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蘋果公司日前就申請可摺疊屏幕技術專
利，向美國專利及商標辦公室提交更新文
件，顯示蘋果繼續積極研發可摺疊裝置，
但外界均估計仍需一段時間，才能正式推
出可摺疊裝置，料於今年9月推出的最新
iPhone，相信不會應用此技術。
文件中有不少概念圖，讓外界得知可摺
疊手機的設計，在其中一幅圖片，屏幕摺
起後呈金字塔形直立於平面上，相信可讓
兩人面對面時，同時欣賞電影或玩電子遊
戲，摺疊時屏幕可能向外或向內，亦可能
分成3部分摺起。
外界暫未能得知摺疊屏幕會應用於哪些

裝置，可能是iPhone、iPad或MacBook，
早前有消息人士預測，蘋果的可摺疊手機
將於明年面世。韓國三星電子在可摺疊技
術上則明顯領先蘋果，在下周發佈Gal-
axy S10時，料一併推出名為Galaxy X的
可摺疊手機。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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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圖中概念圖中，，屏幕摺起後呈金屏幕摺起後呈金
字塔形字塔形。。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1945年8月15日第二次
世界大戰正式落幕，消息
傳出一刻，聚集美國紐約
時代廣場的群眾歡呼雀
躍，一名海軍士兵更緊抱
身旁的女護士親吻，這一
幕被記者拍下，成為二戰
勝利日經典照片《勝利之
吻》。經歷逾半世紀後，
女主角弗里德曼已於2016
年與世長辭，男主角門多
薩亦於周日去世，終年95
歲。
門多薩的女兒接受傳媒

訪問時稱，門多薩在羅得
島一間護理機構跌倒，引
發癲癇症死亡。門多薩曾
於2012年解釋他當年的舉
動，指當時心情興奮，看

見該名女護士時，回想起受傷水兵獲艦
上護士照料的日子，加上受酒精影響，
決定抱着她親吻。
門多薩一直堅稱自己是相中的男主

角，但拍攝照片的《生活》雜誌攝影師
艾森施泰特，未有指出相中人身份，因
此多年來均有人質疑門多薩的說法，直
至近年以人臉辨識技術測試後，才證實
他的說法。 ■美聯社/法新社

《勝利之吻》男主角逝世
終年95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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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高層罕有「大執位」
迎「後iPhone時代」

美國蘋果公司近年在業
務發展上屢遇挑戰，作為收入

主要來源的智能手機iPhone銷量
放緩，今年起更不再公佈iPhone銷
量，被外界解讀為智能手機急速發
展時代終結。公司近年聚焦發展網絡
服務，如串流音樂平台、App Store及
手機付款系統，期望開拓收入來源。
《華爾街日報》前日報道，蘋果高層近
期罕有地進行「大執位」，以調整公司在
服務、人工智能、硬件及零售等業務的發
展方向，配合「後iPhone時代」的市場環
境。
蘋果行政總裁庫克自2011年上台以來，

11人的管理層團隊相對穩定，過往5年均未
有重大變動，但由Google母公司Alphabet
跳槽至蘋果、擔任人工智能團隊負責人的
詹南德留亞，近月獲擢升加入管理層，
他隨即撤換原Siri 團隊主管斯塔西奧
爾，親自主導語音智能助理Siri的發展
工作，試圖改善Siri的表現。

自動車團隊削200人
此外，人力資源主管奧布賴恩接替將

離任的零售部門負責人阿倫特斯，以加強在零
售店內向客戶推廣網絡服務。蘋果多項開發計
劃也暫時叫停，研發自動駕駛汽車的團隊已削
減約200人，另一管理層庫埃轄下發展網絡服
務團隊的主要人員，亦調至製作原創影視作品
的項目。
蘋果曾表示，公司目標是在2020年前，將網

絡服務訂戶由現時的3.6億增至超過5億，計劃
斥資超過10億美元(約78億港元)開拍原創節目，
庫埃更在2017年從索尼影視挖角2名高層。
蘋果的網絡服務近年面對Netflix、Spotify、

Google及亞馬遜等公司的激烈競爭，雖然去年

在研究及發展上投放142億美元(約1,117
億港元)，較前年多23%，但未能推
出令市場矚目的新產品，iPhone仍
佔公司整體銷售額約2/3。知情
人士指出，蘋果管理層換血，
令不少原定業務計劃需擱
置，讓新上任的管理層可
重新評估公司首要發展
方向，擺脫公司以
iPhone為主導的經營模
式。
另一方面，外界預

計蘋果新一代手機
iPhone 11 將於今年 9
月推出，但著名「蘋果
分析師」郭明錤預測，
新 iPhone將不會有太多
新功能，熒幕大小與
iPhone XS及XR相同，機
身或採用磨砂玻璃設計，唯
一值得留意的新功能是室內導
航系統，但類似功能在新版本An-
droid P已推出。
■綜合報道

韓國大邱市一間桑拿浴室昨日發生
大火，造成最少2人死亡及逾70人受
傷，其中3名傷者嚴重燒傷，其餘大部
分是吸入濃煙不適。消防員到場灌救
20分鐘後撲熄火勢，警方正調查起火
原因。
肇事桑拿位於一幢7層高建築物的3
至4樓，其他樓層分別為住宅及商場。
火警於當地時間早上7時11分發生，位
於4樓的男士專區入口首先起火，冒出
大量濃煙。
當局派出超過50輛消防車及145名
消防員到場灌救，消防員在浴室內發現
兩名約60歲男子的屍體，傷者分別被

送往兩間醫院治理。中國駐釜山總領館
證實，與韓國警方確認後，火災中無中
國公民傷亡。
消防部門指，相信是電掣房首先起

火，警方正調查起火原因及建築物損毀
程度，並根據目擊者提供資料辨認死者
身份。據報肇事建築物建於上世紀80
年代，消防設施陳舊，3樓以上未安裝
自動灑水系統。
近年韓國各地火災頻生，引發公眾

對公共場所消防安全的擔憂。去年1
月，慶尚南道密陽市一家醫院發生火
災，造成至少37人死亡。

■綜合報道

起訴書指出，憲法規定國會擁有公
共開支最終決定權，國會通過建

造邊境金屬圍欄的撥款，並非用於建
造圍牆，特朗普卻繞過國會頒佈緊急
狀態令，取得建圍牆資金，顯示特朗
普無視憲法中三權分立原則。原告人
批評特朗普利用他一手製造的非法移
民危機，頒佈緊急狀態，抽調各州份
數以百萬美元計用於緝毒、執法和天
災援助的資金，損害地方經濟及緝毒
等工作的能力，強調入稟法院旨在保
護各州的居民、資源和經濟利益。

所謂危機沒數據支持
起訴書同時指控國土安全部未有為
興建圍牆進行環境評估，威脅墨西哥
灰狼和美洲虎等瀕危物種，違反《國
家環境政策法》。

加州總檢察長貝塞拉表示，根據特
朗普政府提供的數據，南部非法入境
人數是近45年來最低，不可能構成國
家危機，國務院亦承認沒有證據證明
恐怖分子從南部邊境滲透美國，移
民犯罪率更低於本地出生的美國
人，質疑特朗普政府「自打嘴
巴」，形容其強奪建牆費的行
徑如「打劫納稅人」。
路透社指出，司法戰展開

後，訴訟最終或交由最高法
院審理，勢阻延興建圍牆的
進度。有法律專家認為，原告
人可以針對華府對法律的詮釋
是否恰當，例如國會曾拒絕撥
款資助圍牆，或可成為法律理
據禁止特朗普動用國防部資
金。 ■綜合報道

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周五宣佈國家緊急狀態，以籌集資金興建美墨邊境

圍牆，觸發連串司法訴訟。加州、科羅拉多州和康涅狄格州等16個州

份，前日集體入稟加州聯邦法院，控告特朗普政府的決定違憲，損害

憲法中的三權分立。白宮拒絕置評。

韓大邱桑拿大火2死逾70傷
無裝灑水系統

在前日美國每年一度的「總統
日」，紐約、華盛頓和芝加哥等
多個城市均出現反對總統特朗普
的大型示威，譴責特朗普無視憲
法，透過宣佈國家緊急狀態，興
建美墨邊境圍牆，其中在紐約的
示威有逾1,000人參與。發起示
威的倡議組織MoveOn.org表
示，在全國數十個城市，共有
250場示威舉行。
在紐約聯合廣場，示威者
手持「緊急狀態令？找精神
狀態穩定的天才吧」，諷刺
特朗普曾自詡聰明。有示威
者稱，特朗普的行徑創下極

壞先例，認為社會有更多重要問
題需要解決，不應該將大筆金錢
花在圍牆。另有示威者表示，總
統可以打破憲法制訂的權力平
衡，是很危險的想法，對此感到
憤怒。約10名特朗普支持者在附
近打對台，他們揮動支持特朗普
連任的旗幟，高呼「興建圍
牆」。
芝加哥數百名市民冒着寒冷天

氣，參與反特朗普示威，示威者
高舉起「假緊急狀態令」及「歡
迎移民」等標語，有母親帶着4
歲女兒參與示威，表示希望能以
身作則。 ■法新社/路透社

「總統日」全美示威反特朗普

美16州入稟挑戰緊急令

英國脫歐僵局持續，在市場繼續
瀰漫不明朗因素下，日本本田車廠
昨日宣佈，將在2021年關閉位於英
國斯溫登的廠房，估計影響3,500名
工人，是繼日產車廠早前宣佈，撤
回在英國森德蘭廠房生產X-Trail系
列車款的計劃後，再有日本大型車
廠縮減英國業務。
斯溫登工廠是本田在歐洲唯一廠

房，主要生產旗下Civic系列車款，
每年產量約15萬輛。本田發表聲明
稱，該廠房將於2021年現有車款生
產周期結束後關閉，對有關決定感
到遺憾。副總裁豪厄爾斯強調，今
次決定是考慮到全球市場環境轉
變，與英國脫歐無關，本田未來將
主要投資中國、美國及日本市場。
分析師認為，英國脫歐肯定是本田
考慮的一個主要因素。
本田同時宣佈關閉位於土耳其的

廠房，估計影響1,100名工人，該廠
房每年可生產約5萬輛汽車，當中
20%出口到歐洲。
英國商業、能源及工業策略大臣

祈國光回應時表示，本田關閉廠房
的消息，將對斯溫登及英國帶來
「災難性打擊」，危及數千名高技
術工人及其家庭的生計，他透露未
來會成立工作小組，與代表斯溫登
選區的國會議員、商界領袖及商會
代表會面，討論如何協助受影響工
人。

■法新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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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多薩周日去世門多薩周日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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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威者手
持標語抗議
特朗普無視
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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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宮門外有示威白宮門外有示威
者扮特朗普者扮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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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個城市響應號召參與反特朗多個城市響應號召參與反特朗
普示威普示威。。 美聯社美聯社

■■曾在曾在GoogleGoogle工作的詹南德留亞工作的詹南德留亞
將接手將接手SiriSiri發展工作發展工作。。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