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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公司據報將於下周
二的產品發布會推出iPhone 6，

宿敵韓國三星電子昨日搶先發布兩
款新智能手機「截擊」，其中
Galaxy Note Edge的屏幕延伸至側
面，讓用家可快速地使用手電筒功

能、查閱微博twitter和常用手機應用程式的最新動態，以及閱
讀新聞。三星同時發布一款虛擬實境頭盔和新智能手錶。

料今年稍後開售
發布會昨於德國柏林舉行，Note Edge成為焦點之一。這款
手機闊5.6吋，屏幕則延伸至右側，觸及機背。當用家將手機
平放桌上，便可從機身側面看到天氣、時間等資訊。Note
Edge將於今年稍後推出，但三星未有公布確實日期。
另一款新手機Galaxy Note 4的解像度則高於之前的手機，

配備1,600萬像素鏡頭，3個話筒可於用家錄音時清除雜音，將

於下月推出。三星表示，Note 4的售價與Note 3相近，Note
Edge則較貴。

同場推虛擬頭盔「Gear VR」
三星同時發布虛擬實境頭盔「Gear VR」，由公司與社交網

站facebook旗下的Oculus共同研發，可連接至Note 4，售價低
於1,000美元(約7,750港元)。智能手錶「Gear S」則採用曲屏
設計，設有內置網絡以發送訊息。 ■彭博通訊社/美聯社

屏幕延至機身側

法前「第一女友」出書 剖白情變自殺經過 美黑人智障兄弟被屈姦殺
坐30年冤獄終證清白

美國北卡羅來納州一對嚴重智障
的非洲裔同母異父兄弟，1983年因
強姦及謀殺一名11歲女童罪成，分
別被判死刑和終身監禁，坐牢30年
後，最近的脫氧核糖核酸(DNA)新
證據才顯示二人無罪。家人得悉他
們獲釋後，坦言「我們等了很多
年」。代表律師則表示，現時始真
相大白實在太遲。
兩兄弟分別是50歲的麥科勒姆和46歲

的布朗。事發於1983年9月，案情指，
女童布伊被人強姦及用其內衣弄至窒息
死亡，陳屍大豆田。環境證據顯示，當
時19歲的麥科勒姆和15歲的布朗與案件
無關，但警方仍在無律師在場下盤問長

達5小時。
麥科勒姆近日受訪時憶述，當時有人

向他大叫和作出威嚇，他只好編故事，
並在供詞上簽署，好讓自己早日獲釋。
布朗獲告知麥科勒姆已「招供」，加上
有人威脅他不合作便會被處決，因此也
被迫認罪。 ■法新社/《紐約時報》

法國前「第一女友」特里爾韋勒與總統奧
朗德分手後，原來一直秘密埋首寫書，講
述兩人之間的愛恨情仇，當中包括她從雜
誌得悉奧朗德與女星加耶有染後，曾想服
食大量安眠藥自殺的經過。新書《感謝這
一刻》(Thank You for the Moment，暫譯)
會在今日出版，愛麗舍宮表示不知道該書發

行，「因此當然未看過」。
法國《巴黎競賽畫報》昨日
刊登該書的摘錄，特里爾韋
勒表示，今年1月《Closer》
雜誌揭露奧朗德與「小三」
加耶戀情當晚，她震驚不
已，「加耶的新聞會是早上
新聞頭條……我有點瘋，我
不能承受聽到這些報道，我

衝入浴室，抓住一個有安眠藥的小膠
袋。」
特里爾韋勒續指，奧朗德當時嘗試搶去藥

袋。她跑進睡房後，奧朗德從後搶走藥袋，
藥丸散落睡床和地上，她撿起一些藥丸放進
口裡，「我覺得就像有風暴捲向我，我無力
抵抗，我想逃走，我失去意識。」

奧朗德肉麻箍煲：我會把你贏回來
奧朗德事後繼續就自己與加耶的關係說

謊，特里爾韋勒對此感震驚。兩人分手後，
奧朗德曾嘗試保持聯絡，「他說需要我，每
晚邀請我跟他吃晚餐。」特里爾韋勒更指奧
朗德想她回到其身邊，曾向她說：「我會像
選舉般，把你贏回來」。

■《泰晤士報》/法新社

烏東有望長期停火
俄烏達共識 普京提七點和平方案

波羅申科昨日中午發表聲明，宣布俄烏「就永久
停火達成協議」。普京發言人佩斯科夫未幾便

出面澄清，強調俄羅斯並非烏克蘭東部戰事參戰一
方，雖然支持但無權實施停火，不過他亦證實兩人
討論了結束衝突的步驟。烏總統府其後亦發聲明，
澄清波羅申科與普京「就停火進程達成協議」。
普京之後在前往蒙古烏蘭巴托短暫訪問途中，向
記者透露他提出的七點和平方案，包括烏東民兵停
止在頓涅茨克及盧甘斯克推進、烏政府軍後退等
（見另表）。他表示與波羅申科在如何解決烏危機
方面持有很多相同觀點，並希望烏政府及民兵能在
明天的聯絡小組會議上達成停火協議；波羅申科亦
表示，希望烏、俄代表能啟動和平進程。
一向對俄強硬的烏克蘭總理亞采紐克則拒絕普京
提出的和平方案，批評這只是俄方在北約峰會前的
緩兵之計。

民兵擬繼續戰鬥 美國有保留
不過烏東民兵對停火並不樂觀，「頓涅茨克人民
共和國」發言人布里格稱暫未見到任何停火跡象，
又指目前身處烏東的烏克蘭軍隊中，有部分已脫離
波羅申科控制，質疑他們會否聽從停火令。布里格
稱民兵會繼續作戰到底，直至把所有烏軍趕走。
停火消息傳出後，烏東各地繼續發生戰鬥，其中

頓涅茨克外圍傳出響亮炮火聲，當地機場附近亦冒
出濃濃黑煙。
美國總統奧巴馬對俄烏之間的進展有所保
留，稱過去已有多次宣稱停火，結果衝突卻繼
續惡化。德國政府發言人表示，暫時未能確認
俄烏之間聲稱取得的進展，因此會繼續推進歐

盟早前達成、有關加強對俄制裁的時間表，即在明
天決定是否對俄實施新一輪經濟制裁。

俄記者殉職 4000核部隊人員月內演習
另外，俄方證實此前在烏東失蹤近一個月的俄記

者斯捷寧遭到炮擊身亡。普京對其親友表示慰問。
報道指，斯捷寧上月初到烏東出差，駕車途中疑與
一支難民車隊在公路上遭到烏軍炮擊。
北約今日在英國威爾斯召開峰會，俄國防部昨日

宣布戰略核部隊4,000名人員將於本月舉行大型演
習。波蘭國防部同日透露，由美國主導的「三叉
戟」聯合軍演將於本月13日至26日於烏克蘭西部
舉行，屆時英國、德國、愛沙尼亞、立陶宛等北約
盟友亦將派
兵參與。
■美聯社/
路透社/
俄新社/

今日俄羅斯

烏克蘭東部局勢出現重大轉機，烏總統波羅申科昨日與俄羅斯總統普京電話會談後，

單方面宣布達成「永久停火」協議，雖然兩國官方其後都澄清有關說法，但承認已就烏

東停火達成大致共識，普京隨後更提出七點和平方案，並說基輔政府與烏東民兵有望於

明天達成停火。不過烏東昨日仍有激烈戰鬥，其中政府軍據報在伊洛瓦伊斯克市的戰鬥

中至少有87人陣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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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七點和平方案
1. 烏東民兵應停止在頓涅茨克及盧甘斯克
地區推進。

2. 親基輔軍隊應後撤至炮火射程範圍外。
3. 實施完全及有效的國際停火監察。
4. 禁止對平民及村落進行戰機空襲。
5. 無條件全面交換戰俘。
6. 在頓、盧兩州設置供難民撤離及運送救
援物資的人道走廊。

7. 向受損社區及交通基建派出修理隊伍。
■今日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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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面對西方國家可能加強
制裁，積極在亞洲開拓新商機。
俄羅斯總統普京昨日到訪蒙古，
強調與蒙古加強經濟合作，雙方
並簽署一系列貿易協議。普京與
蒙古總統額勒貝格道爾吉會談
時，重提75年前蘇聯擊敗日軍
的「諾門罕戰役」，似有意反擊
日本緊跟西方對俄制裁。
普京到訪蒙古首都烏蘭巴托，

談到諾門罕戰役踏入75周年，
形容這場戰役為俄蒙兩國共同的
歷史，是俄蒙關係重要起點。
普京並宣布與蒙古簽訂15項

協議，包括在礦業及工業等各方
面加強合作。中國國家主席習近
平剛訪問完蒙古，普京此行被視
為平衡中方影響力，但目前蒙古
對華貿易額為對俄貿易的4倍，
分析認為普京此行對增強俄方影
響力作用不大。

■路透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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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與俄羅斯達成烏東停火
共識，紓緩地緣政治局勢，加上
市場憧憬今日歐洲央行議息會議
推出新一輪量化寬鬆措施，帶動
歐美股市造好。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早段報
17,145點，升7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2,007點，升5點；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報
4,601點，升3點。歐股更升至2個月以
來高位。
英國富時100指數中段報6,889點，升60

點；法國CAC指數報4,423點，升44點；德國
DAX指數報9,634點，升127點。
美國商務部昨公布7月份工廠訂單按月增

10.5%，是1992年以來最大單月升幅。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

停火消息刺激
歐股兩個月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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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巴馬訪愛沙尼亞 拉攏波羅的海三國
北約峰會舉行前夕，美國總統奧

巴馬昨日到訪愛沙尼亞，是他入主
白宮以來首次出訪波羅的海國家。
奧巴馬批評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
略」正威脅歐洲和平，認為北約應
協助烏軍現代化及加強實力，又宣
布增派更多美軍飛機到波羅的海地
區巡邏，牽制俄羅斯。
愛沙尼亞、立陶宛及拉脫維亞曾是

蘇聯加盟共和國，在蘇聯解體後獨立，並
先後加入北約和歐盟。奧巴馬在愛沙尼亞

首都塔林演講時重申，華府堅決保
護北約盟友安全，如果俄羅斯越境
入侵，美軍必定介入。

奧巴馬表示，華府會繼續為烏軍提供
訓練和支援。對於烏克蘭早前提議放棄
不結盟地位，尋求加入北約，奧巴馬指
北約向新成員「永遠打開大門」。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

■Galaxy Note Edge
路透社

◀◀普京強調普京強調，，俄方並非烏俄方並非烏
東戰事的東戰事的「「參戰方參戰方」。」。

法新社法新社

■■烏克蘭總統烏克蘭總統
波羅申科波羅申科

■■烏東戰事持續多時烏東戰事持續多時，，無論軍人或無論軍人或
平民皆苦不堪言平民皆苦不堪言。。 美聯社美聯社

■■麥科勒姆麥科勒姆((左左))與布朗與布朗。。 路透社路透社

■■特里爾韋勒與奧朗德此情不再特里爾韋勒與奧朗德此情不再。。 美聯社美聯社

■■奧巴馬出席愛沙尼亞的歡迎儀式奧巴馬出席愛沙尼亞的歡迎儀式。。 美聯社美聯社

三星「截擊」蘋果推Note Ed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