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外亿万富豪婚变中的财产分
割总是足够引人关注。有的付出了
巨额资金，有的则通过信托等方式
保全了自己的资产。

2014 年 5 月，瑞士日内瓦一家
法院裁定，俄罗斯亿万富豪雷波诺
列夫必须支付前妻埃琳娜超过40亿
瑞士法郎（约合280亿元人民币）的
分手费。据报道，被称为“化肥之
王”的雷波诺列夫拥有的总资产约
573亿人民币。

2014年，俄罗斯矿业寡头弗拉
基米尔·波塔宁与结婚31年的发妻

娜塔丽·波塔宁离婚，其拥有的140
亿美元矿业帝国财产被一分为二。

美国亿万富翁亚历克·维尔登
斯坦1999年离婚，法院裁决他必须
支付给结婚21年的妻子25亿美元
的分手费，外加连续13年、每年1亿
美元的赡养费。

1999年，向结婚31年的前妻安
娜·曼支付了 17 亿美元分手费后，
68 岁的默多克迎娶了 31 岁的邓文
迪。这段婚姻在2013年走到尽头，
不过，邓文迪仅获得位于纽约和北
京的两套房产，还没拿到默多克财

产的百分之一。
2009年，一级方程式首席执行

官伯纳德·埃克尔斯通离婚，他被判
支付妻子斯拉维察·埃克尔斯通12
亿美元分手费。

而在中国，很多上市公司掌门
人婚变都涉及股权分割。

2016年9月13日，昆仑万维董
事长周亚辉与妻子李琼达成财产分
割约定。当日，昆仑万维公司发布公
告称，根据《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民事调解书》，周亚辉将其直接持有
的昆仑万维的大约2.07亿股股份分

割过户至李琼名下，同时将其持有的
盈瑞世纪的实缴资本94.64万元分割
过户至李琼名下，盈瑞世纪间接持有
昆仑万维两亿股股份，李琼通过分
割盈瑞世纪的实缴资本间接获得昆
仑万维的7054万股股份，自过户之
日起上述股份归李琼所有。

根据当日的昆仑万维收盘价计
算，李琼分到的股票市值高达76亿
元。

重庆前女首富、龙湖集团老板吴
亚军与丈夫蔡奎离婚，后者分得龙湖
地产30.2%的股份，市值200多亿。

中外富豪离婚都“赔”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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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上市公司离婚案层出
不穷，不少还涉及股权转让，2018
年也不例外。仅仅是在最近一个月
内，就有多起与离婚相关的股权变
更公告发布。

2018年12月19日，梅轮电梯公
告称，根据因离婚纠纷执行浙江省
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调解
书》，王铼根将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 1309 万股转让给屠晓
娟，转让的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4.26%。

股份减持前，王铼根持有梅轮
电梯 2196.5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

本的7.15%；股份减持后，王铼根持
有公司股份下降至887.5万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2.89%。截至本公告
日，屠晓娟持有公司股份 1309 万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26%。

根据2018年12月19日梅轮电
梯收盘价计算，被分割的1309万股
市值9673万元。

仅仅在两天之后，2018年12月
21 日，爱婴室发布公告称，因为婚
姻关系解除，公司股东郑大立对所
持公司 7.55%的股份进行财产分
割，股份变动数量为390万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3.9%。目前，郑大立与

前妻杨清芬已办理了相关股权过户
登记手续。权益变动后，郑大立持
有公司股份 365.26 万股，占总股本
的3.65%。杨清芬承诺就其此次取
得的公司股份，继续履行郑大立作
出的股份锁定承诺。

根据2018年12月21日爱婴室
收盘价计算，股东郑大立婚变财产
分割市值达1.49亿元。

实际上，从 2018 年年初开始，
就有不少上市公司进行股权分割。
2018年1月8日，金溢科技公告称，
2018年1月4日公司实控人之一、董
事长兼总经理罗瑞发与其配偶王丽

娟签署离婚协议并约定财产分割方
案，罗瑞发拟将其直接持有的 660
万股公司股份转至王丽娟名下，这
些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5.6%。根据
2018年1月4日收盘价计算，被分割
的 660 万股金溢科技市值 2.07 亿
元。

2018年1月19日，恒星科技发
布公告称，公司实际控制人谢保军
因与焦会芬解除婚姻关系，拟将持
有的公司股份 1 亿股分割给焦会
芬。而根据 2018 年 1 月 19 日恒星
科技股价计算，上述被分割的 1 亿
股市值5亿元。

印度媒体 10 日援引新德
里警方发布的数据报道，新德
里2018年发生2043起强奸案，
比 2017 年 的 2057 起 略 有 减
少。这意味着印度首都过去一
年平均每天有至少5名女性遭
强奸。

强奸案略减
警方发布的年度犯罪数据

显示，新德里2018年发生2043
起强奸案。其中，“熟人作案”
占强奸案总数的近一半，呈增
加趋势。

新德里2017年发生的强奸
案中，犯罪嫌疑人为被害者亲
属或朋友的案件为 802 起，占
39%；2018年，所有强奸案中熟
人作案比例增加至44%，达888
起。

警方一名官员说，许多案
件中，犯罪嫌疑人是被害女性
的朋友或恋人。近年来，类似
案件数量不断增加。

心理学家拉贾特·米特拉
最近十多年一直帮助新德里警
方处理强奸案。按他的说法，
在印度发生的强奸案不一定全
是暴力行为，一些女性因受到
胁迫或认为对方能和自己结婚
而屈从于犯罪嫌疑人。

新德里警方负责人阿穆利
亚·帕特奈克认为，强奸案总数
和生人作案数量“双下降”得益
于警方加大重视力度。他说，
警方过去一年与民间组织合
作，划定案件高发区，同时要求
企业安排晚间送女员工回家，
保护女性安全。

印度频繁发生针对妇女和
儿童的性暴力事件，新德里是

“重灾区”之一。2012年12月，
一名时年 23 岁的医学院女学
生在新德里一辆公交车上遭6
名男子轮奸，伤重不治，促使印
度社会打破长期沉默，以大规
模示威呼吁政府出台严苛法
律。

凶杀案微增
新德里警方发布的数据同

时显示，这座城市2018年共发
生 477 起凶杀案，比 2017 年的
462 起略有增加。这意味着新
德里去年平均每月发生近 40
起凶杀案。

警方说，从犯罪动机看，
38%的凶杀案与个人恩怨和财
产纠纷相关。其中一起案件
中，家住新德里北部的一对富
家兄弟因停车发生纠纷，长期
对对方怀恨在心，大打出手，双
双死亡。

大约21%的凶杀案与日常
琐事相关，如酒后争吵或“路怒
症”。一名警官说：“这类案件
通常发生在很短时间内，被害
人和嫌疑人往往是陌生人，嫌
疑人一般是初犯，作案后立即
感到后悔。”

另外11%的凶杀案与情感
相关，涉及婚外情、嫉妒他人恋
情或是怀疑恋人出轨。

从数据看，新德里警方去
年共侦破凶杀案件410起，破案
率为大约86%。警方一名官员
说，能达到这一破案率一方面
得益于使用监控录像、手机定
位等技术手段，另一方面是因
为不少嫌疑人作案后选择投案
自首。 新华社特稿

史上最贵：一场千亿美元的离婚
北京时间1月9日晚间，亚马逊CEO杰夫·贝索斯在推特上发布了一份夫妻二人的共同声明，宣布他和妻子麦肯齐已经离婚。
引人关注的是，贝索斯拥有的1371亿美元（约合9300亿人民币）资产如何分割。美国媒体认为，一旦按照法律规定平分财

产，贝索斯将从世界首富宝座上跌落，有望获得685亿美元的麦凯奇，则会一跃成为世界最富有的女性。

贝索斯在声明中称，
在漫长的探索和分居之
后，二人决定结束25年的
婚姻。“我们已经决定离
婚，并将以朋友的身份继
续分享生活。”此时距离其
55岁生日只有3天。

“此生能遇到彼此，我
们深感幸运，在结婚的这
些年里，我们一直心存感
恩。假如重新来过，就算
早知道 25 年后我们会分
开，我们也会照旧。”贝索
斯在声明中写道。

麦凯奇和贝索斯育有
三儿一女，其中女儿是从
中国收养的，最大的儿子
已年满18岁。

两人都毕业于普林斯
顿大学，但彼此成长背景
并不相同。贝索斯的母亲
16 岁生子，父亲是独轮车
剧团成员，也在零售店打
工 ，每 个 小 时 赚 1.25 美
元。他17个月大的时候，
父母离婚；三年后，母亲再

婚，嫁给从古巴来的米古
尔·贝索斯，后者只会说

“汉堡包”这一个英文单
词。贝索斯 4 岁的时候，
继父同意妻子抚养前夫的
儿子，这才有了杰夫·贝索
斯。麦凯奇的家境稍好一
点，父亲是理财规划师，母
亲是全职主妇。

据报道，二人相识于
华尔街的 DESCO 公司。
当时贝索斯是副总裁，麦
凯奇则是调研助理。2012
年，麦凯奇在接受《时尚》
杂志采访时透露，这是一
段女追男的恋情。“我的办
公室紧邻他的办公室，我
整天都能听到他的开怀大
笑。那种笑声的魅力无法
阻挡。”一切进展神速，麦
凯奇主动约贝索斯一起吃
午餐，约会三个月后两人
便订婚，又过了三个月，也
就是1993年，婚礼在美国
西棕榈海边酒店举办时，
麦凯奇刚刚毕业一年。

1993 年，31 岁的贝索
斯和 24 岁的麦凯奇从华
尔街搬到西雅图郊区一栋
新租的三居室别墅里。在
一楼的车库里，贝索斯创
建了后来大名鼎鼎的亚马
逊，而麦凯奇在创业初期
担任会计，是亚马逊最早
的员工之一。公司起步之
后，麦凯奇就专心于写作
了。要知道她可是诺贝尔
文学奖获得者托妮·莫里
森（美国非裔女作家，代表
作是《最蓝的眼睛》）得意
门生，她的作品在2006年
获得美国图书大奖。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
道，贝索斯之所以与结发
25 年的妻子断然分手，或
许是因为他恋上了 49 岁
的著名女主播劳伦·桑切
斯。报道称，虽然劳伦·桑
切斯也是已婚，但是过去8
个月两人一直幽会，而这
一切都已被麦凯奇知晓。

贝索斯恋上49岁女主播

世界首富或易位给比尔世界首富或易位给比尔··盖茨盖茨

根据福布斯实时富豪榜，贝索
斯身价1371亿美元，名列第一。如
果二人要平分财产，这将可能成为
历史上最昂贵的离婚。

目前最昂贵的离婚属于亿万富
翁艺术品经销商Alec Wildenstein和
纽约社交名流 Jocelyn Wildenstein，
后者在离婚协议中赢得约合 25 亿
美元，打破此前所有纪录。

而离婚后麦肯齐有可能获得
685 亿美元，这将使她成为世界上
最有钱的女富豪，或超越中国目前
的首富马化腾。同时，这场离婚也
或让微软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比尔·
盖茨重新成为全球首富，目前比尔·
盖茨在福布斯实时富豪榜上的身价
为948亿美元。

目前贝索斯拥有亚马逊16.3%

的股份，是亚马逊第一大股东，以公
司8114亿美元的市值计算，贝索斯
拥有亚马逊股份的价值约合1322亿
美元（这或意味着，贝索斯96%身价
系于亚马逊）。资料显示，贝索斯和
麦肯齐于1993年结婚，而亚马逊成
立于1995年，这是否意味着贝索斯
在亚马逊所持的股份亦需要平分？

目前没有报道显示二人签署了

婚前财产协议。根据华盛顿州家庭
律师事务所 McKinley Irvin 提供的

“华盛顿离婚指南”（Guide to Get-
ting a Divorce in Washington）显示，
华盛顿州采取共同财产制度，在这
一制度下，婚姻期间积累的所有财
产和所有债务，包括配偶双方的收
入，均被认定为属于配偶双方的“共
同财产”。

去年去年AA股离婚案层出不穷财产分割动辄数亿股离婚案层出不穷财产分割动辄数亿

新德里警方
发布“犯罪报告”

贝索斯的离婚会否影响亚马逊
控制权的稳定？贝索斯是亚马逊第
一大股东，持股16.3%。而从亚马逊
股权结构看，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亚马逊股权结构中持股比例仅
次 于 贝 索 斯 的 是 The Vanguard

Group，其持股5.76%，这或意味着离
婚后，贝索斯持股即使降至8.15%，
也不会有太大影响。

危机管理专家兼 Herald PR 总
裁Juda Engelmayer认为，“这似乎是
最友好和亲切的离婚，这使我相信

无论达成什么协议，它将是一个纯
粹且有益的决定。”

“这不会影响公司的控制权，”
Juda Engelmayer表示，“离婚会影响
他的个人财富并将其分成两半吗？
很可能。”

美 国 投 资 公 司 Infusive Asset
Management 分析师黄炎向记者表
示，“亚马逊应该可以协调好贝索斯的
财产分割和股权比例，不会有特别大
的影响。”而离婚消息宣布后，亚马逊
股价的波澜不惊也对此提供了注解。

离婚或不会影响亚马逊控制权的稳定离婚或不会影响亚马逊控制权的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