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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教堂都装了刷卡机

瑞典打算跟钞票说拜拜

如果没有现金交易，人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每天揣着一张

信用卡或银行卡出门心里踏实吗？据美联社 19日报道，北欧国家瑞

典正在走向“无钞化”时代，也许钞票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成为历史。

欧洲纸币的鼻祖 率先抛弃纸币

瑞典是欧洲第一个使用纸币的国家，1661 年，欧洲第一张纸币

在瑞典诞生。如今，这个高科技十分发达的国家，开始逐步抛弃这个

“传统”。 美联社说，在瑞典大部分城市里，公交车不接受现金，车票

必须预先支付或通过手机短信购买；在商店里，买东西也只能通过

刷卡消费；银行不提供现金服务，转账、收费都只能通过电子终端系

统；甚至在教堂里，也有电子刷卡机，方便接受捐赠。

据国际清算银行统计，在瑞典，纸币和硬币等现金交易仅占全

部交易的 3%，而在欧元区以及美国，这一比重分别为 9%和 7%。

大伙感到更安全了

不过，3%的现金交易比例对 66岁的奥尔瓦斯来说， 也太高了。

在儿子因携带现金被抢了三次后，他开始更多使用电子付账，尽量

不带现金。

据瑞典银行家协会统计，现金交易的萎缩大大降低了当地的犯

罪率。 2008年，瑞典全国银行抢劫案数量为 110起，到 2011 年下降

到 16起，这是近三十年以来的最低纪录。

奥地利开普勒大学经济学家弗里德还指出，电子交易以及数字

追踪技术还能够有效地减少贪污案件。 弗里德说，意大利或者希腊

比瑞典更容易出现贪污受贿的事件，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意大利和希

腊的很多交易是依靠现金进行。

为了降低贪污受贿率，去年 12 月，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颁布

法令，现金交易最高额度从原先的 2500欧元下调到 1000欧元。

钞票会消失吗？

不过，抢劫案是减少了，但网络犯罪增多了。 美联社说，数字金

融经济的缺点之一是容易导致网络犯罪。根据瑞典国家犯罪预防委

员会的数据， 包括逃税在内的网络诈骗在 2000 年到 2011 年间从

3304起激增到了 2万起。

瑞典第一个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建立者奥斯卡认为，数字经济

中的交易电子追踪涉及到隐私保护的问题。 他支持淘汰现金，但认

为应当引入一些其他的匿名支付方式。

美联社说，瑞典和一些北欧国家之所以能走在“无钞化”时代的

最前沿，主要是对技术和创新的重视。

一些互联网创业公司正在加紧开发智能手机的银行服务以及

支付功能。 其中 iZettel 公司已经为小型交易者开发了一款新型装

置，它可以插在 iPhone 的底面，将其变成一个信用卡终端。 瑞典最

大的银行也有望在今年年末提供一种联合服务，使顾客可以用手机

实现实时转账。

然而，许多专家认为现金并不会消失，但由于支付手段多样化，

现金在经济中所占比重将会不断下降。 （据《都市快报》）

散热差

新款iPad

成“烫手山芋”

据新华社旧金山 3 月 20 日电（记

者 李宓）进行产品测评和排名的美国

著名杂志《消费者报告》20 日发布检测

报告称， 苹果公司新一代 iPad 确实存

在机身运行过热问题，机身局部最高达

46.7摄氏度。

《消费者报告》 的工程师在室温

22.2 摄氏度的情况下， 连续 45 分钟在

新款 iPad 上运行游戏《无尽之刃Ⅱ》，

机器在连接电源、4G 网络没有开启的

情况下，其背部最高达到 46.7 摄氏度，

而 iPad2 在这种情况下的机身最高温

度为 40摄氏度。

《消费者报告》说，热成像相机检测

结果显示，最热的区域只是集中在 iPad

左下侧边缘，与 iPad2 机身最热区域一

样。 在整个检测过程中，工程师始终把

iPad拿在手中； 当温度达到最高时，手

觉得非常热，但短时间内没有让人感到

额外不适。

苹果公司当天早些时候在发给“万

物数字化”网站的声明中说：“新款 iPad

的视网膜显示屏、A5X 芯片、4G LTE

网络支持及 10 小时的电池运行时间，

全部符合公司散热规范。如果顾客有任

何问题，他们应联络 AppleCare 技术支

持部门。 ”

美国电池专家伊西多尔·布克曼在

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 新款 iPad

出现机身过热问题不足为奇。 与 iPad2

相比，这款产品配备容量更大的电池来

支持速度更快的芯片和高清屏幕，电池

大小基本没变，电池内阻会升高，导致

其散发出更多热量。 举例来说，在过去

10 年中， 业界开始把便携型计算机称

作“笔记本电脑”，而不是最初的“膝上

型电脑”，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随着设备

性能不断增强，机器本身散热量越来越

大，消费者已不能再舒服地把电脑放在

腿上了。

新款 iPad 自 16 日上市以来，颇有

一些消费者反映苹果新一代平板电脑

在执行下载或游戏等处理器工作量较

大的任务时，机身比 iPad2 要热。 甚至

有消费者称，其新款 iPad 会跳出“你的

iPad需要凉快一下”的信息然后就自动

关机。

模拟对伊朗开战

美国人吓了一跳

假如对伊朗动手

第一批炮灰是数百美大兵

紧接着是更大规模的战争

据美国《纽约时报》3 月 20 日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目前正

秘密模拟演习，评估以色列打击伊朗核设施的潜在后果。美国官

员说，模拟结果显示，一旦两国交战，结局将非常“可怕”，美国很

可能被拖入致命战事，更大范围的地区性战争也将由此爆发。

演习代号“自检”，持续两周，于本月初结束。

这场战争推演的模拟情形是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核设施

后， 伊朗认定美国是以色列同伙， 导弹袭击美军在波斯湾的舰

只，致死 200名美军士兵，美国随即展开报复，卷入战争。这场模

拟意在评估“一个紧迫的、潜在的、真实世界的情形”，主要测试

战事发生后美军各方内部沟通与协调的能力。

美军推算，以军空袭可能推迟伊朗核计划大约一年，美军后

续打击最多再推迟两年。 美方先前估测，美军动用远程轰炸机、

空中加油机和精确制导武器，能严重破坏伊朗核设施。 不过，前

提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决意对伊朗采取全面开战。

美方官员解释，评估结果不是冲突爆发的唯一可能后果，却让

美国政策制定者们不安， 尤其是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詹姆斯·马蒂

斯。马蒂斯告诉一些副手，如果以色列“先发制人”对伊朗动武，很可

能对美国及整个中东地区带来严峻后果，美军部署在当地的军事力

量将严重受挫。

一些美国和以色列军事分析师推测， 伊朗不愿与美军正面交

锋，一旦核设施遭以色列袭击，伊朗可能会谨慎回应，不会直接攻击

美军舰船和基地，避免让美国抓住开战把柄。

伊朗可能采取“代理人”策略，在其他国家主要城市发动爆炸袭

击，或者向阿富汗武装组织提供武器，袭击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

织驻军。

这些分析师警告说，不可能得知伊朗高层领导人的想法，演习

再周密，也难以准确预测伊朗领导人在冲突最激烈时将作何回应。

近期随着伊朗核问题愈演愈烈， 以色列有意在一年内绕过美

国，对伊朗动武。 但白宫一直不为所动，坚称现在攻打伊朗得不偿

失，目前仍有通过外交方式解决伊朗核问题的余地。

中央司令部是美军 10个作战司令部之一， 总部位于佛罗里达

州坦帕市麦克迪尔空军基地，战区涵盖范围包括中东和西亚。

“自检”是中央司令部最重要演习之一，大约每年举行两次，评

估各类事态下总部与驻军之间的通信和协调。

全球安全研究所网站介绍说，多年来，“自检”演习用于防范中

东地区可能爆发的战事。 上世纪“冷战”期间，演习假想苏联军队夺

取伊朗油田， 中央司令部请求国防部派遣近 6 个陆军师与苏军对

抗。 2002 年 12 月，时任司令汤米·弗兰克斯借助演习，检验部队备

战状态，为出兵伊拉克作准备。 （综合）

无法阻止伊朗核计划

后果可怕 难以预测

每年举行模拟演习

中国艺术家法国上演“悬空”艺术

当地时间 3 月 2 0 日，法国巴黎，中国艺术家李伟上演“悬空”艺

术。 （据网易）

一架 F/ A－1 8 Ｅ“超级大黄蜂”战机从航行在阿拉伯海水域的

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 （资料图）

疑似法连环枪击案

嫌犯被警方包围

自称是基地组织成员

据法国媒体 3 月 21 日报道， 有知

情人士称，负责调查连环枪击案的法国

警方特别行动小组于当地时间 3 月 21

日对该国南部城市图卢兹的一处住宅

发动了突袭，里面躲藏着一名自称是基

地组织成员的男子，极有可能是近来 3

起枪击事件的主谋。

这名嫌犯据信名叫穆罕默德 - 默

拉，是一名阿尔及利亚裔法国人，今年

24 岁， 曾去过基地组织藏身的巴基斯

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一名法国国土安

全情报部门的知情人说，最先两起枪击

事件发生后，该嫌犯连同其他几人就被

警方盯上，后来警方找到了非常重要的

证据，遂开展此次抓捕行动。

另有消息称， 法国内政部长克洛

德·盖昂 3月 21 日称，嫌犯的母亲和兄

弟已遭警方拘捕。

法国警方也透露，除嫌犯的母亲和

兄弟之外，其兄弟的女友也一并遭到逮

捕。

近来连续发生的 3 起枪击事件震

惊了法国内外，3 名士兵、3 名犹太学校

儿童和一名犹太拉比共 7 人不幸遭枪

击身亡，另有多人受伤。现有证据显示，

这 3起事件同源。

截至记者发稿时，被包围在图卢兹

一所住宅内的嫌犯正与警方谈判，围捕

行动还在进行中。

（综合中国日报网、环球网等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