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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汪静赫

围观：

【烟草本世纪或将杀死 10亿人】世界肺基金
会最新《烟草图册》显示，2002年以来全球超过
5000万人死于烟草相关疾病，香烟消费总量达
43万亿支。2010年全球最大 6家烟草公司利润
等于可口可乐、微软与麦当劳总和。2011年有
600万吸烟者死亡，每个吸烟致死者给烟草行业
创造利润约 6000美元。
【“杜甫很忙”被职业商标注册人盯上】“章子

怡儿”、“赵薇格格”、“姚明火箭”、“林书豪情”……
国内存在一群职业商标注册人。啥样的商标能赚
钱？商标注册者回答：商标和股票差不多，要搞潜
力股。最近网上爆红的“杜甫很忙”已经有很多人
来咨询。

【愤怒的新加坡人：切断富人永久居留捷径】
4月 4日，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回应询问时表示，由
于近些年来大量涌入的外国人推高了本国房价、
激起了选民愤怒，因此将切断富人获取新加坡永
久居留权的捷径。外国人和永久居民已超过新加
坡总人口的 1/3，仍在不断增长，加上房价上涨，
引起了公众的强烈不满。

产业：

【私募股权投资（PE）：不拼爹就拼钱】“如
果没有硬爹，那就只能拼钱了。”私募股权投资
竞争激烈，更多的人不按规则出牌。“有人说我
能输出管理，有人说我能玩转二级市场，有人说
我上面有人，有人说我每月过会一家，有人说我
懂专业啊，最后项目方还是选择了出价高的那
个……”

【中国铝业买完稀土买煤矿】利润微薄，促使
铝企向上下游拓展。4月 5日，行业龙头———中国
铝业发布公告称，公司拟出资不超过 10亿美元
要约收购南戈壁资源有限公司 56%—60%股份。
同时还有消息称，中国铝业总公司拟加码 52亿
元开发广西稀土资源。

【银行收费是否公布即合理 ?】明码标价
“很朦胧”，包括建行、中行、农行在内的多数银
行“不约而同”都未在其网站上对其收费服务
项目进行所谓“明码标价”；工行等一些银行虽
有列出服务收费项目，但仅限于十分有限的部
分收费项目，多数服务收费通过银行网站无法
查询。

民生：

【很伤心：国内现新型地沟油 由腐败内脏炼
成】近日，浙江警方破获了一起制售地沟油的案件。
警方在案件中发现了一种新型的地沟油，部分小作
坊将劣质、过期、腐败了的动物皮、肉、内脏经过简
单的加工提炼后生产出来油脂。经过行动，警方摧
毁制售地沟油窝点 13处，查获油品 3200余吨。
【卖猪肉还是坐办公室？四成毕业生选前者】

4年前，壹号土猪向社会大招研究生、大学生卖猪
肉的消息引起社会热议，不少人认为这是浪费人
才。然而，4年过去了，3月 31日，该企业创始人
陈生在分享就业观念时透露，招来的大学生有四
成更愿意去承包肉档而放弃进入公司做管理。

【“麦当劳数量”成对外开放考量标准 称经过
论证】《中国区域对外开放指数研究报告》中一些
三级指标的设置非常有意思，比如在“社会开放
度”中的“文化交融”下，就列出了如“每万人肯德
基麦当劳 24 小时营业门店数”、“每万人涉外及
港澳台居民登记结婚的比例”等标准。

【高敬友编辑整理】

一线

2012年 2月 17日，唯冠在北京举行媒体说明会。杨荣山
在会上表示，苹果公司在购买 IPAD 商标权的过程中存在欺
诈行为，因此唯冠欲在美国起诉苹果，预计索赔至少要 20亿
美元。

按美律苹果购买 IPAD 的过程存欺诈
问：关于这个欺诈行为，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律师的观点，

就是认为在购买这个商标的过程中，通过第三方来购买是一
个比较正常的商业行为。您怎么看？

杨荣山：这个就是中国的法律跟美国的法律是有截然的
不同的。美国的法律规定，你要向人家购买商标，你要告诉人
家真正的身份，真正的目的。所以苹果这样的一个做法，事实
上从某些角度，有点像是借刀杀人一样。IP公司的所有行为，
苹果是要负责的。而苹果也在香港高等法院的诉讼证词中，承
认是苹果公司在主使、主导整个事情，所以以美国的法律来
讲，它就是一个欺诈的行为。当然以中国人，在亚洲很多国家
会认为，这是一个正常的生意手段。但是在美国的法律，这是
绝对不许可的，它是违法的。

问：之前杨总您也说到会在美国起诉苹果公司。请问现在
起诉和进展到了什么程度？

杨荣山：台北唯冠公司，经过美国律师对材料的研究，认
定苹果这样的行为在美国公司来说，它是触犯了美国的法律。
在美国就是说你的代理人，你授意的代理人去做的行为 ，就
是委托人是需要承受同样的责任的。所以从许多的证据很明
白的可以看出，苹果公司有欺诈以及不公平交易的行为。于是
我们在 2月 17日，台北公司委托美国律师，在加州法院提起
对苹果公司欺诈以及不公平交易的诉讼。

问：已经到了哪个阶段？
杨荣山：现在正在法院的审理过程中。

袁辉与麦世宏不能代表唯冠深圳

据苹果举证，在购买 IPAD商标的谈判过程中，曾与唯冠
的两名员工接触密切。其中一位叫袁辉，根据来往邮件显示他
是唯冠深圳的员工。另一位叫麦世宏，是他与英国 IP公司签
署的转让协议，协议中包含了 IPAD在中国内地的商标权。

问：在与 IP公司谈判的过程中，有两个人是比较关键的，
一个是袁辉，另外一个是麦世宏。请问他们两个人在唯冠公司
的具体的身份是什么？

杨荣山：袁辉是唯冠深圳的专利工程师，事实上袁辉上面
还有一个主管左律师。而麦律师他是台北唯冠的法务处处长，
外派在深圳工作。袁辉事实上没有被授权谈判，而他也事实上
只是帮麦世宏收发邮件，也谈不上买卖之间的谈判。麦世宏是
接受了台北公司的授权，去跟 IP公司谈判，而这个授权是台
北公司授权，不是我个人的授权。在从所有的邮件往来当中，
我们都可以看出这个邮件从来没有抄送给我本人，或者是唯
冠深圳的任何管理层。而商标这个项目，在中国（内地）如果要
出售，根据唯冠深圳的章程，它还要经过董事会的。所以这些
的种种，可以证明唯冠深圳事实上对 IPAD商标是没有涉入、
也不知情的。我们所有的唯冠深圳，应该整个管理层或者董事
会，才能去代表唯冠深圳，而不是说我杨荣山就代表了唯冠深
圳。

问：关于麦世宏他有一份您签字的授权书，这个具体是怎
么回事？

杨荣山：授权书不是我签字的，授权书是台北公司发给他
的，授权的。上面盖的唯冠台北公司的大章及小章，大章就是
我们讲的公司章，小章就是我的个人章。在台湾我们这个叫大
小章加在一起，才是完整的代表一个公司的行为。它并不是代
表公司授权以及我杨荣山个人授权。它是代表一个完整的唯
冠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一个授权。

问：当时您知道这个情况吗？
杨荣山：我知道。
问：苹果那边一直在强调这个当时是您授权的。
杨荣山：这只是他们对台湾的法律不了解。我们已经请台

北的专业律师，法学界的专家，出具了一个律师的意见，来说
明它是代表公司或者是代表个人。

唯冠深圳资不抵债面临破产

据公开资料，唯冠深圳已处于资不抵债的状态，尚有 38
亿元的贷款逾期未偿还，其银行债权人为中国银行、民生银
行、国开行等八家银行。目前，八家债权银行已经组成了债委
会开展联合行动，并委托北京和君创业咨询管理有限公司作
为唯冠债务和资产处理的代理人。

问：我们看到了一个最新的消息，说八家银行发表了联合
声明，说 IPAD这个商标其实不属于唯冠所有，是银行的共有
财产。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杨荣山：其实这是不实的报道。我要跟各位说，唯冠有很
多的债权人，包括八家银行，他们都支持唯冠去维权、维护 I原
PAD商标的权益。但是银行以及所有债权人，从来没有给我们
压力或者给我们指示，说该怎么做，价钱应该在多少。我相信
这些银行都是非常理性的。我事实上也非常感谢唯冠的所有
这些债权人对我们的信赖、支持，也因此我们会尽我们最大的
努力去替他们争取他们的权益。

唯冠今天虽然经营不好，但是我们毕竟还是一个正常的
公司。所谓正常就是，还没有进入破产清算的程序。有什么依
据说，这个商标属于八家银行呢？我认为八家银行应该不至于
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网易《财经会客厅》供稿）

打开 IPAD问号（中）
唯冠董事长杨荣山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4 月 8
日宣布，该公司著名新闻节目主持人
迈克·华莱士已于前一天晚间在平静
中去世，享年 93岁。

在华莱士的面前，最强势的人
也要接受他的“攻击”，最著名的人
也要面对他的“质疑”。其辛辣、强

硬的主持风格和近乎于“审讯”的
采访方式已成为全球新闻界的传
奇。

华莱士的退休被认为“美国新闻
界一个时代的结束”。

他的离世呢？
“我的墓 志铭？我希望 这样

写———他粗鲁，但是公正———就这一
句，我不需要别的。”华莱士曾说。

同邓小平畅叙政事 与江泽民谈笑风生

华莱士：传奇未逝

《60 分钟》节目曾经有个广告，
广告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哪四个
单 词 会 让 骗 子 和 流 氓 从 心 里 害
怕”？答案是：“迈克·华莱士在此！”
（Mike Wallace is here）。

尼克松竞选总统时，曾邀请华
莱士出任竞选新闻官，但华莱士拒
绝了，因为“尼克松睿智勤奋，我对
他心怀敬意，但给坏新闻加一张笑
脸不是我喜欢做的事”。

对于华莱士，美国舆论界对他
褒贬不一，喜欢他的人说他是正义
的化身，完全履行了“正直、顽强、
公正”的新闻承诺；反对派则送他
一顶“胆大妄为”的帽子，弦外之音
是，他是一个“少有的麻烦制造
者”。

镜头前的华莱士总是锋芒毕
露，然而在其背后，却是一个曾长
年饱受病痛困扰的抑郁症患者。华

莱士曾承认“从来不是一个拥有强
大能量的人”。然而，华莱士通过其
辛辣、强硬、果敢的新闻采访，让其
他人感受了他的强大能量。

如今的《60 分钟》节目，尽管从
不缺少美国最一流的主持人和记
者，但人们依旧会怀念那个总爱向
名人抛出凶狠问题的华莱士。

如果时光回溯到 20 世纪 30 年
代的美国，那时，一个新的行业———

广播电视业正悄然兴起。当年轻的
华莱士第一次走进大学电台时的那
一刻，就决定了未来的命运，他选择
了电台播音员作为第一份职业。
“妈妈，它比议员更棒，因为整

个美国都在聆听我的声音，而议员
却做不到。”当面对母亲的质疑时，
华莱士这样说道。

在此后超越半个世纪的时间
里，华莱士的声音响彻美国。

2006年 8月 13日，两个月前宣布
退休的迈克·华莱士与艾哈迈迪·内贾
德的一次交锋在电视观众面前真实呈
现。

当白发苍苍的华莱士尖锐犀利地
提出“对美国的仇恨”、“把以色列从世
界地图上抹去”、“纳粹大屠杀不存在”
等问题，对面那位强硬派的伊朗总统显
得“招架不住”，最后以叫停强行结束了

采访。
电视画面里，88岁的华莱士依然

是那个言语犀利的资深电视记者、王牌
节目主持人，全然没有退休后的老态与
平和，此时，观众才知道，他从未离开。

但显然，在新闻界，华莱士已经“待
了太久”。

在美国，迈克·华莱士的名字家喻
户晓。在超过半个世纪的广播电视生涯

中，他参与创办和主持了“迈克·华莱士
访谈”、“深夜追击”、“60分钟时事杂志”
等一系列震撼美国和世界的新闻栏目。
《60分钟》因为华莱士而改变了电视新
闻业的走向，堪称世界新闻界楷模。

80多岁高龄后，华莱士仍然活跃
在采访报道的第一线，直至 2006年，他
才因健康问题不再“全职”参与《60分
钟》的工作。

华莱士采访过除了乔治·W·布什
之外的上半个世纪历任的美国总统，当
然，也包括如埃莉诺·罗斯福和南希·里
根等的第一夫人们。从文化艺术界名流
到社会革命家，从黑社会分子到臭名昭
著的诈骗犯，华莱士犀利的采访话筒一
个都不会放过。
“无惧、无耻，但极棒！”———这是人

们对华莱士的评价。

邓小平：“我抽烟可以吧？”
华莱士：“当然可以，我也抽一根

可以吗？”
这是发生在 1986 年 9 月 2 日的

一幕，地点：中南海。
那一天，68岁的华莱士采访了 82

岁的邓小平。这是邓小平首度也是唯
一一次正面接受电视记者的专访———
并且还是个美国记者。

1986年的中国和中国领导人，在
西方世界的眼中还显得很神秘。采访
中，邓小平回答了华莱士提出的有关
中国经济改革、中国的统一、中美关
系、中苏关系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都是
全世界各国政治家“竖起耳朵想了解”
的重要信息，都被华莱士“手到擒来”。

几天后，当邓小平出现在美国电
视屏幕上时，世界为之震惊，继而在全
球掀起了一股“邓小平热”。18年后，
这场“邓小平热”的“始作俑者”华莱士
披露专访细节时，也透露了他内心对
邓小平的印象：“他是一位伟人”。

正是在那次专访中，邓小平给出
了中国改革“决不回头”的论断。7年
之后，邓小平的这次谈话以《答美国记
者迈克·华莱士问》为题，被收入了《邓

小平文选》第三卷。
相似的场面在 2000年再度发生。

这一次，地点换作了北戴河———这一
中国官方色彩浓郁的度假胜地。

2000年 8月 15日，华莱士见到
了中国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

在那个盛夏的下午，82岁的华莱
士与 74岁的江泽民谈笑风生。

这并非是两人的初次见面，早在
1986年，时任上海市长的江泽民就与
华莱士初识。14年之后，江泽民用英
语“时光飞逝”来为这次见面开场。

华莱士的采访绝非“和风细雨”，
甚至是“咄咄逼人”。当这位尖锐辛辣
的老牌记者将“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
盟使馆”等诸多敏感问题抛向江泽民
时，这场专访变得时而严肃，时而幽
默，时而针锋相对，时而升温平和。

几年之后，江泽民回忆那次与华
莱士的会面时，称之为“谈笑风生”。

正是在那次采访中，江泽民呼吁
中美之间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
系”，并使用了气象学上的一个比喻来
描述中美关系的起起落落：“当然，这
里面也有风风雨雨，有时多云，有时甚
至乌云密布，有时也会多云转晴。”

与两代中国领导人的交集

CFP供图

他从未离开

“迈克·华莱士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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