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式通知日企
“萨哈林2号”项目换运营商
日本媒体 17日披露，一些

日本企业已经收到俄罗斯方面
有关更换“萨哈林 2号”油气项
目运营商的正式通知。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接
到俄方正式通知的企业包括购
买“萨哈林 2号”项目天然气的
九州电力公司和西部瓦斯株式

会社。九州电力公司称“收到有
关运营活动移交新运营商的通
知”；西部瓦斯株式会社也确认收
到相关通知，称公司正在研究细
节。两家日企拒绝就更换运营商
后的天然气价格和供应置评。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
京 6月 30日签署法令，设立新公
司运营“萨哈林2号”，项目原有外
方股东需在一个月内申请在新公
司中保留股份，由俄政府决定是
否批准。俄方表示，这一举措旨

在保护俄国家利益免受美国等西
方国家“不友好行为”的损害。俄
罗斯2月下旬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
事行动后，日本追随美欧等国对俄
罗斯施加制裁，被俄列为“不友好
国家”。“萨哈林2号”项目位于俄罗
斯远东萨哈林岛大陆架，涉及的石
油储量约为1亿吨，天然气储量为
4000多亿立方米。日本大约9%的
液化天然气从俄罗斯进口，几乎全
部来自“萨哈林2号”项目，日本三
井物产公司和三菱商事公司分别持
有项目12.5%和10%的股份，日方
多次表示希望继续参与这一项目。

俄政府本月初下令成立“萨
哈林2号”项目新运营商。时任日
本经济产业大臣萩生田光一本月
5日说，已经敦促三井物产与三菱
商事积极探讨向“萨哈林 2号”新
运营商投资。 （安晓萌）

逾七成13岁以上民众认为
智能手机是日常必备

韩国信息通信政策研究院
16日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韩国
13岁以上民众中，逾七成认为智
能手机是日常生活必备媒介。

这家研究机构分析对6834
名 13 岁以上韩国人关于智能
手机的调查，得出上述结论。
调查内容涉及智能手机使用习

惯、是否能替代电视等。
据韩国《亚洲日报》报道，

70.3%调查对象认为智能手机是
日常生活必备媒介，较 2016年同
类调查增加14.8个百分点；27.1%
调查对象认为电视是必备媒介，
较 2016 年减少 11.5 个百分点。
另外，除 70 岁及以上人群，其他
年龄段的韩国手机用户普遍认为
智能手机对于沟通、娱乐或获取
信息等的重要性增加。

调查还显示，40岁以下韩国
智能手机用户将其视为电视的替
代品。据韩联社报道，20岁以下
人群选择电视的比例仅 0.1%，20
至 29岁和 30至 39岁人群选择电
视的比例均低于 10%。与此同
时，20岁以下人群选择智能手机
的比例高达96.9%，20至29岁、30
至 39岁、40至 49岁和 50至 59岁
人群选择智能手机的比例分别为
92.2%、85.1%、84.3%和 70.4%。
但对 60岁及以上人群而言，智能
手机和电视则是互补关系。

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底，
韩 国 智 能 手 机 普 及 率 达 到
93.4%。2021年9月，韩国消费者
日均使用智能手机和移动设备
浏览约 1 万 TB（太字节）的视频
内容。 （乔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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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成年人再打加强针
英国疫苗接种与免疫联合委

员会 15日建议，自今年 9月开始
向所有成年人提供新冠疫苗加强
针。这将是英国不少成年人接种
的第四剂新冠疫苗。

据路透社报道，英国卫生安
全局一名发言人估计，约 2600万
英国人已经接种过至少两剂新冠
疫苗，符合接种加强针条件。英
国去年 9月开始实施首轮新冠疫
苗加强针接种工作。

新一轮加强针接种将优先注

射刚获英国药品与保健品管理
局有条件批准使用的莫德纳二
价疫苗。按疫苗生产商的说
法，该疫苗对新冠病毒原始毒
株以及奥密克戎BA.1变异毒株
均有免疫作用。不过，据《泰晤
士报》报道，英国政府多名科学
顾问认为，莫德纳二价疫苗对
奥密克戎毒株的免疫效力只“略
优于”一代疫苗。他们敦促公众
积极接种疫苗，“有哪种疫苗就接
种哪种”。 （袁原）

逃票罚款“涨价”
公交企业遭质疑

多家丹麦公共交通系统运营
企业决定提高逃票罚款金额，以
期助力打击逃票行为。乘客无法
出示有效票证即被视为逃票。不
过，这一举措遭到丹麦消费者权
益组织质疑，认为涨幅过大。

欧洲“本地”新闻网站 16 日
以丹麦广播公司为消息源报道，
丹麦西兰岛的公交车和当地轨
道交通承运商之一Movia计划自
10 月 1 日起，将逃票罚款从 750
丹麦克朗（约合696元人民币）提
升至 1000 丹麦克朗（928 元人民
币），涨幅达三分之一。当地另
一家公交企业Arriva已经提高罚
款金额。

日德兰半岛的公交企业Midttrafik

和北日德兰运输公司以及总部
设在菲英岛的公交公司Fynbus
均将从9月1日起执行与Movia
一样的罚款标准。

丹麦一家消费者权益组织
对公交公司大幅提高罚款金额
的做法感到惊讶。该组织工作
人员拉尔斯·温布拉兹说，750
丹麦克朗的罚款标准于 2011 年
制定，金额已经不低，新罚款涨幅
甚至超过了通货膨胀率。依照他
的说法，按 2011年以来物价上涨
水平计算，2011 年的 750 丹麦克
朗相当于现在的 860 丹麦克朗
（798元人民币）。

（乔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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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有线新闻网8月16日
报道，巴拿马北部的林顿湾码头
附近，正在建造一个“漂浮建筑
群”。这些名为“SeaPod”（海洋
舱）的漂浮型住宅，由荷兰建筑设
计师科恩·奥尔修斯设计，售价在

29.5 万美元至 150 万美元不等。
漂浮建筑由金属钢管支撑，漂浮
于水面 2.2米之上。这些建筑内
部有 73平方米的生活空间，适合
两人居住，其中包括一间卧室、一
间客厅、一间厨房和一个厕所。
到 2023年底，巴拿马海岸线上将
出现首批 100 个这样的“海洋
舱”。如计划顺利，建筑公司打算
建造1000个类似的“漂浮建筑”。

据《都市快报》

正在建造
“漂浮建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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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一项公民投票倡议的
组织者16日向相关部门提交超
过 10万人签名，旨在以公投方
式阻止瑞士政府采购美国F-35
战机。

“阻止F-35”公投倡议由瑞
士两个政党和一个团体发起。
10万人为举行公投所需人数门

槛。一旦人数获得相关部门确认，
瑞士政府就需要择日举行公投。

在瑞士，许多事项以公投形
式决定。2020 年 9 月，一项公投
以赞成者占微弱优势的结果，通
过了军方耗资 60亿瑞士法郎（约
合 63 亿美元）采购新战机的计
划。去年6月，瑞士政府决定购买
36架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

F-35A 型战机，同台竞争的法国
“阵风”、欧洲战斗机公司的“台
风”和美国制 F/A-18“超级大黄
蜂”战机出局。不过，瑞士议会两
个委员会对政府决定采购 F-35
启动调查，原因是该战机暴露出
一系列技术问题且价格昂贵。

组织者在声明中强调，“阻止
F-35”倡议“只针对”F-35，如果瑞
士政府改选其他战机，就撤回公
投计划。瑞士政府今年 5月表示
打算加速采购进程，因而采购可能
在公投前就成定局。公投倡议组
织者要求政府和议会“必须尽全力
使公投得以举行，并就瑞士历史上
最大军事装备合同紧急举行必要
的公共讨论”。 （惠晓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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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声持续
采购F-35计划再生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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