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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購消息傳出後，諾基亞股價狂飆45%，帶動芬蘭股市升
4.3%。是次收購標誌 有148年歷史的諾基亞，正式退

下手機舞台。芬蘭歐洲事務及外貿部長斯圖布在微博twitter留
言，慨嘆「對包括我在內的許多芬蘭人而言，諾基亞陪伴我
們成長，聽到併購消息的第一個反應難免感傷。」

手機部門曾值近2萬億 將轉攻網絡設備

諾基亞的手機部門市值在2000年高峰
期一度接近2,500億美

元(約1.94萬億港
元)，出售手機部門
後，諾基亞將專注

網絡設備、Here地圖
及專利業務。3.2萬名諾

基亞員工在完成併購後將轉
入微軟工作，曾任職微軟的總

裁埃洛普亦會重投舊東家，成為
裝置部門擴張後的新主管；交易預

計明年第一季度完成。

諾基亞稱霸手機市場長達14年，但去年最大手機生產商的
位置不保，被韓國三星電子擠落第二位。諾基亞憑藉自家開
發的Symbian系統，在智能手機市場的市佔率一度高達43%，
但自從蘋果iPhone顛覆市場後，iOS與後來居上的Android平台
大放異彩，令諾基亞等老牌手機品牌銷售額節節下降；諾基
亞的智能手機市佔率現時只有2.5%。

諾基亞前年開始與微軟聯手搶攻智能手機市場，但使用
Windows Phone系統的Lumia手機未能令諾基亞起死回生。諾
基亞上季手機銷量大跌27%，更連續9個季度虧損合共逾50億
美元(約387.8億港元)。

併購助微軟抗衡蘋果Google

現時iOS及Android平台共擁有9成市佔率，Windows Phone系
統只有3.3%。分析認為，微軟併購諾基亞後將可吸收該公司
優秀的硬體及服務業務，採取蘋果「軟硬整合」的路線，擴
大Windows Phone的生態系統，有機會與蘋果及Google鼎足而
立。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彭博通訊社/CNBC/《紐約時報》/

《華爾街日報》/英國《金融時報》

曾經稱霸全球手提電話市場的

芬蘭廠商諾基亞(Nokia)，終不敵

由蘋果公司帶起的智能手機潮

流，踏上出售手機業務的末路。

科技巨企微軟昨日宣布斥資37.9

億歐元(約387億港元)收購諾基亞

大部分手機業務，再以16.5億歐

元(約169億港元)購買該公司10

年期的專利許可證，交易總額達

54.4億歐元(約556億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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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議息周各央行觀望美退市
全球多個主要央行本周議息，包括日本央行、加

拿大央行、英倫銀行及歐洲央行等。澳洲央行昨宣
布維持利率2.5厘不變，分析普遍認為，各國央行觀
望美國聯儲局本月17至18日的議息結果，目前傾向
按兵不動。美國後日公布上月失業率，被視為聯儲
局退市決策的關鍵因素。

澳洲昨宣布息口不變，澳元匯價一度升至90.48美
仙。當地周六舉行大選，市場預期央行今年內或再
減息，刺激經濟。分析認為，日本央行可能提高經
濟前景預測，意味政府有更大可能如期提高消費稅
率。若經濟前景預測依舊，市場將轉而擔心央行的

刺激力度不足，日圓匯價將受拖累。另由於不少南
歐國的經濟及債務狀況仍水深火熱，歐央行加息機
會不高，以免扼殺增長。

OECD下調華經濟增長預測至7.4%

另一方面，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昨公布最
新經濟形勢評估報告，指上季發達經濟體復甦超預
期，但主要新興經濟體增長放緩，導致全球復甦緩
慢。OECD將中國今年增長預測由7.8%下調至
7.4%，美國由1.9%下調至1.7%。

■路透社/法新社/彭博通訊社

諾基亞
的歷史始於
1865年，創辦
人於1871年以附
近的Nokianvirta河
將 公 司 命 名 為

「Nokia」。最初諾基亞
只是從事造紙及橡膠製
品的企業，在創業逾百
年後才轉為生產無線電
話，並於1987年生產首部
手提流動電話「Mob i r a
Cityman」。在輝煌時期，諾
基亞產品佔芬蘭全國出口總額
達 1 6 % 、 全 國 國 內 生 產 總 值
(GDP)的4%及企業稅收21%，並佔
當地股市市值的1/3，被視為與聖誕
老人同為芬蘭國家象徵。

「Mobira Cityman」重達800克，當時售價
高達2.4萬芬蘭馬克(相當於現時約4.8萬港元)。
由於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曾公開使用這款電
話，因此它也被外界戲稱為「Gorba」(戈爾巴)。

1992年，諾基亞出售所有非手機業務，並推出
首部GSM系統手機「諾基亞1011」。2003年推出
的「諾基亞1100」全球銷量2.5億部，成為史上最
暢銷的消費電子產品。諾基亞推出的「貪食蛇」
等遊戲，亦是手機遊戲的經典。■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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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國集團(G20)峰會明日在俄羅
斯聖彼得堡舉行，日本財相麻生太郎
昨日表示，日本將在會上表明會如期
實施兩階段上調消費稅計劃，並考慮
編制額外預算，以減輕經濟壓力。麻
生發言前，首相安倍晉三曾表示將於
下月初就是否加稅作最終決定。

美國聯儲局退市憂慮引發亞洲新興
市場資金撤離，亦成為峰會焦點，不
過野村環球市場部主管阿什利昨指，
亞洲新興市場已度過最壞時刻，雖個
別國家仍可能面臨挑戰，但長遠區內
風險資產前景仍然正面。

■英國《金融時報》/路透社/

共同社/新華社

新iPhone終於來了！蘋果公司昨日正式向傳
媒發出邀請函，宣布將於本月10日（下周二）
在加州舉行發布會，相信會上將會公布全球機
迷引頸以待的新一代iPhone 5S。邀請函採用有
如iOS 7的設計風格，上面寫道「令每一天更
閃亮」，並有多種色彩，令外界猜測蘋果除了
會在發表會上正式發布最新作業系統iOS 7
外，亦將推出盛傳有多種顏色機身供選擇的廉
價版iPhone 5C。

■法新社/AllThingsD網站

蘋果公司打開智能手機新一頁後，先有摩托

羅拉被Google收購，後有黑莓公司考慮賣盤，

連曾叱吒手機市場、幾乎每人手執一部的諾

基亞，昨日也宣布將手機業務售予微軟，

不再作為一家獨立的手機生產商。諾基亞

未有及時押注智能手機發展，被對手愈拋

愈遠，微軟則設法在流動裝置市場急起

直追，兩者的「聯姻」顯然是各取所

需。

諾基亞沒落的原因很多，但誤判形

勢居首。摩托羅拉早年帶起揭蓋手

機熱潮時，以直板手機聞名的諾

基亞不願跟隨，令其美國市佔

率開始倒退。到蘋果第一代

iPhone面世，諾基亞卻仍只

滿足於自家開發的Symbian

平台，其後隨 iPhone售價降低，消費者對iPhone

趨之若鶩，手機使用習慣出現天翻地覆的改變，

諾基亞的老舊平台及應用程式(app)商店根本無法

與iOS及App Store媲美。

到諾基亞開始急起直追，卻再次策略出錯。這

家老牌公司決定與同樣「穩陣」的微軟合作，拒

絕坐上Google旗下Android平台的順風車，結果再

與智能手機的發展趨勢擦身而過。

iOS與Android的市佔率目前足有90%，微軟的

Windows Phone即使掌握了諾基亞在硬體設計及

銷售服務方面的優勢，要打入幾乎已被蘋果及

Google瓜分的流動市場平台卻絕非易事。這場併

購能否「負負得正」，抑或是微軟錯失先機後亡

羊補牢式的補救，還

有待觀察。

美國眾議院兩黨領
袖及參議員麥凱恩相
繼表明支持總統奧巴

馬出兵敘利亞，令國會授權華府攻敘的機會大
增，抵銷製造業造好等利好消息，拖累美股昨早
段升近百點後，中段由升轉跌。道瓊斯工業平均

指數中段報14,799點，跌1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
報1,635點，升2點；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報3,606
點，升16點。

歐股低收。英國富時100指數收報6,468點，跌
37點；法國CAC指數報3,974點，跌31點；德國
DAX指數報8,180點，跌63點。 ■彭博通訊社

國會領袖撐攻敘 美股中段倒跌

微軟556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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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基亞總裁埃洛普加入諾基亞前，
原是微軟的商業部主管，現隨 微軟
收購諾基亞的手機業務，他將再度成
為微軟高層，堪稱強勢回歸。外界盛
傳他將接替鮑爾默成為下任微軟行政
總裁，有人譏諷埃洛普跳槽諾基亞再
重返微軟，根本是一幕「木馬屠城
記」。

鮑爾默不久前宣布將於12個月內退
休，指董事會將從公司內外物色接班
人，今次併購令埃洛普從外部候選人
成為內部候選人。加上早前有媒體指
微軟已鎖定目標人物，此人涉及微軟
計劃收購諾基亞的事宜，令埃洛普接
任呼聲更高。博彩公司立博開出他接
掌微軟的賠率為1賠5大熱門，次熱門為

現任微軟營運總監特納，賠率1賠6。
埃洛普入主諾基亞之初便以「 火

的鑽油台」形容公司，敦促諾基亞勇
敢作出前所未有的抉擇自救。諾基亞
在他帶領下，與微軟合作生產使用
Windows Phone平台的智能手機，可惜
未能力挽狂瀾。

■彭博通訊社/《華爾街日報》

諾基亞總裁「木馬屠城」
返微軟傳接替鮑爾默

諾基亞近年業務表現
2012年淨銷售額分布
百分比(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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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營運收入
(億歐元)

手機裝置
及服務
51%
(157億)

諾基亞
西門子通訊
45%
(138億)

諾基亞HERE
4%(7億)

2012年總淨銷售額
302億歐元

淨銷售額只計算對外
銷售，不包括內部銷售

諾基亞HERE為地圖
及導航業務
資料來源：諾基亞 路透社

日將在G20宣布上調消費稅

林嘉朗

失足多釀千古恨

1 2

3 4

■麻生太郎(左)與安倍晉三。

諾基亞經典手機一覽（部份）
1 . N o k i a

1011 (推出年

期：1992年) 

2 . N o k i a

9000 (推出年

期：1996年) 

3 . N o k i a

1100 (推出年

期：2003年) 

4.Nokia Lumia

925 (推 出 年

期：2013年)

■埃洛普(左)與

鮑爾默。 路透社

■諾基亞的手機不再吸

引用戶，只有向微軟要

求援手。　
網上圖片

凌晨1時消息
蘋果發邀請函

新iPhone下周二面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