７８ ７７８ ２７１７ ６７ ４ ２２ ８ ４５ ３

香港 ２４ ３５ ４４ ７１１ １６８９ １８８８ ２２ ０ ４９ ５ ３１ ５

台湾 １３ ２８ ３５ ３４３ ６８２ ９２７ １０ ６ ２０ ０ １５ ４

美国及其他 ０ １０ １７ ０ ２６４ ４７０ ０ ０ ７ ７ ７ ８

港台及其他 ３７ ７３ ９６ １０５４ ２６３５ ３２８５ ３２ ６ ７７ ２ ５４ ７

总 　 计 １１６ １００ １７５ ３２３２ ３４１３ ６００１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注： 统计起点为个人或家族财富 １０ 亿美元。

第三， 美国及其他地区华商超级富豪财富实力明显增强。

美国及其他地区华商超级富豪 （以美国华商为主） 在海外华商超级富豪

中的财富份额虽然较小 （见表 ３）， 但财富实力有明显提升， 行业分布也从原

来以高科技创业为主向商贸、 消费品、 房地产等领域扩展， 而且这些富豪年龄

结构年轻化， 绝大多数通过白手起家致富。

表 ４ 列示了美国及其他地区 ２０ 个华商超级富豪近几年的简况。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个华商财富合计 ７００ 亿美元 （其中， 美国华商占 １２ 个， 占财富总额 ５８ ７％ ），

接近 ２０１３ 年台湾地区前 ２０ 强富豪财富总额， 财富行业分布为 （占财富总额比

重）： 高新技术产业占 ６９％ ， 商贸业占 １９ ７％ ， 消费品制造业占 ５ ７％ ， 房地

产业占 ５ ５％ 。

表 ４　 美国及其他地区华人富豪简况表

姓名

中文 英文

２０１４ 年

年龄
国籍 财富来源

净资产（亿美元）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０ ２００８

陈颂雄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Ｓｏｏｎ⁃Ｓｈｉｏｎｇ ６２ 美国 医药 １００ ０ ８０ ５０ ３５

张东文 Ｄｏ Ｗｏｎ Ｃｈａｎｇ ５９ 美国 时装零售 ５７ ４５ 　 　

王恒 Ｒｏｇｅｒ Ｗａｎｇ ６５ 美国 零售 ３１ ３８ ２８ １６

孙大卫 Ｄａｖｉｄ Ｓｕｎ ６２ 美国 计算机 ４５ ２６ ２５ ２５

杜纪川 Ｊｏｈｎ Ｔｕ ７３ 美国 计算机 ４５ ２６ ２５ ２５

冯国经 Ｖｉｃｔｏｒ Ｆｕｎｇ ６８ 美国 贸易 ２３ ２５ ３３ ２５

高民环 Ｍｉｎ Ｋａｏ ６５ 美国 导航设备 ２５ ２１ １６ ３１

程正昌 Ａｎｄｒｅｗ Ｃｈｅｒｎｇ ／ 美国 连锁餐厅 ２７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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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名

中文 英文

２０１４ 年

年龄
国籍 财富来源

净资产（亿美元）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０ ２００８

杨致远 Ｊｅｒｒｙ Ｙａｎｇ ４５ 美国 互联网 ２１ １５ １３ ２３

孙宏斌 Ｈｏｎｇｂｉｎ Ｓｕｎ ５１ 美国 房地产 １０ ５ １２ 　 　

黄凯 Ｋｉｅｕ Ｈｏａｎｇ ６９ 美国 医药 １６ ５ 　 　 　

张法俊 Ｆｒｅｄ Ｃｈａｎｇ ５７ 美国 网络零售 １０ 　 　 　

孙正义 Ｍａｓａｙｏｓｈｉ Ｓｏｎ ５６ 日本 互联网 １８４ ８６ ５９ ５１

黄炳文 Ｂｉｎｇｗｅｎ Ｈｕａｎｇ ６０ 澳大利亚 印刷 １７ １０ 　 　

蔡崇信 Ｊｏｓｅｐｈ Ｔｓａｉ ５０ 加拿大 电子商务 ３７ 　 　 　

戴秀丽 Ｘｉｕ Ｌｉ Ｈａｗｋｅｎ ５１ 英国 房地产 １２ １５ ２４ 　

潘日旺 Ｐｈａｍ Ｎｈａｔ Ｖｕｏｎｇ ４５ 越南 房地产 １６ １５ 　 　

徐宇 Ｊａｃｋｙ Ｘｕ ／ 圣基茨 服装 １２ １５ 　 　

黄茂如 Ｈｕａｎｇ Ｍａｏｒｕ ４８ 伯利兹 房地产 　 １０ １２ １４

刘名中 Ｍｉｎｇ Ｃｈｕｎｇ Ｌｉｕ ５１ 巴西 造纸 １０ ５ １１ １７ １９

　 　

第四， 海外华商财富地域分布格局已发生明显变化， 财富地域分布集中度

有所提高。

以 ８ 个国家或地区华商超级富豪财富分布比重为例， 东盟五国华商财富份

额除新加坡外其他四国华商财富份额呈现下降趋势， 香港华商财富份额一度从

１９９６ 年的 ２２％ 提升至 ２００８ 年的 ４９ ５％ ， 尽管 ２０１３ 年回降到 ３１ ５％ ， 但在海

外华商财富中的份额仍然最高。 台湾华商财富份额从 １９９６ 年位居第五提升至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１３ 年位居第二的地位。 美国及其他地区华商财富份额处于上升态

势。 泰国华商财富份额下降幅度最大， 从 １９９６ 年一度高达 ２３ ８％ （位居第

一） 下降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１０ ３％ （位居第四）。 到 ２０１３ 年， 海外华商财富份额地

域分布格局依次为： 香港 （３１ ５％ ）、 台湾 （１５ ４％ ）、 印尼 （１１％ ）、 泰国

（１０ ３％ ）、 新加坡 （９％ ）、 马来西亚 （７ ９％ ）、 美国及其他 （７ ８％ ）、 菲律

宾 （６ ９％ ） （见图 ５）。

根据对 ８ 个国家或地区超级富豪样本财富地域分布标准差统计， 标准差从

１９９６ 年的 ７ ７％ 提高到 ２００８ 年的 １６％ ， 尽管 ２０１３ 年回降到 ８ １％ ， 但仍高于

１９９６ 年的标准差， 这说明财富分布地域集中度有所提高。

２ 东盟华商财富实力地位变化

第一， 东盟五国华商财富占所在国入选富豪财富份额基本保持稳定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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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海外华商超级富豪财富地域分布

根据对东盟五国各国内部前 ４０ 强富豪及其中可识别的华人富豪的统计，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３ 年华人富豪占所在国 ４０ 强富豪总数菲律宾和泰国最少， 均为 ２０ ～

２３ 个， 新加坡最多， 为 ３４ ～ ３８ 个， 马来西亚为 ２４ ～ ２９ 个， 印尼为 ２５ ～ ２６ 个，

在东盟五国合计 ２００ 强富豪中， 华人富豪占总数的 ６５％ ～ ６６ ５％ 。

从华人富豪财富占所在国 ４０ 强富豪总财富比重来看， ２０１３ 年比重依次为：

新加坡 （８７ ９％ ）、 泰国 （７９ ４％ ）、 印尼 （７７ ９％ ）、 菲律宾 （７３ ８％ ）、 马来

西亚 （７２ ３％ ）。 ２０１３ 年与 ２００８ 年相比， 印尼、 菲律宾和泰国华商财富份额

分别提高 ７ ３ 个百分点、 ４ ３ 个百分点和 １ １ 个百分点，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华

商财富份额则分别下降 １０ １ 个百分点和 ２ ４ 个百分点， 从而导致华商总体占

东盟五国 ２００ 强富豪总财富份额从 ２００８ 年的 ７９ ５％ 略微下降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７８ ３％ ， 下降 １ ２ 个百分点 （见图 ６）。

第二， 东盟五国内部华商财富地域分布格局发生明显变化， 地域分布集中

度趋于下降。

根据对个人或家族财富在 １０ 亿美元及以上的华商超级富豪的财富统计，

１９９６ 年 东 盟 五 国 华 商 财 富 份 额 地 域 分 布 依 次 是： 泰 国 （ ３５ ４％ ）、 印 尼

（２１ １％ ）、 马来西亚 （１６ ８％ ）、 菲律宾 （１６ ３％ ）、 新加坡 （１０ ４％ ）。 但

到 ２００８ 年， 泰国、 印尼和菲律宾三国华商财富份额都大幅度下降， 分别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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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东盟华商占所在国 ４０ 强富豪财富比重

１７ ６ 个百分点、 １１ ３ 个百分点和 １０ ４ 个百分点， 而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华商财

富份额则大幅度提升， 分别上升 ２１ ３ 个百分点和 １８ 个百分点。 再经过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３ 年的发展演变， 印尼、 菲律宾和泰国华商财富份额都恢复性回升， 分别

回升 １４ ６ 个百分点、 ９ ４ 个百分点和 ５ １ 个百分点， 而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华

商财富份额则分别回降 ２０ ６ 个百分点和 ８ ４ 个百分点 （见表 ５ 和图 ７）。

表 ５　 东盟五国华商超级富豪财富实力变化

国家
个数

１９９６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３ 年

财富总额（亿美元）

１９９６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３ 年

占财富合计比重（％ ）

１９９６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３ 年

菲律宾 ８ ２ １２ ３５６ ４６ ４１６ １６ ３ ５ ９ １５ ３

印尼 １８ ５ ２２ ４６０ ７６ ６６２ ２１ １ ９ ８ ２４ ４

泰国 ３０ ５ １４ ７７０ １３９ ６２１ ３５ ４ １７ ８ ２２ ９

马来西亚 １６ ８ １４ ３６５ ２９７ ４７６ １６ ８ ３８ １ １７ ５

新加坡 ７ ７ １７ ２２７ ２２１ ５４３ １０ ４ ２８ ４ ２０ ０

合计 ７９ ２７ ７９ ２１７８ ７７８ ２７１７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注： 统计起点为个人或家族财富 １０ 亿美元。

到 ２０１３ 年， 东盟五国华商财富份额地域分布依次是： 印尼 （２４ ４％ ）、

泰国 （２２ ９％ ）、 新加坡 （２０％ ）、 马来西亚 （１７ ５％ ）、 菲律宾 （１５ ３％ ）。

与 １９９６ 年财富份额相比， 泰国华商下降 １２ ５ 个百分点， 菲律宾华商下降 １ 个

百分点， 新加坡华商提升 ９ ６ 个百分点， 印尼华商提高 ３ ３ 个百分点， 马来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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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东盟五国华人超级富豪财富地域分布

亚华商提高 ０ ７ 个百分点 （见表 ５ 和图 ７）。 与 １９９６ 年财富实力排序相比， 印

尼华商从第二提升到第一， 与泰国地位调换， 新加坡华商从末位上升到第三，

菲律宾从第四降到末位， 马来西亚华商从第三变为第四。

根据对 ５ 个国家超级富豪财富地域分布标准差统计， 标准差从 １９９６ 年的

９ ４％ 提高到 ２００８ 年的 １３ ３％ ， ２０１３ 年下降到 ３ ８％ ， 这说明东盟华商财富分

布地域集中度趋于下降。

第三， 东盟全体华商间财富实力差距趋于扩大， 但不同国家华商间财富实

力差距却趋于缩小。

根据对东盟五国华商 １００ 强样本财富标准差统计 （见表 １）， 标准差虽然

从 １９９６ 年的 ２１ ８ 亿美元下降到 ２００８ 年的 １５ ８ 亿美元， 但 ２０１３ 年却提高到

３１ ３ 亿美元， 这说明东盟全体华商间财富实力差距趋于扩大。 另外， 根据对

东盟五国华商间平均财富标准差 （平均财富差距） 统计， 标准差从 １９９６ 年的

６ ５９ 亿美元下降到 ２００８ 年的 ４ ８９ 亿美元， ２０１３ 年进一步降到 ３ ８１ 亿美元，

这说明东盟不同国家华商间财富实力差距趋于缩小。

四　海外华商财富来源结构变化

由于海外华商尤其是超级富豪财富来源已向多元化发展， 要从财富总额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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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统计财富来源结构实非易事， 因此， 下面主要从华人富豪财富首要来源角度

（有多种来源的富豪只选取第一大来源）， 统计海外华人富豪在各个行业的个

数分布。

根据海外华商行业分布特点， 本文将行业重新划分为九大类： Ａ 房地产

业； Ｂ 金融业， 包括银行、 证券、 保险、 股权投资； Ｃ 商贸业， 包括零售、

批发、 贸易、 餐饮、 运输、 物流； Ｄ 休闲娱乐业， 包括酒店、 旅游休闲、 博

彩、 传媒； Ｅ 建筑业， 包括建筑、 基建和工程服务； Ｆ 农业， 包括农林牧渔

产品种植、 养殖、 加工等农业综合经营； Ｇ 高新技术产业， 包括电子科技、

信息技术、 互联网和电信、 医药与生物技术、 新能源、 新材料、 环保技术及其

产品； Ｈ 消费品制造业， 包括食品饮料、 电器、 纺织、 服装、 服饰、 玩具、

造纸； Ｉ 重化工业， 包括建材、 钢铁、 汽车、 石化、 装备、 电气、 矿业、 水

电气供应、 修造船。

１ 海外华商总体财富来源及其变化

第一， 房地产业、 消费品制造业、 金融业和商贸业是海外华商的主要财富

来源。

根据上述行业分类， 按财富首要来源统计 （见图 ８）， １９９６ 年海外华商

１８０ 强行业分布个数比率依次为： 金融业 （２２ ２％ ）、 房地产业 （２１ １％ ）、 重

化工业 （１４ ４％ ）、 消费品制造 （１２ ８％ ）、 商贸业 （８ ３％ ）、 高新技术产业

（６ ７％ ）、 休闲娱乐业 （５ ６％ ）、 农业 （５％ ）、 建筑业 （３ ９％ ）。 ２０１３ 年行

业分布个数比率依次变为： 房地产业 （１９ ４％ ）、 消费品制造业 （１５ ６％ ）、

金融业 （ １５％ ）、 商贸业 （ １３ ３％ ）、 高新技术产业 （ １２ ８％ ）、 重化工业

（１０ ６％ ）、 农业 （６ １％ ）、 休闲娱乐业 （５ ６％ ）、 建筑业 （１ ７％ ）。

第二， 以高新技术产业、 商贸业和消费品制造业为财富首要来源的华商比

率明显提高， 而以金融业和重化工业为财富首要来源的华商比率明显下降。

２０１３ 年与 １９９６ 年相比 （见图 ８）， 以高新技术产业、 商贸业、 消费品制造

和农业为财富首要来源的华商比率分别提高 ６ １ 个百分点、 ５ 个百分点、 ２ ８

个百分点和 １ １ 个百分点， 而以金融业、 重化工业、 建筑业和房地产业为财富

来源的华商比率则分别下降 ７ ２ 个百分点、 ３ ８ 个百分点、 ２ ２ 个百分点和

１ ７ 个百分点， 休闲娱乐业比率不变。 从分布排序格局变化来看， 房地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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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二升至第一， 消费品制造业从第四升至第二， 金融业从第一降到第三，

商贸业从第五升至第四， 高新技术产业从第六升至第五， 重化工业从第三降

到第六， 休闲娱乐业从第七降到第八， 农业从第八升至第七， 建筑业居于末

位不变。

图 ８　 海外华商 １８０ 强行业分布 （按财富首要来源统计）

第三， 财富来源的行业分布集中度有所下降。

根据对海外华商 １８０ 强财富首要来源个数分布比率标准差统计， 标准差从

１９９６ 年的 ６ ９％ 降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５ ７％ ， 这说明行业分布集中度趋于下降。

２ 东盟华商财富来源及其变化

第一， 东盟华商的主要财富来源与海外华商总体类似， 只是占比和位次有

所差异而已。

根据对东盟华商 １００ 强财富首要来源行业分布个数比率的统计 （见图 ９），

１９９６ 年以金融业、 房地产业、 消费品制造业和商贸业为财富首要来源的华商

比率分别为 ２７％ 、 １６％ 、 １３％ 和 １０％ ， ２０１３ 年上述比率分 别 变 为 １９％ 、

１４％ 、 ２２％ 和 １１％ 。

第二， 东盟华商农业综合经营较具优势， 但高新技术产业处于弱势。

以农业为财富首要来源的华商比率从 １９９６ 年的 ９％ 提高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１１％ ， 位次居于第五， 以高新技术产业为财富首要来源的华商比率 １９９６ 年与

２０１３ 年均为 ６％ ， 位次居于第八 （见图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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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东盟华商 １００ 强行业分布 （按财富首要来源统计）

第三， 东盟华商财富来源格局基本保持稳定。

２０１３ 年与 １９９６ 年相比， 按财富首要来源统计， 金融业华商比率下降 ８ 个

百分点， 位次从第一降为第二； 房地产业华商比率下降 ２ 个百分点， 位次从第

二降为第三； 消费品制造业华商比率则提高 ９ 个百分点， 位次从第三升至第

一； 商贸业华商比率提高 １ 个百分点， 位次仍居第四。 其他五个行业华商比率

和位次基本没有太大变化 （见图 ９）。

第四， 东盟华商财富来源的行业分布集中度有所下降。

根据对东盟华商 １００ 强财富首要来源个数分布比率标准差统计， 标准差从

１９９６ 年的 ７ １％ 下降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６ ３％ ， 这说明行业分布集中度有所下降， 但

行业分布标准差略高于海外华商 １８０ 强总体。

３ 台湾华商财富来源及其变化

第一， 重化工业、 高新技术产业和金融业是台湾华商的主要财富来源， 财

富来源结构变化明显。

根据对台湾华商 ４０ 强财富首要来源行业分布个数比率的统计 （见图 １０），

以重化工业为首要财富来源的华商比率虽然从 １９９６ 年的 ３７ ５％ 降低到 ２０１３ 年

的 ２７ ５％ ， 下降 １０ 个百分点， 但占比一直稳居首位； 高新技术产业华商比率

则从 １９９６ 年的 ７ ５％ 大幅上升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２２ ５％ 并升至第二位； 金融业华商

比率则从 １９９６ 年的 ２７ ５％ 大幅度下降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１５％ ， 从第一退居到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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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业华商比率从 １９９６ 年的 ７ ５％ 升至 ２０１３ 年的 １２ ５％ ， 位居第四； 商贸

业和消费品制造业华商比率上升， 但位次不变。

图 １０　 台湾华商 ４０ 强行业分布 （按财富首要来源统计）

第二， 台湾华商财富来源的行业集中度高于海外华商 １８０ 强总体， 但也呈

现下降态势。

台湾华商 ４０ 强财富首要来源个数分布比率标准差从 １９９６ 年高达 １２ ７％ 下

降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９ ６％ 。

４ 香港华商财富来源及其变化

第一， 香港华商与其他华商最大不同在于行业分布高度集中于房地产业。

根据对香港华商 ３０ 强财富首要来源行业分布个数比率的统计 （见图 １１），

以房地产业为财富首要来源的华商比率从 １９９６ 年的 ５０％提高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５３％ 。

第二， 香港华商财富来源结构变化明显。

消费品制造业和商贸业华商比率变化最为明显， 消费品制造业华商比率一

度高达 ２０％ ， 位居第二， 但 ２０１３ 年降到 ７％ 。 商贸业华商比率则从 １９９６ 年的

３％ 大幅度提高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１７％ ， 位居第二。 高新技术产业华商比率明显上

升。 休闲娱乐业 （１０％ ） 和金融业 （７％ ） 华商比率维持不变 （见图 １１）。

第三， 香港华商财富来源行业集中度在海外华商中最高且有所上升。

香港华商 ３０ 强财富首要来源个数分布比率标准差从 １９９６ 年的 １５ ８％ 提高

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１６ 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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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　 香港华商 ３０ 强行业分布 （按财富首要来源统计）

五　海外华商财富增长差异分析

外部经济环境和内在结构特征导致不同国家或地区华商或不同财富来源华

商在财富增长方面存在差异， 下面分别从国家或地区别与行业别两个角度考察

海外华商财富增长差异。

１ 不同国家或地区华商财富增长差异

不同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 资本市场及汇率波动与华商经营差异都可

能影响到华商财富增长差异。 为了便于对财富增长作比较分析， 这里在海

外华商 １８０ 强样本基础上将华商财富统计范围调整为 １８７ 家， 其中， 香港

增加 ３ 个， 印尼增加 ５ 个， 马来西亚增加 ４ 个， 美国及其他地区从原来的

１０ 个调整为只统计美国 ５ 个，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个数不变。 这 １８７ 强华商

财富 （按美元计算） １９９６ ～ ２００８ 年增长率和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３ 年共 ５ 个年度增

长率累计见表 ６。 为了分析经济环境变化对不同国家或地区华商财富增长差

异的影响， 相关国家或地区的名义 ＧＤＰ 增长、 股票指数变动和汇率变动一

并列于表 ６。

第一， 由于经济波动和金融危机对不同经济体的影响深度和广度不同， 以

及不同国家或地区华商财富来源结构不同， 面对外部冲击的承受力不同， 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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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华商财富、 ＧＤＰ、 股指和汇率变化

国家 ／ 地区
华商

个数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３ 年年变动率累计（％ ）

华商财富

增长

名义 ＧＤＰ
增长

股指

变动

汇率

变动

１９９６ ～ ２００８ 年变动率（％ ）

华商财富

增长

名义 ＧＤＰ
增长

汇率

变动

香港 ３３ ５１ ４ ２５ ０ ９８ ５ ０ ５ １１６ １ ３５ － ０ ７

台湾 ４０ ３７ ４ ２５ ５ ２１ ２ ９ ９ ６５ ３ ３８ － １９ １

新加坡 ２０ ７９ ９ ５２ ６ ９９ ９ １０ ５ ０ ３ １００ － ０ ６

印尼 ２５ ２１８ １ ５８ ５ １４７ ７ － ２７ ０ － ７０ ７ １２５ － ３１４ １

马来西亚 ２４ ６１ ５ ５１ ３ ９６ ３ ０ ２ － １５ ９ １２９ － ３２ ８

泰国 ２０ １４１ ８ ４２ ２ １４６ ９ ０ ９ － ６９ ４ ４９ － ３１ ４

菲律宾 ２０ １８３ ９ ５２ １ １６４ ９ － ０ ８ － ７５ １ ８９ － ６９ １

美国 ５ ４６ ９ １３ ５ ７９ ２ — ４４２ ３ ８２ —

　 　 注： 财富和 ＧＤＰ 均按美元计算， 两者都是名义变动且都没有剔除汇率变动的影响；
汇率变动率负值是本币贬值， 正值是本币升值。
资料来源： ＧＤＰ 来自世界银行和 ＩＭＦ， 台湾 ＧＤＰ 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 股票指数来自 《标准普尔

全球股票市场手册》 。

不同国家或地区华商财富增长存在着较大差异， 而且， 经济越是不稳定时期，

不同国家或地区华商财富增长差异越大。

１８７ 个华商财富增长统计表明 （见图 １２）， ２００８ 年与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的

１９９６ 年相比， 如果按照美元计算， 东盟五国华商除了新加坡华商财富略有增

图 １２　 按国家或地区区分的华商财富增长 （１９９６ ～ ２００８ 年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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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外， 其他四国华商财富均显示负增长， 其中， 菲律宾、 印尼和泰国华商财

富下降幅度都接近或超过 ７０％ ， 马来西亚下降 １５ ９％ 。 可见， 亚洲金融危

机对东盟华商财富产生的冲击是深远的。 与此同时， 美国华商财富增长幅

度最大， 达到 ４４２ ３％ ， 香港华商财富增长 １１６ １％ ， 台湾华商财富增长

６５ ３％ 。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３ 年， 除了印尼盾有较大贬值外，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币值总体

较为稳定 （见表 ６）， 汇率对财富及其增长的影响较小。 根据图 １３ 的统计结

果， 这期间东盟各国华商财富增长速度都超过美国、 香港和台湾华商，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３ 年东盟五国华商财富 （按美元计算） 累计增长分别为印尼 ２１８ １％ 、 菲

律宾 １８３ ９％ 、 泰国 １４１ ８％ 、 新加坡 ７９ ９％ 、 马来西亚 ６１ ５％ ， 港、 台、 美

华商财富增长明显放缓。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３ 年虽然不同国家或地区华商的财富增长继续呈现多元分化的

发展态势， 但财富增长差异明显缩小， ８ 个国家或地区华商财富增长率标准差

从 １９９６ ～ ２００８ 年的 １７３ １％ 明显缩小到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３ 年的 ６９ ４％ ， 年平均标准

差分别为 １４ ４％ 和 １３ ９％ ， 这主要是这期间东盟五国华商财富随着经济增长

而获得较快增长。 由于 １９９６ ～ ２００８ 年与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３ 年相比， 外部经济环境更

加不稳定， 因此， 经济越是不稳定时期， 不同国家或地区华商财富增长差异

越大。

图 １３　 按国家或地区区分的华商财富增长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３ 年年增长率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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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汇率波动对不同国家或地区华商财富增长差异的影响不存在简单的

一致的结论。 汇率波动可能导致按美元计价的华商财富增长差异扩大， 但对于

投资和经营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华人富豪来说， 以美元作为财富及其增长的衡量

标准更加合理和符合实际。

由于东盟五国经过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 货币都大幅度贬值 （见表 ６），

如果按本币计算财富 （剔除汇率波动的影响）， １９９６ ～ ２００８ 年印尼和马来西亚

华商财富 不 降 反 升， 其 中， 印 尼 华 商 增 长 ２４３ ４％ ， 马 来 西 亚 华 商 增 长

１６ ８％ ， 泰国和菲律宾华商财富下降幅度也大幅度缩小 （见图 １２）。

另外， 对不同国家或地区华商财富增长与汇率波动的相关性检验表明

（见表 ７）， １９９６ ～ ２００８ 年， 华商财富增长与汇率波动之间存在着正相关， 说

明本币贬值不利于华商财富增长， 但也不显著； 而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３ 年， 华商财富

增长与汇率波动之间存在着显著负相关， 说明本币适度贬值反而有利于华商财

富增长。

表 ７　 华商财富增长与 ＧＤＰ、 股指和汇率变动的相关性检验

检验结果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３ 年年变动率累计

华商财富与

名义 ＧＤＰ
华商财富与

股指

华商财富与

汇率

１９９６ ～ ２００８ 年变动率

华商财富与

名义 ＧＤＰ
华商财富与

汇率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 ０ ７０３ ０ ８４４∗∗ － ０ ７５８∗∗ － ０ ２２０ ０ ５１２

显著性（双侧） ０ ０５２ ０ ０１７ ０ ０４８ ０ ６００ ０ ２４０

　 　 说明： 名义 ＧＤＰ 和财富均按美元计算， 相关系数标注∗∗为显著相关 （显著性 ＜ ０ ０５） 。

因此， 汇率波动对不同国家或地区华商财富增长差异的影响不存在简单的

一致的结论。 财富实力应以国际化货币作为衡量标准， 尤其是跨国跨地区比较

时更应如此， 更何况绝大多数华人富豪都已经进行国际化投资与经营， 以美元

作为衡量其财富及增长的统一标准是合理的选择。

第三， 不同国家或地区华商财富增长差异与 ＧＤＰ 增长也不存在一致的简

单结论。 相关性检验表明， １９９６ ～ ２００８ 年华商财富增长与 ＧＤＰ 增长之间存在

着负相关， 但很不显著， 而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３ 年华商财富增长与 ＧＤＰ 增长之间近似

显著正相关 （见表 ７）。 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华商经营和投资国际化有助于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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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差异带来的财富波动风险。

第四， 资本市场波动对不同国家或地区华商财富增长影响显著。 相关性检

验表明，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３ 年华商财富增长与股票价格指数变动之间存在着显著正

相关 （见表 ７）。

２ 不同财富来源华商财富增长差异

第一， 海外华商传统行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财富增长相对稳定。

２００８ 年与 １９９６ 年相比， 财富增长幅度位居前列的是以商贸业和高新技术

产业为财富首要来源的华商， 分别增长 ２９６ ６％ 和 ２３１ ９％ ； 以房地产业和农

业为财富首要来源的华商财富也呈现正增长， 分别为 ３８ １％ 和 １７ ６％ ， 其他

行业都呈现负增长而且下降幅度都较大 （见图 １４） 。 其原因是商贸业、 房地

产业和农业综合经营 （农业以东盟华商为主） 是海外华商的传统核心领域，

而高新技术产业适应了经济转型升级的发展趋势， 受经济波动的影响相对较

小。

２０１３ 年与 ２００８ 年相比， 所有行业华商财富都呈现正增长， 其中， 以消费

品制造业为财富首要来源的华商财富增长幅度最大， 达到 １９３ ５％ ， 其他依次

为商 贸 业 （ ７０ ３％ ）、 农 业 （ ６９ ３％ ）、 休 闲 娱 乐 业 （ ６０ ９％ ）、 金 融 业

（５９％ ）、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 ４８ ６％ ）、 重 化 工 业 （ ３７ ９％ ）、 房 地 产 业

（２６ ８％ ）、 建筑业 （２２％ ） （见图 １４）。

图 １４　 按财富首要来源区分的华商财富增长 （１８０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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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不同财富来源的华商财富增长差异较大， 但其差异与经济环境稳定

性没有必然的联系。

１９９６ ～ ２００８ 年海外华商 １８０ 强 ９ 个行业增长率标准差为 １３０ ７％ ， 年平均

标准差为 １０ ９％ ，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３ 年增长率标准差为 ５１ １％ ， 年平均标准差为

１０ ２％ 。 如果从此时期增长标准差来看， 显然， 不同财富来源的华商财富增长

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但如果从年均增长率标准差来看， 虽然两个时期外部经济

环境不同， 特别是前一个时期海外华商财富经历了 １９９７ 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巨

大冲击， 但是， 两个时期不同财富来源华商的年平均财富增长标准差没有什么

差异， 这说明不同财富来源的华商， 其财富增长差异与经济环境稳定性没有必

然的联系。 其中重要原因是海外华商富豪绝大多数都已进行多元化和国际化发

展。

六　海内外华商富豪及其财富比较

比较研究中国大陆富豪 （海内华商） 与海外华人富豪特征和财富实力，

有助于进一步认识海外华商财富的发展变化特征， 也有助于海内外华商认识到

自身的优势与不足。

海外华人富豪与中国大陆富豪财富积累和发展变化存在的共同特征是： 家

族财富的积累基本上都经历白手起家过程， 并随着家族企业的发展壮大将财富

分散到其他地域和多元化行业， 尤其是新兴市场和房地产行业。 同时， 随着资

本市场的发展， 家族企业也善于利用股市进行公司并购、 业务分拆上市来重组

公司和扩展业务， 楼市和股市是影响财富增长的重要因素。

但是， 由于海内外华商发展历史不同和政治经济环境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进入排行榜富豪的年龄结构、 创富历史、 财富实力及其增长、 财富来源结构存

在着较大的差异， 有其各自的优势和不足。

第一， 由于中国大陆富豪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而逐渐成长起来的新一代

富豪， 而海外华人富豪多数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甚至更早就开始创业， 许多家族

财富已传承到第二或第三代， 因此， 中国大陆富豪最大的优势是年轻有为， 还

没有进入家族企业财产继承阶段， 家族企业还掌握在创业起家的第一代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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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海外华人富豪却不时受到家族企业财产继承权纷争的困扰。 ２０１３ 年海外华

商 １８０ 强 ７０ 岁以上占 ３７％ ， ６０ 岁以下占 １８％ ， 而中国大陆富豪 １８０ 强 ７０ 岁

以上仅占 ２ ８％ ， ６０ 岁以下占 ７７％ 。 中国大陆富豪 １８０ 强平均年龄 ５３ 岁， 海

外华商 １８０ 强平均年龄 ６８ 岁。 ２０１３ 年海外华商 １８０ 强白手起家占 ５２％ ， 中国

大陆富豪 １８０ 强 １００％ 属于创业起家一代。

第二， 由于中国大陆富豪成长历史较短， 中国大陆创富机会随着经济发展

和改革开放的深入还在增多， 因此， 中国大陆富豪排行榜更新比率高于海外华

人富豪， 财富稳定性较差， 富豪间财富差距较小。 从富豪排行榜的更新比率来

看， ２０１３ 年与 ２００８ 年相比， １８０ 强海外华人富豪排名更新比率为 ２６％ ， 而中

国大陆 １８０ 强富豪排名更新比率高达 ５０％ ， 是海外华商 １８０ 强的 １ ８４ 倍。

２０１３ 年海外华商 １８０ 强财富标准差是 ３９ 亿美元， 中国大陆富豪 １８０ 强财富标

准差是 ２１ 亿美元。

第三， 海外华人富豪年龄与财富实力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 而且在海外华

人超级富豪样本中， 年龄与财富实力之间甚至存在着负相关， 这说明如果不能

顺利实现家族企业财产继承权的顺利交接， 将影响到海外华商财富的持续增

长， 因此， 家族企业和财产的继承压力是海外华商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而大

陆富豪尽管还没有进入家族企业的权力交接时期， 年龄与财富实力不相关

（２０１３ 年中国大陆富豪 ４００ 强年龄与财富实力相关性检验结果是相关系数为

－ ０ ０１６， 显著性为 ０ ７４８）， 但海外华商家族继承权纷争问题却是值得汲取的

教训。 总的来说， 家族治理模式对财富增长可谓利弊参半， 在创业和财富积累

初期应该说利大于弊， 但随着财富的增长、 业务的扩大和创业一代年龄的增

大， 家族治理如果不能及时引入现代公司治理模式， 就可能重蹈 “富不过三

代” 的覆辙。

第四， 中国大陆富豪财富增长速度超过海外华人富豪， 财富实力也赶上甚

至超过海外华人富豪。 ２０１３ 年与 ２００８ 年相比， 中国大陆 １８０ 强富豪总财富增

长率是海外华商 １８０ 强的 ４ 倍， 中国大陆 １００ 强富豪总财富增长率是东盟华商

１００ 强的 １ ５ 倍， 中国大陆 ４０ 强富豪总财富增长率是台湾地区华商 ４０ 强的 ９ ７

倍， 中国大陆 ３０ 强富豪总财富增长率是香港地区华商 ３０ 强的 ５８ ６ 倍。 ２００８ 年

海外华商 １８０ 强、 东盟华商 １００ 强、 台湾华商 ４０ 强和香港华商 ３０ 强的财富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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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超过中国大陆富豪 １８０ 强、 １００ 强、 ４０ 强和 ３０ 强的总财富。 但到了 ２０１３ 年，

中国大陆富豪 １８０ 强总财富虽然仍小于海外华商 １８０ 强总财富， 但差距大幅度缩

小， 而且中国大陆富豪 １００ 强、 ４０ 强和 ３０ 强的总财富都已分别超过东盟华商

１００ 强、 台湾华商 ４０ 强和香港华商 ３０ 强的总财富 （见图 １５）。

图 １５　 中国大陆与海外华人富豪财富比较

第五， 中国大陆富豪财富集中于高新技术产业、 重化工业、 房地产业三大

行业， 海外华人富豪财富集中于房地产业、 消费品制造业和金融业三大行业， 但

海外华人富豪比中国大陆富豪投资和经营领域更加多元化和国际化。 ２０１３ 年以

房地产业、 消费品制造业和金融业三大行业作为财富首要来源的华商占海外华商

１８０ 强总数的 ５０％ ， 而 ２０１３ 年大陆富豪 １８０ 强以高新技术产业、 重化工业、 房地

产业三大行业作为财富首要来源的富豪分别占到总数的 ２４ ４％ 、 ２３ ９％和 ２２ ２％ ，

三者合计占总数 ７０ ５％ 。 因此， 海内外华商具有较大的产业互补性和分工协作空

间， 双方应充分利用各自产业优势扩大双向跨国或跨境投资和经营合作。

七　结论与展望

本文以海外华人富豪 １８０ 强作为研究样本， 运用统计分析和比较研究方

法， 阐述海外华商及其财富的总体特征， 研究海外华商财富实力地位和财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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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结构的发展变化， 分析不同国家或地区华商和不同行业华商的财富增长差

异， 比较海外华人富豪与中国大陆富豪及其财富的不同特征。 总的来说， 亚洲

金融危机以来， 海外华商财富的发展变化特征主要表现在：

（１） 海外华商尤其是超级富豪年龄总体结构呈现老化趋势， 白手起家富

豪比例在下降， 继承发展富豪接近甚至超过白手起家富豪数量， 富豪榜更新率

较高， 年龄与财富之间从不相关向正相关或负相关转变， 多数华商财富的持续

增长面临着家族企业财产继承权的挑战。

（２） 尽管海外华商平均财富实力不断增长， 但全体华商间财富实力差距

不断扩大， 不同国家或地区华商间财富实力差距也有所扩大， 财富实力区域分

布格局已发生较大的逆转， 财富地域分布格局已发生明显变化， 财富地域集中

度有所提高。 港台及其他地区华商财富实力已超过东盟五国华商财富实力， 美

国及其他地区华商在海外华商中的财富份额虽然较小， 但财富实力提升明显，

到 ２０１３ 年， 海外华商财富份额地域分布格局依次为： 香港 （３１ ５％ ）、 台湾

（１５ ４％ ）、 印尼 （１１％ ）、 泰国 （１０ ３％ ）、 新加坡 （９％ ）、 马来西亚 （７ ９％ ）、

美国及其他 （７ ８％ ）、 菲律宾 （６ ９％ ）。

（３） 东盟五国华商财富占所在国入选富豪财富份额基本保持稳定态势， 但

华商财富份额地域分布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化， 财富地域分布集中度和不同国家华

商间财富实力差距趋于缩小， 但全体华商间财富实力差距却趋于扩大。 在东盟五

国华商中， 印尼和新加坡华商地位提升， 而泰国、 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华商地位则

下降。 到 ２０１３ 年， 东盟五国华商财富地域分布依次是： 印尼 （２４ ４％ ）、 泰国

（２２ ９％ ）、 新加坡 （２０％ ）、 马来西亚 （１７ ５％ ）、 菲律宾 （１５ ３％ ）。

（４） 财富来源结构方面， 总体来说， 房地产、 消费品制造业、 金融业和商

贸业是海外华商的主要财富来源， 以高新技术产业、 商贸业和消费品制造业为财

富首要来源的华商比率明显提高， 而以金融业和重化工业为财富首要来源的华商

比率明显下降， 财富来源行业分布集中度有所下降， 到 ２０１３ 年， 海外华商 １８０

强财富首要来源分布个数比率依次为： 房地产业 （１９ ４％ ）、 消费品制造业

（１５ ６％ ）、 金融业 （１５％ ）、 商贸业 （１３ ３％ ）、 高新技术产业 （１２ ８％ ）、 重化

工业 （１０ ６％ ）、 农业 （６ １％ ）、 休闲娱乐业 （５ ６％ ）、 建筑业 （１ ７％ ）。 具体

来说， 东盟华商主要财富来源与海外华商总体类似， 财富来源格局基本保持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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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但农业综合经营较具优势， 高新技术产业处于弱势， 财富来源的行业分布集

中度也有所下降且略高于海外华商 １８０ 强总体； 台湾华商主要财富来源是重化工

业、 高新技术产业和金融业， 财富来源结构变化明显， 行业集中度高于海外华商

１８０ 强总体且呈现下降态势； 香港华商财富高度集中于房地产业， 财富来源行业

集中度在海外华商中最高且有所上升； 美国及其他地区华商财富来源从原来以高

科技创业为主向商贸、 消费品、 房地产等领域扩展。

（５） 不同国家或地区华商财富增长差异与 ＧＤＰ 增长和汇率波动之间不存

在着简单一致的相关关系， 但不同国家或地区股指波动与华商财富增长间存在

着显著正相关， 海外华商财富来源多元化和国际化对于降低经济和汇率波动对

财富增长带来的风险具有积极的作用。

（６） 不同财富来源的华商财富增长差异较大， 但在房地产业、 商贸业和

农业综合经营等海外华商传统行业和适应经济发展趋势的高新技术产业， 华商

财富增长相对较为稳定。

（７） 与中国大陆富豪相比， 海外华商财富来源更加国际化和多元化， 富

豪榜更新率较低， 但财富实力正在被中国大陆富豪赶超， 家族企业继承压力更

大， 财富增长稳定性较差， 财富来源以传统行业为主。 海内外华商产业互补性

强， 跨国或跨境产业分工协作空间较大。

２０１３ 年以来， 世界经济持续低迷， 中国经济进入结构调整和深化改革阶

段， 东南亚和港台的经济形势参差不齐， 海外华商也进入了经营和投资调整时

期， 为扩展或调整国内外业务， 上市集资的意愿普遍增强， 国际化步伐加大加

快。 例如， 菲律宾华商在电力、 银行、 食品、 运输等领域频繁进行股权收购和

转让， 热衷于上市集资； 印尼华商在香烟、 食品、 造纸、 轮胎等领域由于受到

经济不景气和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影响业绩一度下滑， 一些华商也乘机进入能源和

电信领域， 并加快投资美国、 印支和拉美地区； 泰国华商由于国内房地产、 食品

饮料、 汽车市场低迷正在加快业务调整， 进入新兴行业； 马来西亚华商加快在休

闲娱乐业和银行业的国际化布局， 重组公司资产和业务结构； 新加坡华商继续进

行国际化扩展； 香港华商则面临着楼市股市低迷的财富缩水压力和业务调整的新

挑战； 台湾华商投资祖国大陆的业务机会与挑战并存。 这些变化发展都预示着海

外华商财富的地域和行业分布格局及财富增长已进入新的变化发展阶段。

５９０



华侨华人蓝皮书

总之， 影响海外华商财富变化的因素较为复杂， 既有外部环境因素， 也有

华商创富历史和内在结构因素， 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都有可能导致海外华人富豪

排名更迭， 要长期保持在排名前列不仅需要华人富豪的危机化解能力和风险抵御

能力， 也需要华人富豪家族控制权的顺利交接和稳定治理机制的建立完善， 这些

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另外， 由于受到数据可获得性限制， 本文选取的研

究样本是进入各国或各地区财富排名前列的华商， 其研究结果虽然具有典型性，

但因研究样本范围的局限性， 研究结果与实际情况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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