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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法新社華盛頓 23 日
消息：一家研究機構 23 日表示，全球
平板電腦不斷增長的市場將繼續擴張
，在2012年有可能突破一億部。

據 ABI 研究公司說，4 月份至 6 月
份第二季度平板電腦銷售創下新紀錄
，達到近 2500 萬部——比前季增加
36%，比去年同期增加77%。該研究公
司估計，蘋果iPad銷量佔總數的69%。

該公司分析員傑夫．奧爾說：
「蘋果平板電腦第二季銷售量為 1700

萬部，其最令人印象深刻之處是，它
差不多達到 2010 年全球總銷量，也即
1730萬部。這些銷量包括蘋果近100萬
部舊型 iPad 2，這 100 萬部是美國教
育機構顧客購買的。

韓國三星是銷量第二大的公司，
佔 8%。接着依次是亞馬遜和台灣的華
碩。戴爾和LG則撤出市場。

該研究公司說，隨着谷歌和微軟
的新平板電腦加入競爭，預期增長還
會繼續。奧爾說： 「平板市場在 2012
年全年銷量可望達到一億零二百萬部
至一億一千萬部。」

該公司指出，大多數平板電腦是
作為 WiFi 裝置來操作的，而不是以移
動方式操作的。新銷售的產品，帶有
移動寬頻數據器的不足27%，比前一年
減少12%。

很多分析家相信，蘋果將於今年
稍後推出迷你型iPad，亞馬遜則會推出
升級版的 Kindle Fire。微軟將於十月
底推出其 Surface 平板電腦。台灣宏碁
和華碩也打算推出使用微軟 「視窗8」
的平板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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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同時認為，三星抄襲了蘋果一項跳回畫面
專利，因此禁止三星產品在韓國使用這種技術。而
蘋果侵犯了三星CDMA通信系統相關975號專利和
行動通訊系統相關的 900 號專利，法庭下令雙方互
賠損失。三星必須付蘋果2500百萬圜（約合17萬港元）
，而蘋果必須付三星4000萬圜（約合27.3萬港元）。

三星歡迎裁決
由於蘋果和三星互侵專利，首爾中央區法院要求禁

止兩家公司部分產品的出售，其中包括蘋果的 iPhone
3GS、iPhone 4、iPad 2以及三星的Galaxy S和Galaxy S2
。但該裁決不影響他們的新一代手機產品——蘋果的
iPhone 4S和三星的Galaxy S3。

法庭還駁回蘋果關於三星非法抄襲其設計的說法，理由是早在有
iPhone和iPad之前，有同樣設計的產品就已經存在了。法庭還認為，
三星的圖標，看上去也不像蘋果iPhone中使用的圖標。

三星發言人說，該公司對裁決表示歡迎。他說： 「今天的裁決還
確認我們的一個立場，也即一家公司不能壟斷通用的設計特色。」

首爾的裁決，對三星來說是一場難得的勝利。三星此前曾在歐洲
控訴蘋果侵犯其無線技術專利，但是被歐洲法官駁回，他們的理由是
無線技術是業界標準的一部分，必須以合理條件准許競爭者使用。首
爾專利檢察官鄭雨成（音）說： 「在9個國家的官司中，三星在韓國
本土第一次獲得他想要的結果。」

或誘發貿易戰
這項裁決的影響範圍僅限韓國市場，相對這場官司而言，蘋果和

三星在全球9個國家拉開的專利權大戰範圍更廣、影響更大。而其中
最大的一場官司是在美國，蘋果在美國控告三星，要求其支付25億
美元的賠償。韓國不是蘋果的大市場，該裁決不大可能對美國陪審團
的考慮產生很大影響。

然而，一些業界觀察家對韓國這項保護業界標準專利的裁決表示
擔憂。他們說，該項決定有可能誘發貿易戰，因為該決定使三星和另
一家韓國公司LG（都是業界標準專利持有者）有更多餘地去阻撓競
爭對手打入韓國市場，因為他們完全可以不同意許可條款。

慕尼黑專利專家弗洛里安．米勒說： 「這將意味着外國公司要
麼得向三星和 LG 的要求屈服……要麼得停止在韓國市場出售產品
。」

使這場官司更加複雜的是，蘋果和三星不僅是迅速發展的全球智
能手機和平板電腦的競爭對手，而且有緊密的商業關係。三星是世界
最大記憶晶片和液晶顯示屏製造商，供應了某些最終進入蘋果產品的
關鍵部件，包括手機晶片，這些手機晶片成為 iPhone 和 iPad 的 「大
腦」。

在不足3年內，三星便在智能手機市場超過蘋果。今年第二季，
三星售出5000多萬部智能手機，幾乎是蘋果2600萬部的一倍。

【本報訊】綜合法新社、韓聯社24日消息：
韓國三星公司和美國蘋果公司就智能手機專利權問
題在全球拉開法律戰。此前在歐洲頻頻敗訴的三星
公司24日在韓國第一次小勝蘋果，首爾法官裁定
三星沒有抄襲蘋果 iPhone產品的設計和外觀，並
表示蘋果侵犯了三星的兩項專利。這項
裁決不大可能對蘋果公司產生太大影響
，但專家認為這可能放縱韓國巨頭公司
阻止外國產品進入韓國市場。

【本報訊】綜合法新社、英國《每日郵報
》23 日消息：傳媒大亨梅鐸的女兒伊麗莎白
23日在蘇格蘭向一班電視圈高層發表演說，其
間她敦促傳媒注意賺錢的同時，也要注意道德
。從伊麗莎白今次演說中的表態來看，她陷入
與梅鐸傳統敵人如英國廣播公司和左翼劇作家
站在同一陣線的危機。很多人認為她此舉是企
圖和他們明顯的失敗劃清界線。有業界人士相
信她想成為她父親王國的欽點繼承人。

她是繼父親梅鐸和弟弟詹姆斯之後，第3
位發表麥克塔格特演說的梅鐸家族成員。其中
詹姆斯 2009 年發表此演說時，嚴厲抨擊英國
廣播公司，和該廣播機構對強制收取牌照費的
依賴性。結果他的言論引起爭議。但伊麗莎白
與弟弟唱反調。她對聽眾說，傳媒機構不要只
把焦點放在收入， 「盲目賺錢會製造災難」。
她甚至讚賞即將卸任英國廣播公司總裁的湯普
森的 「眼光和領導」，形容她自己 「目前支持
英國廣播公司向全民收取牌照費」。

詹姆斯 2009 年發表此演說時宣稱，只要
市場自由，創新和獨立就會得到保證；他同時
批評英國廣播公司的規模 「驚人」。但伊麗莎
白現在說， 「全球社會」都要 「否定一個概念
，即錢是唯一解決所有問題的有效措施，又或
者自由市場是唯一可以用來分類的機制」。

她又含蓄地抨擊竊聽醜聞發生期間，新聞
集團在英國分支機構新聞國際的文化，警告
「我們自由社會的最大威脅，往往就在內部的

敵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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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鐸女兒伊麗莎白23日在蘇格蘭發表演
說 路透社

【本報訊】據法新社三藩市 23 日消息：微軟公
司準備推出一系列重要產品之際，23 日發布 25 年來
首次變革的新公司標誌。新標誌由4個獨立和有顏色
的正方形組成，和舊標誌差不多，但舊標誌中正方形
的外觀異常，仿若是一面風中飄揚的旗幟。

微軟公司發布新標誌之時，適逢它快將推出
Windows 8作業平台和該公司首部自家品牌平板電腦
Surface。該公司亦努力提升在智能手機市場的地位。

微軟品牌策略經理漢森說： 「現時的微軟標誌使
用至今已 25 年了，現在作出改變時間剛好。我們正
準備推出我們幾乎所有產品的新版本。這股推出新產
品的浪潮，不僅是我們最受歡迎產品的一次重新想像
，也代表着微軟的一個新時代，因此我們的標誌應該
有所演化，在視覺上強調這個新的開始。」

新標誌除了有 4 個正方形，還包括以 Segoe 字體
寫成的 「微軟」名字，會在產品和市場推廣通訊中使
用。漢森說： 「這個標誌在數碼動態世界中很重要。
這個標誌中正方形的顏色想要表達公司產品的多元化
組合。」新標誌由 23 日開始在微軟網站 Microsoft.
com和3家微軟零售店使用。

微軟準備於10月26日推出它的下一代作業系統
Windows 8。微軟與芬蘭電訊巨頭諾基亞預期在9月
5日，發布一種採用Windows Phone 8作業系統的智
能手機。

微軟25年來首換標誌

▲微軟新標誌由四個顏色不同的正方形組成
美聯社

世界上每一種動物
都是慢慢由小變大的。
這些照片中的小 「幼齒

」 們憨態可掬、懵懵懂懂，看起來不堪一擊，但
是總有一天他們會長成身邊 「大人」 的樣子。有
些小 「幼齒」 和長輩相處融洽，可有一些看起來
就不那麼和諧了，比如說那對黑黃毛色相間的貓
咪。 （英國《每日郵報》）

大與小

【本報訊】綜合美國 TMZ 網站、法新社 24 日消
息：英國哈里王子裸照外泄的醜聞愈演愈烈。日前率
先刊登裸照的美國八卦網站 TMZ 報道，哈里上周與
一批友人和女郎在賭城拉斯維加斯酒店房間內開狂野
派對時拍下的裸照，不光只已經曝光的兩幅，在未來
數天內，或會有更多見不得光的照片外流。

一名有份參加派對的女郎透露，當時房間內有25
人參加 「脫衣桌球」遊戲，其中包括至少15名女子，
首先脫衣服的就是哈里。據悉當時有多名女子曾舉起
手機拍照。但無人加以制止。她們拍下的哈里裸照，
肯定不只世界各地傳媒過去兩天刊登的兩幅，未來會
有更多幅裸照陸續曝光。

此外，梅鐸在英國的通俗小報《太陽報》24日不
顧王室的要求，在頭版刊登了哈里王子的裸照，文章
標題是 「這就是王位繼承人」。英國報紙早前不敢刊
登哈里王子在拉斯維加斯酒店房間裡嬉戲的裸照，但
是銷量最大的《太陽報》說，其讀者 「有權看這些照
片」。

該報在聲明中說： 「《太陽報》刊登了我們的讀
者早前被阻止在報章上看到的哈里王子裸照。我們刊
登這些照片是因為我們認為《太陽報》讀者有權看見
他。此中理由，已不局限於本報道。」

有消息指，雖然哈里王子要面對裸照風波，但似
乎他毋須擔心玩 「脫衣桌球」要大破慳囊。有消息指
他在拉斯維加斯下塌的豪華的永利度假區是免費的。
他和他的兩名友人在一個宮殿般的 8 房套房開派對，
一共要花3萬英鎊（約合37萬港元），但酒店一名消
息人士說他最終毋須付出分文。

哈里裸照陸續有來

▲英國《太陽報》24日頂住王室壓力刊登哈里裸
照 路透社

▲首爾一家手機零售店外
貼着三星Galaxy 3（右）
和蘋果 iPhone 4S（左）
的海報 美聯社

▼蘋果指控三星的Galaxy
（右）產品抄襲蘋果iPhone

（左）設計 美聯社

▲2012年第二季度中
蘋果iPad銷量佔全球
總數的69％ 法新社

▲韓國法院24日裁決三
星和蘋果互侵專利

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