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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曾春花廣州二十九日電】深圳唯冠與蘋
果 iPad 商標確權案二審今日在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開
庭，庭審進行了近6小時，雙方進行了舉證、質證及法
庭辯論。法庭宣布擇日宣判，雙方代理人在徵求委託人
同意後，仍有調解可能。

爭論台灣唯冠涉案商標
上訴方蘋果公司和英國 IP 公司提出了三項上訴請

求，包括撤銷一審判決、發回重審或改判、訴訟費用由
對方承擔。上訴方認為，深圳唯冠是涉案合同的當事人
，英國 IP 公司已與唯冠集團達成商標全球轉讓交易，
而涉案的iPad商標的轉讓行為是本次交易的一部分。

雙方在庭上爭論的焦點仍是台灣唯冠是否有權將
iPad中國商標權轉讓問題。蘋果公司稱，一審認為台灣
唯冠沒有權利處理深圳唯冠的商標，因此對深圳唯冠不
具有約束力是錯誤的。既然唯冠要賣的是涉及到多個國
家、地區的商標，唯冠必然要以集團的形式來完成。實
際上，交易的初期由英國唯冠參加，後期由深圳唯冠進
行，尤其是在談判最關鍵的階段，深圳唯冠與英國 IP
公司發生了近 80 封電子郵件往來，深圳唯冠的參與不
可或缺。

蘋果公司在庭上交出了此前香港法院庭審材料、合
同簽署方麥世宏的名片等新證據，還首次拋出與唯冠員
工 HUIYUAN 進行郵件溝通的 IP 公司員工 Michael
Robinson，證明合同當時的簽署方袁輝和麥世宏都是屬
於唯冠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的員工。

深圳唯冠在答辯中表示，麥世宏與袁輝無權轉讓本
案商標，蘋果公司稱本案構成事實合同，但一審中蘋果
公司主張麥世宏是深圳唯冠的代表，蘋果公司對麥世宏
、袁輝身份的猜測完全從自己的利益出發，麥世宏、袁
輝沒有得到深圳唯冠的授權，不代表深圳唯冠。

深圳唯冠稱，上訴人主張電子郵件構成合同，但所

有電子郵件表明雙方是協商過程，根據合同法第 10 條
規定，應當以書面為準，本案不存在事實履行合同，根
據交易慣例，協商不構成合同，應當以一致的意思表示
並用書面形式確定才構成合同。深圳唯冠與 IP 公司不
構成任何轉讓關係。

蘋果放棄適用香港法
唯冠代理方律師在法庭辯論過程中表示，蘋果公司

稱在訴訟開始後，蘋果公司早在起訴深圳唯冠並保全商
標，實際上本案國內先審理，蘋果公司重複向香港起訴
，違反了國際上禁止挑選法院的原則，是在重複訴訟。
此外，蘋果公司在上訴狀中稱應當依法追加台灣唯冠，
而蘋果公司在起訴狀中只將深圳唯冠列為被告，且沒有
要求追加。一審在此情況下沒有追加符合程序規定。

法官詢問後，蘋果代理律師表示同意本案權屬糾紛
適用中國法，不再堅持要求適用香港法，不再堅持追加
台灣唯冠為本案共同被告。

葉城縣屬於喀什地區，與和田地區接壤，是新藏公路的起點，距喀什
市250公里，喀什距新疆首府烏魯木齊1500公里。葉城還是著名的核桃之
鄉，是中國核桃種植面積和產量最大的縣。

【本報記者王惠、吳合琴、實習記者郭菲兒烏
魯木齊二十九日電】大公報就新疆極少數暴力恐怖
分子28日在葉城縣製造血腥慘案訪問了新疆社會

科學院兩名學者。
宗教研究所所長郭泰山認為，自治區黨委對新

疆的穩定形勢的基本判斷總體向好、總體可控。但
同時也相當明確地指出：穩定的基礎還比較脆弱，
重點地區的維穩形勢依然嚴峻複雜。鑒於近來國內
外的形勢變幻，我們不能低估北非、中東所謂 「阿
拉伯之春」 的負面作用，不能低估新疆宗教極端勢
力的狂妄，不能低估閒散青年群體的 「兩面性」 。
手腳是由思想控制的，我們抓穩定、保民生是重中
之重，但要盡力打造加強管理、加強思想教育的抓
手和平台，為各族人民群眾營造一個安全的、可信
任的環境。

社會學研究所吐爾文江副研究員認為，我們
不應因此去懷疑政府近年來對維護新疆地區穩定
所採取的舉措，畢竟任何一次事件的發生都是受
多重因素的影響。這也充分的說明，我們還有許
多工作要進一步深入，大力促進社會發展，努力
消除容易產生暴力犯罪問題的矛盾。而作為公眾
，我們更應該眼於事件本身的性質，客觀、公正
的去看待社會矛盾，端正對待新疆問題、民族問
題的看法。

學者：維穩形勢仍嚴峻複雜

【本報訊】據新華社北京二十九日消息：外交部
發言人洪磊29日在北京表示，中方要求日方立即停止
在東海爭議海域進行單方面調查活動等有關舉動，避
免損害中方權益。

洪磊說，中方在東海問題上的立場是明確和一貫
的，我們對日方不顧中方反對，一再在東海爭議海域
進行單方面調查活動表示不滿，已要求日方立即停止
有關舉動，避免損害中方權益，維護東海局勢穩定和
中日關係大局。

據悉，28日晚間，在日本沖繩縣久米島西北方向
約 140 公里處的中日爭議海域，中國海監船再次阻止
日本海上保安廳測量船在此區域進行調查活動。

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教授、日本研究中心副
主任周永生表示，日本屢次不顧中方反對在兩國爭議
海域進行調查活動，極有可能是在進行地理測量和收
集大陸架信息，為日後向聯合國大陸架委員會提出自
身領海和專屬經濟區主張申請儲備資料。

周永生認為，日本數次在此海域調查，有可能是
在做前期的海底勘察， 「一旦發現油氣資源，極有可
能直接打下鑽頭，進行單方面的開採」。

福建開建千噸級海監船
【本報記者蔣煌基福州二十九日電】記者今日從

福建省海洋與漁業廳獲悉，中國海監福建省總隊1000
、1500噸級維權執法專用海監船開工儀式27日在廣州
中船黃埔造船有限公司舉行。這是全國第一批開工建
造的大噸位海監船。

為保障中國領海海域以及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內
定期維權巡航及有效管理，更加有力維護中國的主權
和領土完整，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在解決東海大陸
架問題中的影響力，在中央財政支持下，全國將建造
36 艘（600、1000、1500 噸級）維權執法專用海監船
，其中福建省共建造 4 艘（省總隊建造 600、1000、
1500噸級各1艘；廈門市支隊建造1艘600噸級）。

29日，在葉城縣市中心解放北路和新城北路一
帶，氣氛依然比較緊張，部分路段實施車輛管制，
只允許行人通過。在黨政機關、學校的門口，則有
警察在警戒。在實施車輛管制的街道兩旁，很多店
面已開門營業，一些顧客在採購商品。

據新華社 28 日晚間播發的消息，葉城縣 28 日
傍晚發生暴力事件，暴徒在幸福路市場砍死至少十
人，警方擊斃兩名暴徒。29日上午，喀什地委宣傳
部旗下喀什新聞網通報最新進展，將事件定性為暴
力恐怖分子襲擊無辜群眾案，並稱案件已得到及時
處置，善後救治和案件偵查工作正在進行之中。

學者：恐怖活動可能繼續發生
新疆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吐爾文

江．吐爾遜對媒體表示，葉城是近年來新疆發生惡
性事件較多的縣城，也是新疆維穩的重點區域。葉
城離邊境線較近，長期以來都相對封閉、偏僻，是
敏感度比較高的區域。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王逸舟對中通社
記者表示，近年來中國西北部受到國際上 「伊斯蘭
弧帶」衝突的影響，恐怖主義活動有增強的趨勢，
其中多數存在與境外勢力的呼應。此外，中國東西
部經濟發展不均衡也一定意義上加強了矛盾。

王逸舟認為，因為存在結構性的矛盾，短期內
恐怖活動有繼續發生的可能。但這也不是單獨一個
政策能夠解決的問題，需要繼續加大改善民族關係
的力度。

資深評論員楊錦麟在微博中也指出，葉城離納
罕走廊不遠，是 「反恐最前線」。選擇在內地召開

兩會前夕、新疆黨政軍首腦集聚北京的這一次針對
平民百姓的恐怖襲擊絕非偶然， 「恐怖主義在新疆
不是理論和書本上的假設，而是現實的危險」。

「兩會」 前製造事端用心險惡
中新社報道稱，恐怖分子選在這一時間節點實

施暴力活動，轉移兩會焦點、阻礙新疆發展的目的
昭然若揭。

在盛會前製造事端是暴力恐怖勢力的慣用伎倆
。去年夏天新疆和田市、喀什
市相繼發生 3 起暴力恐怖事件
，彼時烏魯木齊正在舉辦國際
舞蹈節，距離首屆中國．亞歐
博覽會召開也僅一個月。 「三
股勢力」選擇了這種時間節點
意圖既打擊新疆的旅遊業，又
擴大影響。

而葉城事件發生之時，正
值新疆援疆工作會議暨產業援
疆工作會議結束，全國兩會即
將召開之際。援疆工作會議總
結了新一輪全國對口援疆工作
以來取得的成績和經驗，安排
部署了今年對口援疆工作，全
國兩會對新疆而言具有特殊意
義，新疆會利用這個難得的舞
台推介發展成果、凝聚各方共
識，向外界展示穩定的新疆，
為今後發展助力。

【本報訊】新疆官方29日稱，9名暴力恐怖分子28日在喀什地區葉城縣
幸福路步行街持刀砍殺無辜群眾，造成13人遇害，多人受傷。當地公安幹警
當場擊斃7名暴力恐怖分子，抓獲2人。目前，善後救治和案件偵查工作正在
進行中。

新聞背景

【本報訊】《人民日報》29日發表題為 「菲律賓
在南海問題上須學會自我約束」的文章指出，有關各
方為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進一步開展多層次多
領域合作，南海問題總體上出現緩解趨向。在這樣一
個重要時刻，個別聲索國有意提高聲調，挑起事端，
給地區安全穩定局面帶來不應有的衝擊。

傍美抗中打錯算盤
文章說，菲律賓對南海問題再次升溫負有直接責

任。菲律賓能源部長阿爾門德拉斯2月27日向投資者
做出保證稱，正在進行招標的15個油氣區塊 「屬於菲
律賓領土」。這一說法嚴重違背基本事實，是無視中
國領海主權之舉。

文章指出，這位能源部長不會不記得，正是由於
15個區塊中部分區塊在中國管轄海域範圍內，中方去
年已就菲律賓方面的有關活動提出嚴正抗議。菲方非
但沒有認真對待中方的嚴正抗議，反而繼續其錯誤做
法，混淆視聽，試圖給有意參與競標的外國企業製造
一種 「沒有麻煩」的假象。

文章說，如果將中國的努力視為軟弱，試圖以各
種方式侵害中國合法利益，實在是打錯了算盤。我們
奉勸菲律賓方面盡快回到維護南海和平穩定的正確軌
道上來，嚴格約束自己，不要做違背《南海各方行為
宣言》的事情，不要採取導致南海爭議複雜化和擴大
化的行動。自作聰明採取不負責任的單邊行動，到頭
來只能是自吞苦果。

菲律賓南海尋釁必吞苦果

中國警告日測量船停止調查

▲29日，蘋果與唯冠商標權案廣東高院二審開庭
中新社

◀ 29 日 ，
發生暴力恐
怖事件的幸
福路農貿市
場暫停營業
，市場內空
無一人，現
場一片凌亂

中新社

▼29日，持槍武警在新疆葉城縣幸福路
步行街入口處執行警戒任務 中新社

7兇斃命2生擒
葉城恐襲血案葉城恐襲血案

【本報訊】
中新社記者 2 月
29 日走進新疆葉
城縣，冷清的街

道、稀疏的行人、殘破的舖面、驚恐的店家，是原本興
盛熱鬧的幸福街真實寫照。

暴徒先是從幸福街北端行兇殺人，然後一直往南方
衝。 「暴徒衝進來對顧客的脖子砍了一斧子。頓時滿地
都是血」。沙建香是較早看到暴徒行兇的商戶之一。

行兇方式似受過訓練
「剛開始根本沒反應過來，就聽到外面吵吵嚷嚷，

還以為誰在吵架，那位女顧客買了準備出店門，就被砍
了一斧子。」當時沙建香店裡有兩位顧客，女顧客倒在
血泊後，暴徒又對另一名男顧客舉起斧子。 「那位男顧
客抓住了斧柄，兩人僵持了一下，暴徒看到沒辦法取勝
，就搶過斧子跑出去。」

沙建香為受傷的顧客呼叫120急救，那名女傷者還在
醫院但死生未卜。

記者根據多位目擊者的描述得知，暴徒是乘車來到

幸福街的，下車後就瘋狂殺人。 「暴徒跑後，我趕快來
關店門，看到幾個暴徒都是拿斧子，見人就砍，而且
都是砍脖子，似乎受過訓練，很多人都倒在地上，行人
都驚恐地往南邊跑。」

經營洗衣店業務的陳女士看到，一位滿臉是血的長
者拉一個三四歲的小孩子夾在人群之中。 「太可怕了
，那些暴徒怎麼那樣狠心，他們怎麼下得了手？」陳女
士想起這一幕，心情仍然不能平服。

在牛肉麵館打工的馬進才說， 「看到人群跑了過來
，我就出門瞅瞅，看到人群後揮舞的斧子，我就明白了
，幾步跑到二樓躲了起來。」他很幸運，但門面玻璃被
斧子砸碎，店內也有顧客受傷。

警方封鎖現場街面冷清
記者看到，牛肉麵館地上雖然已被清洗過，但淡淡

的紅色依然可見。相鄰有十多家店面被砸，破碎的玻
璃，可怕的門洞，店主已暫時顧不上產業，有些僅用
門板象徵性地堵一下。

記者看到，幸福街仍然被警方封鎖，店家關門歇業
，各式各樣的牌匾與空蕩清冷的街面形成鮮明對比。與
這條街相鄰的兩條主幹道也處於車輛管制中，街邊的店
舖大門緊鎖。

但記者看到，幸福街附近的小學和中學仍在正常上
課。

幸福街驟變地獄
第一現場

新疆發生恐怖分子襲擊無辜群眾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