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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蘋果iPad商標轉讓存欺詐

備受關
注 的 iPad
在華商標權

爭奪案再起波瀾，唯冠國際（00334）
旗下公司唯冠科技（深圳）昨日在北京
舉行新聞發布會，針對來自蘋果公司的
指責發表聲明。唯冠集團創始人、總裁
楊榮山表示，蘋果曾以欺詐方式，使唯
冠轉讓 iPad商標的全球使用權，並轉
述美國律師觀點稱，蘋果公司已觸犯美
國法律。唯冠將在美國起訴蘋果。對於
「唯冠要求蘋果賠償100億元人民幣」
的傳聞，楊榮山予以否認。

本報記者 鄭立恆

榮山強調，雖然唯冠現處於財務危機，
但具體賠償數字尚未確定，只是依據中
國法律維護自己的權益。對於 「索賠百
億」的說法，也僅是專業人士的看法，

並非他本人的要求。而對於未來唯冠的發展，楊
榮山表示，唯冠正在尋求新的機會重新站起來，
現已有了完整的重組計劃和投資人。目前唯冠國
際的股票已停牌。

計劃在美提起訴
該公司代理律師馬東曉表示，從 2012 年 1

月份開始，所有起訴沒有一起是針對蘋果公司，
都是針對經銷商。唯冠科技從沒提出一分錢的索
賠，目的是讓蘋果停止侵權。

唯冠科技重組顧問李肅透露，目前已與美國
三家律師事務所接洽，他們建議，蘋果當初用小
公司購買 iPad 商標權存在欺詐，該行為已觸及
美國法律，唯冠科技將索賠 20 億美元。對此，
楊榮山表示，唯冠將在美國起訴蘋果，但自己尋
求的只是一個商業性質的合作，即把唯冠所有的
中國iPad商標權賣給蘋果。

其實，iPad商標權糾紛的焦點在於，唯冠台
北的商標轉讓，是否包含唯冠科技（深圳）？對
此，雙方各執一詞。本周二（2月14日）晚，蘋
果發表聲明，多年前已向唯冠公司購買其在全球
10 多個不同國家和地區的 iPad 商標權，但唯冠
拒絕承認和履行涉及中國部分的協議。目前，香
港法庭已支持蘋果。

楊榮山反駁稱，蘋果是通過精心設計的騙局
，取得 iPad 商標。2009 年，蘋果特地在英國註
冊一家名為 IP 的公司，其律師與唯冠聯繫，稱
iPad 商標與該公司簡稱 IPADL 極為相似，故想
買下 iPad 商標。當時蘋果方面的律師保證不會
與唯冠從事的業務構成競爭。當年雙方在簽訂
iPad商標轉讓協議時，簽約附件中有一些商標權
證，這個權證中包含在中國的iPad商標。

希望官司盡早結束
楊榮山無奈表示，唯冠自 1998 年開始從事

iPad產品的研發，投入超過3000萬美元。iPad是
唯冠 iFAMILY 系列產品之一，2000 年正式對外
發布，當時是一款概念性產品。這一產品在全球
的多個地區進行銷售，惟因在美國沒有商標，只
能以OEM形式為惠普做代工。蘋果確實把iPad
做到盡善盡美，受到全球用戶歡迎，但他們沒有
商標就進入中國，這是侵權行為。

目前內地個別地區消費者，購買 iPad 有困
難，楊榮山表示， 「這不是我想看到的結果，希
望官司能盡早結束」。李肅在記者會上強調，這
是一個中國崛起的時代，是各跨國公司進入中國
的時代，而國外公司進入中國需要尊重中國的知
識產權，中國企業需要對自己有更多的信心。

波瀾起起再

楊

唯冠擬索賠20億美元東亞今年港發行10億人債
繼09年之後，東亞銀行（00023）計劃今年再

在本港發行人民幣債券。東亞副行政總裁李民斌向
外媒表示，東亞中國已獲國家發改委批出 10 億元
（人民幣，下同）額度，目標於年內完成發行。市
場估計，息率將超過2.5厘。

本港人民幣債券市場持續暢旺，去年點心債總
發行量高達 1514 億元，較 2010 年的 357 億元，激
增超過3倍。今年1月份，國開行再次在港發行人
債，規模多達25億元，共錄得約50億元的申購額
，市場對人債需求殷切。

東亞銀行內地旗艦東亞中國，早於 09 年參與
本港人債市場發展，並為首批境外金融機構的發債
體。當時發行的額度多達40億元，最終錄得逾63
億元申購。其後，內地向海外金融機構及央行開放
內地債市，東亞亦成為首批獲資格進入內地銀行間
債券市場參與者之一，並先後於去年 3 月及 11 月
份，發行20億及30億元債券，悉數用盡監管批出
的50億元額度。

東亞中國 09 年至今，先後三次在內地及本港
完成發行人民幣債券，合計集資 90 億元。然而，
基於人民幣並非自由流通貨幣，在境內與境外資金
供求關係影響下，三筆同樣為兩年期的債券，息率
卻相差接近200點子（2厘）。

李澤楷再減持東亞
另外，據港交所（00388）披露，電盈（00008

）主席李澤楷周二（14 日）再減持東亞股份，以
每股平均價 30.421 元，出售約 81.22 萬股，套現
2470.8 萬元。完成交易後，李澤楷僅持有 12.86 萬
東亞股份，持股比例由原來0.05%降至0.01%。

連同是次交易計算在內，李澤楷單於2月份已
多次減持東亞股份，由減持之前的 264.6 萬股或
0.13%，降至現水平，交易均價介乎每股 30.421 元
至30.754元。

東亞中國歷來發債一覽
（單位：元人民幣）

日期

2012年

2011年11月

2011年3月

2009年

發行地

本港

內地

內地

本港

金額（年期）

10億（待定）

30億（2年）

20億（2年）

40億（2年）

息率

待定

4.81厘

4.39厘

2.8厘

iPad易名困難
蘋果與唯冠的

iPad商標權之爭愈
演愈烈，倘若蘋果
敗訴，iPad將面臨

從新更名的問題，許多 「果粉」表示，如果改
名最好能將 「Pad」繼續保留，但這一想法恐
難實現。據內地傳媒消息，日前通過國家工商
總局商標局官網查詢發現，從 「APad」到
「ZPad」商標已全部被註冊。

中國政法大學知識產權中心研究員趙佔領
表示，這些商標算不上搶注，頂多是某些企業
「傍名牌」而已。若蘋果被迫要改名，平板電

腦應該還會帶有Pad標識，那時可考慮從這些
商標中購買，價格肯定沒有唯冠報價高。

儘管焦點是商標註冊糾紛，但事件折射出
的問題卻不僅是搶注商標之爭。有法律專家表
示，由於近年電子產品層出不窮，也引發了國
內商標的搶注風潮，甚至已成為一種新的生財
工具。這種亂象如不遏制，或許成為另一種
「商標之爭」。

就在蘋果深陷商標權糾紛之際，尚未進入
中國市場的 Facebook 早在六年前為來華做好
鋪墊。據中國國家工商管理局的官方信息顯示
，其已在中國境內申請註冊的各類商標規模高
達60餘個，最早一項於2006年3月30日就提
出了申請。目前，Facebook申請的中文商標包
括 「臉譜」、 「面書」、 「臉書」、 「飛書博
」、 「飛思博」、 「翡思簿」、 「菲絲博克」
等，英文商標則包括 「THEFACEBOOK」、
「FACEBOOK」等。

但據 Facebook 於內地商標註冊等相關業
務代理機構──東方億思知識產權代理公司表
示，上述 60 多個商標中的一部分已被中國國
內用戶搶注，其中包括 「臉譜」、 「臉書」等
最流行的商標，最終的商標歸屬不一定會是
Facebook 公司。目前 Facebook 這些被搶注的
商標註冊的法律申請都處於駁回待審狀態。

場場市 點點焦

英媒：人行正增持黃金
英國《金融時報》昨日引述世界黃金協會

（WGC）投資部主管 Marcus Grubb 表示，中國
人民銀行在 2011 年最後數個月大舉買入黃金，令
中國黃金進口量大增，這可以解釋為何中國的黃金
進口量與世界黃金協會估計的黃金消費需求，存在
很大差異。人行未有回應有關報道。

Marcus Grubb表示，中期來看，擁有龐大外
匯儲備的人行和其他亞洲央行持續在增持黃金。市
場一向相信，中國一直在增持黃金，以分散其外匯
儲備組合，這是首次有黃金業界高層指人行正在購
入黃金。

最近本地有銀行下調按揭息率，市場憂慮再掀按
息減價戰。銀行公會主席兼滙豐香港區行政總裁馮婉
眉昨表示，不評論個別銀行的定價策略，調整按息屬
於個別銀行的業務決定，不代表整體市場走勢。她預

計，短期內按息不會有明顯的調整，亦不會出現割喉
式競爭，銀行於定價上關鍵仍是按照市場的需求來制
定。

馮婉眉指出，目前企業貸款市場仍然旺盛，相信

按年仍會錄得增長，但今年增速會趨正常化，增幅或
較過去兩年慢。

人民幣業務發展方面，她說，公會對金管局放寬
流動資產範圍，容許銀行可以將人民幣計入流動資產
的條件表示歡迎。目前，銀公的人民幣發展工作小組
仍然在討論，不便透露商討內容是否包括調整2萬元
人民幣兌換限制，她冀望第二季可公布有關討論的進
展。她強調，討論的大方向是如何持續發展本港的離
岸人民幣中心。

馮婉眉又提醒投資者要注意歐債問題，她指出，
歐債危機的憂慮持續，希臘能否獲得第二輪經濟援助
成為市場焦點，而區內仍有很多問題待解決。

此外，中國人民銀行預計今年 M2 貨幣增長為
14%，反映通脹風險不能掉以輕心，內地亦表明繼續
用利率的經濟手段控制價格水平，意味不會即時下調
存款準備金率，但銀公預計今年上半年仍會出現數次
存準率的下調。

評級機構穆迪可能調低逾百間歐美大型金融機構
的評級，當中包括滙控（00005），她表示密切留意
評級機構的決定，但本港銀行體系穩健，財政狀況良
好，即使有關銀行評級被下調，對香港銀行及外資行
於本港的業務不會有太大影響。

銀公料按息短期平穩

▶馮婉眉相信，按揭
息率短期內不會出現
顯著調整 本報攝

iPad商標權之爭始末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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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

2012年
2月10日

2012年
2月29日

事件
唯冠國際（00334）旗下唯冠台北公司在全
球多個國家及地區分別註冊了iPad商標。
唯冠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在中國內地註冊
了iPad商標的兩種類別。
蘋果公司開始策劃推出iPad，發現該商標已
被唯冠公司搶先註冊。
蘋果在英國以撤銷閒置不用商標等理由將台
灣唯冠告上法庭，這場官司以台灣唯冠勝訴
而告終。
英國IP公司與唯冠達成協議，以3.5萬英鎊
價格向唯冠台北公司購買該商標權。
蘋果與英國IP公司簽訂了一份《權利轉讓協
議》，英國IP公司以10英鎊為對價，向蘋果
公司轉讓有關商標的所有權利。
當蘋果在中國開賣iPad後，才獲知中國內地
的iPad商標權在唯冠科技（深圳）手中。為
此，蘋果將唯冠科技告上法庭，這也是雙方
第一次正式交鋒。
經過三次開庭審理，蘋果一審敗訴，賠償和
商標要求被駁回。
唯冠科技勝訴，蘋果不服，向廣東高院提起
上訴，案件目前仍在審理中。
唯冠科技向上海法院提出申請，要求頒布蘋
果iPad禁售令。
唯冠科技起訴蘋果iPad商標侵權案一審宣判
：蘋果敗訴，法院頒布蘋果iPad2禁售令。
廣東高院第一法庭將開庭終審。若維持一審
的判決，蘋果iPad在內地的銷售渠道將遭全
面封殺，根據相關法律條款，蘋果最高或將
面臨超過300億人民幣的罰款，以及唯冠科
技提出的天價賠償金。

長建發行永久證券籌22億
繼去年配股集資 34 億港元後，長江基建

（01038）昨日公布，委託第三者發行 「永久證券
」，籌措 22.91 億港元，金額遠低於市場預期。
BNYM 將認購長建約 5623 萬股股份，認購價
40.7381港元，較昨日收市價折讓6.5%。

近年 「密密手」在全球各地投入大量資源收購
資 產 的 長 建 ， 昨 日 宣 布 委 任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BNYM）為受信人，發售 3
億美元（約23.27億港元）固定利率可贖回永久證
券，遠低於市場早前傳出的5億美元。該批永久證
券息率為年利率7%，每半年到期時支付一次，並
無到期日期，但可於 2014 年 2 月 27 日或其後利息
支付日全部（惟不可部分）贖回。

BNYM發行永久證券所得款項淨額約為2.954
億美元，折算22.91億港元；BNYM將會運用有關
資金，認購長建所發行的新股，及與長建訂立掉期
協議。

倘若永久證券於 2017 年 2 月 27 日前尚未贖回
，永久證券持有人可於 2 月 27 日或其後利息支付
日，選擇將全部（惟不可部分）證券轉換為由
BNYM所持有財產。

為使到 BNYM 能夠發行永久證券，長建會向
BNYM發售5623萬股新股，佔已擴大後股本2.3%
，發售價約每股40.7381港元，涉及金額2.954億美
元，折算22.91億港元。新股發行價相較長建昨日
收市價43.6元，約有6.5%折讓。

中銀推出人幣儲蓄壽險
中銀集團人壽去年在全港試推人民幣萬用壽險

計劃，由於市場反應熱烈，昨日宣布正式向市場推
出有關計劃，為客戶提供兼備儲蓄與終身壽險功能
的理財方案。

中銀集團人壽執行總裁蔡中虎表示，該計劃特
別為期望透過彈性儲蓄達成理財目標，並對人民幣
幣值的長期穩定性抱有信心的客戶而設計，預期該
計劃將繼續受客戶歡迎。

「人民幣萬用壽險計劃」為客戶提供終身人壽
保障至受保人100歲，該計劃現時的首年派息率為
年利率3.58%，而保單首10年的派息率將不低於年
利率2.5%。

在該計劃下，客戶每年除需繳付指定的 「目標
保費」外，亦可因應個人理財目標及經濟狀況，自
由選擇繳付 「定期額外保費」及於首 10 個保單年
度內選擇繳付 「非定期額外保費」，以實現個人儲
蓄目標。在戶口價值足以繳付每月保費的情況下，
客戶可於第二個保單年度起自行行使保費假期。客
戶亦可減少或終止繳交 「定期額外保費」，盡享靈
活理財優勢。

楊榮山稱，蘋果是通楊榮山稱，蘋果是通
過精心設計的騙局，過精心設計的騙局，
取得取得iPadiPad商標商標

美聯社美聯社

▲倘若蘋果敗訴，iPad 將面臨重新更名的問
題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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