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访胡润
揭秘你所不知道的中国富豪

胡润，1970 年出生于卢森堡，英国
注册会计师，《胡润百富》创刊人。 1993
年毕业于英国杜伦大学，曾留学中国人
民大学学习汉语 ，通晓英 、汉 、德 、日 、
法、葡萄牙等语言。 1999 年推出中国第
一份财富排行榜“百富榜”。

中国富豪阶层到底有多大？ 这个阶
层在发生哪些变化？胡润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 披露了详细的调查结果 ：“截至
2012 年底， 全国已有 105 万名千万富
豪和 6.45 万名亿万富豪。 也就是说，目
前全国每 1300 人中就有 1 人是千万富
豪，每两万人中有 1 人是亿万富豪。 ”

富豪主要是 4 类人
“5 年前， 我的客户 95%是在伦敦

工作的企业高管，如今 75%是中国投资
者。 ”一位英国房产经纪人说。 据报道，
中国富豪抢购加拿大豪宅之风，已经由
温哥华西区蔓延至其他城市，造成大温
地区“遍地买楼热”。

记者：中国富豪的数量似乎越来越
多，你们怎么界定富豪人群？

胡润：我们报告中“富裕人士”的门
槛是拥有 1000 万元人民币以上资产的
个人。 资产包括可投资资产、未上市公
司股权、自住房产和艺术品收藏 ，分布
状况以富裕人士的长期居住地为依据。
中国资产 10 亿元以上的富豪大约有
8100 人，其中 2700 人是我们能看得见
资产的，我们称为阳光富豪，其他隐形

富豪预计有 5400 人， 他们没有明显的
企业固定资产，比如煤老板。 全国百亿
富豪有 280 人 ， 其中阳光富豪约 132
人，其余为隐形富豪。

记者 ： 中国富豪群体都是些什么
人？

胡润 ：据我们统计 ，中国的千万富
豪主要由 4 类人构成：企业家 、职业股
民、炒房者和金领。 拥有企业的千万富
豪大概占 50%，职业股民和炒房者各占
15%，剩下的是金领，即大型企业、跨国
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

记者 ：你在做富豪榜的时候 ，发现
富豪的地区分布有什么特点？

胡润 ：从全球来看 ，今年富豪总数
最多的国家是美国，最多的城市是莫斯
科。 针对中国来说，北京的富裕人士最
多，广东第二，上海第三。天津的富豪数
量增速最快，而浙江和内蒙古减少的最
多。 六成的富裕人士并不在一线城市，
杭州、宁波和佛山的千万富豪人数都在
两万以上。

中国富豪政治影响力还不够
调查显示， 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

为拥有 10 亿美元富豪最多的国家。 广
州金融学院教授蔡予民曾做过研究，把
中国富豪分成几种类型： 既有人脉、又
把握时代机遇的“多种资源或生产要素
组合型”，像煤老板这样的资源占有型，
做实业起家的创业能人型，以互联网为
主的信息科技型，打工皇帝型和国企高
管，以及社会明星。

记者：中国富豪的年龄和性别构成
是怎样的？

胡润 ： 中国的千万富豪平均年龄
38 岁， 超过半数集中在 31 到 45 岁之
间，男性占七成。 亿万富豪的平均年龄
为 40 岁 ， 年龄在 45 岁以上的约占一
半，男性有近九成。

记者 ： 他们中有政治身份的人多
吗？

胡润 ：今年上榜企业家中 ，全国人
大代表与政协委员分别为 84 位和 69
位，他们拥有参政议政的话语权。 前 10

名中， 有 5 位企业家拥有国家政治身
份，前 50 名中，有 30%的企业家拥有国
家政治身份。 不过，我觉得中国的富人
们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还不够。国外
很多场合，是大企业家走在前面 ，政府
官员跟在后头，说明西方知名企业家有
很高的政治地位，更受尊敬。

富豪们最想要的是健康
记者：富豪们的工作压力是否比普

通人更大？
胡润： 从工作和生活节奏上来看，

亿万富豪平均每年三分之一的时间都
在路上，要出国三四次，平均每个月要
出差 9 天，比千万富豪多近两天。

记者：他们的休闲方式有哪些？
胡润：他们同样喜欢旅游、看书、品

茶，最青睐的运动是高尔夫。当然，他们
追求独特的旅行体验，一些特殊旅游目
的地很受欢迎，比如非洲和极地。 他们
中 14%的人有私人医生 ， 七成人不抽
烟，注重健康生活。平均工作日睡眠 6.6
小时，周末睡眠 7.4 小时。 他们中间四
分之三的人都有收藏习惯，最青睐古代
字画。 近期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八成
富豪开始使用微信与朋友交流。

记者：今年你们还做了富豪幸福指
数的排名？

胡润：我们从家庭、工作、健康和个
人生活 4 个方面研究幸福感，受访者被
要求为自己的幸福程度打分， 满分 10
分。 结果显示，中国富豪幸福指数达到
7.8 分。 73%的富豪认为自己比上一代
幸福；家庭生活给予的幸福感比工作带
来的更多； 女性富豪的幸福指数达到
8， 略高于男性富豪；30 岁以下富豪的
幸福感明显低于年龄较大的富豪，尤其
在工作方面。 相比爱情、时间 、他人认
可、学习机会和物质需求，富豪们最想
拥有的是健康， 最担心的也是个人健
康问题。 摘自《环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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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人趣事
西班牙 / 马德里
垃圾建的大教堂

马德里城郊有一座尚未竣工的、 高约 40 米的教堂。 这是
86岁的马丁内斯花了 50 年时间， 用垃圾和废弃建筑材料建成
的，圆柱用油桶垒成，圆顶则用到了塑料餐盒。 惊人的是，独自
建造教堂的马丁内斯没有任何建筑学知识。 他曾当过 8 年修
士，1961 年因为患肺结核被迫离开修道院。 他当时发誓，如果
能活下来，就要建一座教堂。 1963 年，马丁内斯开始实践诺言。
他说：“如果能重活一回，我想建造一座更大的教堂。 ”

日本 / 鸟取县
“拉车哥”完成环球之旅

日本青年吉田正仁最近完成了环球之旅，他一路上的伴侣
是一辆两轮手拉车。 吉田于 2008 年 12 月开始了徒步旅程，足
迹踏遍亚欧大陆、北美洲和大洋洲。 他的手拉车里装着他的所
有行李，包括简易帐篷、睡袋、桶装水、衣服和厨具，共约 50 公
斤。在返回鸟取县后，该县知事授予他“鸟取县光荣挑战奖”。吉
田表示，之所以拉着手拉车旅行，是希望看到乘车旅行所无法
遇到的景色和人。 他说：“我一步步累积， 终于完成了这个挑
战。 ”

美国 / 得克萨斯州
做微积分放松身心

最近， 得克萨斯基督教大学迎来了历史上年纪最小的学
生———11 岁的男孩卡森。 他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背包中厚厚的
书， 这对只有 1.4 米高，34 公斤的他来说太重了。 卡森的妈妈
称，儿子的天赋最早被发现是在他 3 个月大的时候。 当时，去看
眼科医生的卡森展现了非凡的专注力，医生称他不像大多数小
孩一样动来动去。 卡森 2 岁可以阅读，3 岁会加减乘除，5 岁已
经开始学习 8 年级的课程。 枯燥时， 他会做微积分放松身心，
“解开题目豁然开朗的感觉，会让你想继续钻研下去。 ”

英国 / 因弗内斯
最节俭的婚礼

最近，36 岁的乔治娜和 39 岁的西德举办了一场最节俭的
婚礼。 除了办理结婚必须缴纳的 70 英镑（1 英镑约合 9.5 元人
民币）手续费，他们唯一的花费是乔治娜用 1 英镑在网上购买
的一件上世纪 60 年代制作的二手婚纱。 婚礼在他们家屋后的
谷仓举行。 西德穿的是多年前买的西装，结婚戒指则是乔治娜
用在花园里发现的鹿角制作的。 婚礼仪式后，大家在谷仓外野
餐，食物都是宾客自己带来的。乔治娜说：“我们玩得很开心。婚
礼的意义在于和你爱的那个人结婚，我们去年订婚时，就决定
办一个节俭的婚礼。 ” 摘自 《人民文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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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夫人”卸任后的悲喜人生
“第一夫人 ” 无疑有着耀眼的

光环 ，但其实全世界每一位 “第一
夫人 ”都会面临卸任的问题 。 那么
她们 “后第一夫人 ”时代的生活究
竟如何呢 ？

■布吕尼
前法国“第一夫人”复出养家

英国媒体报道 ，法国前总统萨
科齐夫人卡拉·布吕尼日前重操旧
业当起模特。

据了解 ，布吕尼被意大利著名
手表和珠宝品牌宝格丽选中 ，为其
高级珠宝做代言。

布吕尼出生在意大利 ，19 岁开
始就在 T 形台大放异彩 ，20 世纪
90 年代曾是圣罗兰 、 华伦天奴 、范
思哲等奢华品牌颇受宠爱的走秀
超模 。 1997 年布吕尼停止模特事
业 ，做起歌手 ，但一直未能重造其
在模特生涯的辉煌。

在做了法国 “第一夫人 ”之后 ，
因受到种种限制 ，布吕尼的音乐事
业也被搁置 ， 如今她重持旧业 ，欲
再现当年风光。

不过 ，近日 ，她推出的个人第
四张专辑 《法国小曲 》，其中一首歌
《企鹅 》搅动了法国政坛 ，原因是歌
词中有大量明显嘲讽现任法国总
统奥朗德的内容。

如今 ，卸任的萨科齐要感谢布
吕尼的 2000 万英镑身家 。 萨科齐
英文不好 ，没有办法像前英国首相
布莱尔及前美国总统克林顿一样

巡回演说赚钱 。 而且 ，萨科齐也不
太可能重拾律师旧业。 因此可以猜
测 ，他将担任 “家庭妇男 ”的角色 ，
用更多的时间陪伴幼女茱莉亚 ，而
生计问题则由布吕尼承担。

�■ 希拉里
从“第一夫人”到国务卿

希拉里在美 国一 直是一个很
有争议的人物。 在希拉里的狂热追
随者眼中 ， 她是一个勇敢的妻子 、
一个性感的女人 、一个充满智慧的

女强人 。 而在她的政敌眼中 ，希拉
里则是一个虚伪狡诈 、老于世故和
政治伎俩的女人。 但无论是她的政
敌还是狂热追随者都不得不折服
于她的公众影响力。

希拉里有着令 人羡慕 的 “后
宫 ”生活经历 ，她曾随克林顿做了
12 年州长夫人 ，并在白宫度过 8 年
美好时光。 褪下“第一夫人”的光环
后 ， 希拉里于 2001 年当选为纽约
州参议员 ，2006 年 11 月再次高票
当选 。 2007 年 1 月 20 日 ，希拉里·
克林顿在其个人网站上宣布参加

2008 年美国总统大选 ，但是在民主
党初选过程中不敌黑人候选人奥
巴马。

虽然没能 循着老公的 路成 为
美国史上第一位女总统 ，但希拉里
还是顺利地 “二度进宫 ”。 奥巴马
上任后 ， 希拉里成为了美国第 67
任国务卿 ， 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
涯 。

可以说 ，卸任 “第一夫人 ”的名
号之后 ，希拉里终于活在了自己的
光环之下 ，开始随心所欲地发光发
热 。对于一个有野心和抱负的女人

来说 ，这或许是最好的安排 。

■ 克里斯蒂娜
昔日 “国母 ”变身女总统

有人说 ，她可以与 “阿根廷国
母 ” 埃娃·贝隆夫人相比 ； 也有人
说 ，她是 “阿根廷的希拉里 ”，但是
她说 ：“我就是我 。 ”她就是阿根廷
现 任 总 统 克 里 斯 蒂 娜·费 尔 南 德
斯 。

2011 年 12 月 10 日 ，克里斯蒂
娜在国会宣誓就职 ，开始了第二个
总统任期 。 2007 年 ，她成为阿根廷
的第一位民选女总统 。让全世界感
兴趣的是 ， 这位叫克里斯蒂娜·费
尔南德斯的漂亮女人 ，竟然就是阿
根廷总统基什内尔的夫人 。

由于克里 斯蒂娜 美丽 的外表
和聪敏机智 、 雷厉风行的性格 ，许
多政敌将其蔑称为 “铁腕女王 ”。
担任圣克鲁斯省议员时 ，她在部下
面前说一不二 ， 当选参议员后 ，她
对自己的政治主张从不让步 。

一般来说 ， 越是 高官 就越低
调 ，但克里斯蒂娜却不为世俗所束
缚 。 为了维持自己的美丽 ，克里斯
蒂娜也是费尽心思 。 每次出访时 ，
克里斯蒂娜总会购买当地特色的
美丽衣服 ，为自己大大的衣橱再添
新衣。 她的衣橱占地 95 平方米。 有
人曾打算对这位美女总统到底有
多少套衣服做统计 ，但得出的结论
是，“总统每天都穿新衣服”。

摘自《人民文摘》

布吕尼 希拉里克里斯蒂娜

胡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