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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聯邦儲備局將加息門檻定在通脹率2.5%
以上及失業率6.5%以下，經濟學家羅森堡認
為，雖然美國通脹仍處於低水平，但聯儲局的
量化寬鬆(QE)政策引爆通脹的日子已愈來愈
近，屆時美國經濟可能出現滯脹，即高失業與
高通脹同時發生。

前財長：金融危機風險仍存

羅森堡指，達到2.5%通脹率將意味美國消費
者物價會在未來10年攀升3成，就業市場復甦緩
慢、存款利率近零，加上百物騰貴，普羅大眾

的生活將大受影響。
前美國財長保爾森前日警告，雖然國家經濟

已逐步自2008年金融海嘯恢復，但金融體系改
革進度緩慢、影子銀行泛濫及銀行「大得不能
倒」的問題仍然存在，呼籲政府盡早改變樓市
由房利美及房貸美主導的局面，消除樓市泡
沫，同時加強監控影子銀行及對銀行實行更嚴
格資本要求。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戴蒙德則表示，美國的
失業問題對年輕人及長期失業者影響尤大，認
為政府應以貨幣政策及加強基建和培訓雙管齊

下，提升無業人士的競爭力，同時創造蓬勃的
就業市場。

退市揣測拖累 新興貨幣續跌

另外，受聯儲局可能快將退市的揣測影響，
新興貨幣持續下跌，印尼央行為遏抑本幣跌
勢，日前加息至7厘但成效不彰。

預測印尼盾在未來數周或跌穿1美元兌1.2萬
印尼盾；印尼央行明日議息或再加息。

■CNBC/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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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巴士輪姦案 4疑犯或判死

美國銀行前日宣布裁減按揭部門2,100人，
並關閉16個按揭處理辦公室，反映近期美國按
揭息率回升，對銀行按揭業務的影響開始浮
現。美銀發言人則指，裁員原因之一，是金融
危機後需要處理斷供個案的人手減少。另外，
美銀連同惠普和美國鋁業昨日被剔出道瓊斯工
業平均指數成份股，由高盛、Visa和Nike取
代。

按息上升直接影響業主尋求再融資的意慾，
大大減少銀行業相關收入，今年來已有多家大
行因此相繼裁員。美國最大房貸銀行富國銀行
計劃裁減至少2,300人，摩根大通則可能裁1.5
萬人。富國前日預測，下季按揭貸款額將跌
29%至800億美元(約6,203億港元)，摩通則估計
下半年房貸業務會虧蝕。 ■法新社

日本新潟大學兩名女學生前日在土耳其中部卡帕多基
亞旅遊勝地愛情谷附近，被發現倒地受傷，身上有被刀
捅過的痕跡，其中22歲的粟原舞當場死亡，另一人重傷
昏迷。報道指，未有證據顯示襲擊與東京成功申辦2020
年奧運會有關，警方調查行兇動機，未知有多少人涉
案。土國總理埃爾多安昨認為東京申奧成功並不公平，
指國際奧委會漠視佔全球15億人口的穆斯林世界。

消息指，案發時現場附近可能無其他人，直到當地時

間下午約2時，才有其他遊客揭發事件。日本內閣官房
長官菅義偉表示，已派使館職員了解情況，並會和受害
人家屬聯繫。對於有人認為土耳其伊斯坦布爾申奧失敗
與事件有關，菅義偉指「幾乎不存在這種可能」。

卡帕多基亞擁有大量形狀奇特的岩石聞名，被列入世
界自然遺產，由於地形複雜，一般有導遊陪同遊覽。當
地旅遊公司指，日本遊客相對較少。

■共同社/日本新聞網/美聯社/新華社

西班牙警方拘捕3名年齡介乎31至36
歲男疑犯，3人涉嫌在馬德里掩住遊客
或女性口鼻，令她們暈倒後再搶走財
物。疑犯先後犯案最少11次，其中一次
被隧道閉路電視拍下。受害人作供時表
示，遭匪徒從後施襲，然後不省人事，
醒後發現自己躺在地上，財物不翼而
飛。 ■美聯社

印度法院昨裁定新德里巴士輪姦案4名疑犯強姦及
謀殺等全部罪名成立，預料今日判刑，最高刑罰為絞
刑。其中兩名疑犯的代表律師稱會上訴，批評判決是
政治決定。數十名民眾在庭外綁上黑色頭帶抗議，要
求判處死刑，以儆傚尤。

4名犯人分別是巴士清潔工阿克沙伊、健身室教練
夏爾馬、生果小販古普塔及無業漢穆克什，主犯辛格
3月在囚室上吊身亡，另一少年犯早前被判入感化中
心3年。印度性侵案件審訊動輒以年計，但今次輪姦
案廣受關注，令政府加快程序，僅7個
月便完成審訊。

案中23歲女死者母親受訪時稱，她
極希望4人判死，認為重判才能產
生阻嚇作用，令其他女性免受傷
害。她表示，政府雖提供房屋及金
錢補償，但難撫喪女之痛。

亞太區調查：24%男子曾強姦

另外，南非醫學研究協會昨發表
報告，調查孟加拉、中國、柬埔

寨、印尼、斯里蘭卡及巴布亞新幾內亞共1萬名男
子，有11%受訪者承認曾強姦女性，若計入妻子或女
友，比率升至24%，其中45%不只一次犯案。研究員
指，男性童年受性侵或虐待，是長大後施暴原因之
一。 ■路透社/美聯社/《華爾街日報》

停售iPhone 5  5色平機5C唔平

蘋果公司於香港時間今日凌晨1時舉行發布

會，公布新一代iPhone 5S及低階版iPhone

5C，並一改過往新機出舊機減價的傳統，宣布

上一代iPhone 5將會停售。其中5S同時提供

銀、金及「太空灰」3色可供選擇，兩款新機都

將於13日起開放預訂，20日正式開售，首發地

區破天荒包括中國內地及香港。

採用塑膠機身的5C則會有綠、白、藍、粉紅及黃色

5種顏色，外殼使用聚碳酸酯原料，機背和側面採

用單件式製造，配備4吋Retina顯示屏，使用蘋果A6處理

器。16GB版本5C在美國簽約上台售價需99美元(約768

港元)，32GB則是199美元(約1,543港元)。不過分析認

為，5C售價仍未算廉價，質疑未必有助提高iPhone銷

量。

5S快一倍 具指紋辨識功能

緊接而來的是iPhone 5S，打破以往雙色的慣例，一

如傳言出現金色版本，新機將是全球首部採用最新的64

位元A7處理器，運算速度比5快一倍，更是第一代

iPhone的56倍，電池壽命和相機鏡頭質素亦會提升。5S

亦配備最新的Touch ID指紋辨識系統。16GB版本美國

上台價為199美元，32GB為299美元(約2,319港元)，

64GB為399美元(約3,094港元)。

iOS 7下周三推出

蘋果同時宣布將於9月18日起，正式開放新流動作業

系統iOS 7下載，iPhone 4和iPad 2及mini以上產品都可

以免費升級。新系統有多項功能改進，包括加入男聲的

升級版聲控系統Siri、早前率先公布的iTunes Radio等。

傳中移動有份售5S

摩根士丹利分析師休伯蒂指出，中國消費者可接受的

5C定價為486美元(約3,769港元)，若價位在400至500美

元(約3,102至3,877港元)之間，大中華地區的iPhone銷

量可望提高13%。

蘋果股價自去年觸及705.07美元高位後持續滑落，累

跌近30%。外界盛傳蘋果可能與中國移動開展合作；巴

克萊認為，蘋果要令投資者驚喜，大型的中國市場新策

略是重點之一。有科技網站昨引述消息人士透露，中國

移動率先引入的iPhone型號將是5S，而非廉價版5C。

■《每日郵報》/美聯社/法新社/中央社/

《華爾街日報》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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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三星、蘋果等電子業巨頭紛紛進軍可
穿戴電子裝置之際，有報道指半導體巨擘英
特爾亦已不動聲色挖角，包括太陽眼鏡製造
商Oakley及體育用品商Nike高層莫里斯及霍
姆斯等，準備在炙手可熱的穿戴裝置市場分
一杯羹。

英特爾經營策略近年大轉彎，積極打造自

家品牌產品，公司內部刊物《Intel Free Press》
披露，莫里斯近期加盟英特爾，之前曾在
Oakley負責頭戴式護目鏡與手錶等產品。霍
姆斯則早自去年擔任「新裝置集團」部門副
總裁，負責開發品牌產品。

■AppleInsider網站

西國破迷暈盜竊案
3人落網

巴赫當選國際奧委會主席

微軟前日宣布將於
本月23日舉行發布會，預料將推出
最新一代視窗8平板電腦Surface 2和
Surface Pro 2。新產品據報將採用兩層式支架
設計，並使用英特爾Haswell處理器減少耗電量，
屏幕像素則升級至1,080p，外觀相信與上一代沒有
太大差異。另亦可能公布多款新配件，包括充電基座，
以及集充電和鍵盤功能於一身的「Power Cover」保護套。

此外，微軟將旗下Xbox Music音樂串流服務免費開放予網絡
使用，非視窗8用家亦可登入，相信是要吸納新客
戶，並抗衡iTunes、Pandora等其他電子音樂供應商。

■法新社/美聯社/CNBC

國際奧委會昨日投票選出現任
副主席巴赫，接替結束12年任期
的羅格，成為國際奧委會第9任
主席，亦是歷來首位前奧運金牌
運動員出任主席。1976年代表西
德奪得團體劍擊金牌的巴赫說
過，1980年西方世界杯葛莫斯科
奧運，導致無數運動員失去站上
奧運舞台的機會，是令他矢志加
入奧委會，避免同樣事件再次發

生的契機。
今屆主席之爭

有6名奧委會成員
參加，不過巴赫
在第二輪投票便
擊敗其他對手當選。巴赫的任期
為8年，任滿後可角逐多4年任
期，在他任內，將分別舉行2016
年巴西里約熱內盧及2020年日本
東京奧運。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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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現時的情況彷彿

處在崖邊，若產品不吸

引用家，隨時跌落營運

深淵。 設計圖片

■iPhone5S推出3種色系，分別為銀、金及「太空灰」。

網上圖片

■iPhone5C的５種色系。 網上圖片

Surface

傳英特爾開發可穿戴電子裝置

■有青年在法院外

抗議，要求吊死強

姦犯。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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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首代iPhone面世以來，蘋果公司至今舉行過
逾10次產品發布會，儘管每次產品不一樣，主
持人也由已故創辦人喬布斯變成現在的行政總
裁庫克，但以幻燈片展示的形式始終不變。分
析指，這種由喬布斯改良過的展示風格，為公
司帶來價值3億美元(約23.3億港元)的免費宣傳。

喬布斯顛覆了科技界原有的展銷會形式，代
之以蘋果獨家的演示。這做法保證了專有的媒
體報道，並營造了一種音樂會式的氣氛。

許多公司都曾在發布會方式上作嘗試，三星
電子3月發布Galaxy S4智能手機時，曾安排一
場百老匯式滑稽劇，可惜劣評如潮。

■《華爾街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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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日期 2007年6月29日

首24小時
預訂數量
發布後銷量

期間平均
每分鐘售出數目

2008年7月11日 2009年6月19日 2010年6月24日 2011年10月14日 2012年9月21日

無資料

首73日內
100萬部

首4日內
100萬部

首3日內
100萬部

首3日內
170萬部

首3日內
400萬部

首3日內
500萬部

無資料 無資料 超過60萬部 超過100萬部 超過200萬部

季度銷量(部) (季度為財年季度)
5,000萬
4,000萬
3,000萬
2,000萬

1,000萬

0萬

年份

生命周期
2008年7月停產 2010年6月停產 2012年9月停產

來源：蘋果公司 路透社

歷代iPhone銷售情況

■網上流傳的iPhone 5S操作指南。 網上圖片

金銀灰5S下周五開售
凌晨2時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