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统计显示上海结婚率逐年下降 初婚年龄明显推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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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七夕，结婚登记高峰“缺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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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人数正逐年下降

上午，记者来到徐汇区婚姻
登记中心，原以为会坐满成双成
对新人的登记大厅却稍显冷清，
新人基本都不用排队可以直接

登记。
郑小姐和华先生今天特意

请了年假过来登记。 郑小姐说：
“来了一看，人比想象中少多了，
我们还提前好多天预约的 。”为
什么会选在七夕这天来登记结

婚，郑小姐表示 ，自己和先生都
比较 “佛系”， 记不住太多纪念
日，也不要为难对方 ，索性少一
个纪念日是一个。

今年七夕的“遇冷”并没有出
乎婚登处工作人员的预想。据悉，
昨日全市共计办理结婚登记 731
对，去年“七夕”全市办理结婚登
记则有 1187对。 工作人员表示，
往年的七夕也不是婚姻登记的

大热门， 年轻人更喜欢在“520”、
“双十一”、“214 西方情人节”这
样年轻的节日来领证。“况且今天
还是个工作日，来的人比一般周
六还少一些。”工作人员说，“不过
婚姻登记人数确实一年比一年在

减少，这本来就是一个趋势。”
根据统计局和民政部的数

据，2018年中国结婚率只有 7.2‰，
创下 2013 年以来的新低 。2010
年到 2013 年结婚率处于上升的
状态，2013 年则是拐点， 迄今仍
未出现上升的情况。

2013年全国结婚率为 9.9‰，
2014 年降低为 9.6‰，2015 年为
9‰，2016 年降到 8.3‰，2017 年
再降到 7.7‰，2018 年仍继续下
降。2018 年末， 上海结婚率为
4 .4‰ ，为全国最低 。

过半未婚者不急于结婚

除了结婚率逐年下降，在上
海，户籍人口平均初婚年龄逐年
推迟。从 2010 到 2018，男性平均
初 婚 年 龄 从 28.83 岁 推 迟 到
30.65 岁 ，推迟了 1.82 岁 ；女性
平均初婚年龄从 26.51 岁推迟
到 28.81 岁 ，推迟了 2.3 岁 ，女
性青年人口结婚率高于男性 。

昨日发布的沪上青年婚恋报

告显示，在而立之年步入婚姻的
殿堂，是沪上青年普遍的状况。在
他们眼里，三十岁左右是结婚的
黄金时期。设想自己在 30岁结婚
的人最多， 占 22.52%； 其次 28
岁，占 21.5%。“需要陪伴”和“年
纪到了”是青年选择结婚的主要
原因。“想有个人陪伴自己”和“到
了这个年纪就应该结婚”分别占
75.5%和 41.41%， 情感需求仍然
是考虑结婚的主要因素。

“看着身边的朋友接二连三
的都结婚了,开始有点不知所措。
仿佛别人都开始交卷了, 而我还
没开始答题, 我承认我慌了。”社
交网络上的“热评 ”折射出来自
周围已婚者的隐形压力。这种压
力占结婚原因的 24.03%。 此外，
60%以上的未婚男女受到家中父
母的催婚，而因为“传宗接代”压
力选择结婚的只占 11.24%。

半数以上未婚者对成家立

业尚处在犹豫阶段。在本次调查
的 4902 名未婚者中，只有 9.21%
的受访者明确表示不想结婚，但
是有 50.31%人表示暂时不想结
婚 ， 其中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和

经济原因在所有阻碍要素中占

19.5%和 15.8%， 主客观交织成
为年轻人犹豫不决，迟迟不愿走
进婚姻的主要原因。

六成单身男女渴望恋爱

相比婚姻，年轻人更渴望收
获自由的恋爱。近日 ，有这样一
个段子：“唯一对我说 ‘别走好
吗’ 的人……是我的体育老师，
他说 ‘别走好吗 ，跑起来 ，快快
快 ！’”这种心酸搞笑的 “单身狗
日常”，在网上总能收获一串“太
真实了”、“说的就是我” 等类似
的评价。

对 “单身狗 ”的调侃背后 ，
是一颗颗渴望爱情 ， 渴望认同
的心。在婚恋观上 ，男女青年主
客观均期待找对象 。在调查中 ，
自己主观想找对象的未婚男女

占 66.63%； 父母亲戚催婚的占
62.33%。不管是自己还是周围的
亲人都是希望未婚青年能够找

到另一半。
从主观意愿出发，男性未婚

青年比女性未婚青年更积极 ，

男性未婚青年想找恋人的占

70.67%， 女性未婚青年想找恋
人的占 63.21%。

那么在择偶时，上海青年最
在乎什么呢？未婚青年择偶条件
的选择中排名前三的是长相、性
格脾气和情投意合，其余焦点集
中于对方个人的品质，21.76%的
青年把性格脾气作为择偶的首

要因素 ， 对于传统意义上的收
入、年龄、学历等并不是特别在
意， 同时对于对方的家庭门地、
条件也没有太多的关注。

在找对象上， 未婚青年更愿
意亲力亲为， 自己认识的占 83.
36%； 自己的亲戚和好友相比，更
愿意请好友帮忙介绍， 朋友介绍
的占75.24%，亲戚介绍的占 45.46%；
通过网上结识的最低占 16.67%。

近年来， 一些大型的组织活
动也成为青年脱单的重要方式。
当问到期待通过怎样的方式寻找

另一半， 受访未婚青年的首选是
参加公益交友活动，占37.37%，其
次是单位联谊活动， 占 33.25%；
最后才是商业性的婚介组织的

相亲活动，占 11.99%。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罗菁）
全长约 600 米的甜爱路被誉为上
海“最浪漫”的道路，传说牵手走
过这条小路的情侣可以收获永恒

美满的爱情。 昨天是“七夕”节，三
块写有世界各国“我爱你”文字等
元素的爱情墙在甜爱路落成 ，吸
引了许多情侣来此 “打卡 ”，这是
该区四川北路街道将甜爱路打造

成“甜蜜”路的最新举措之一。
甜爱路原名公园靶子场路 ，

与“千爱里”相通，又名千爱里路，
后因谐音改称“甜爱路”。 甜爱路
经过虹口区相关部门和四川北路

街道多年的打造， 道路两旁的水
杉树高大挺拔，整条道路整洁、幽
静、悠长。 在这里的墙上，有 28 首
中外著名的爱情诗篇； 在幽静的
路上牵着爱人的手， 欣赏爱情诗
篇，看看树林里的爱情雕塑，享受
这份市区里少有的宁静，走累了，
可以到甜爱路的网红 “甜爱咖啡
馆”和新建的甜爱坊坐着聊聊天。
甜爱路口还设有一只特别的爱情

邮筒， 许多情侣会特地来这里给
彼此寄一封信 , 信里诉说浓情蜜
意 , 信封上会被盖上一枚英文
“LOVE”的邮戳。

“七夕 ”节被称为中国 “情人
节”。 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他们
更喜欢过有着深厚文化底蕴和根

基的自己 “情人节”。为此，虹口区
有关部门和四川北路街道根据年

轻人的喜爱和特点， 新设置了三
块爱情墙， 以便更符合年轻人对
现代爱情元素的需求。 记者了解
到，此次新设置的三块爱情墙，分
别为：写有 40 多个国家“我爱你”
文字的甜蜜墙、 男女情侣手按大
幅爱心图案亮灯的心之墙和给男

女情侣书写 “爱情蜜语” 的涂鸦
墙。 四川北路街道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 该街道专门在甜爱路上
放置了红笔， 为情侣们书写提供
方便。 同时，在溧阳路四川北路街
道办公地的门卫处也放有红笔 ，
供情侣取用。

据悉，虹口区还将为甜爱路增
添更多的爱情元素，计划设置爱情
博物馆（陈列室），集中展示各个
年代的结婚证、结婚照、嫁妆等。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郭娜
通讯员 高远） 因涉虚假陈述被
处罚，被近千名股民起诉索赔约
1.69 亿元，上市企业方正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卷入与股民之

间的纠纷诉讼。 昨天下午，上海
高院做出二审判决，驳回方正科
技的上诉，维持原判。 这起受到
金融界高度关注的全国首例证

券纠纷示范判决案终于尘埃落

定。
自 2004 年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间， 方正科技及子公司与
各经销商之间发生关联交易金

额多笔， 数额从 6 亿元至 53 亿
元不等，但方正科技在各期年报
及 2015 年半年报中均未披露上
述事项。

武汉国兴于 2010 年至 2014
年成为方正科技的股东，与方正
集团互为一致行动人， 遗憾的
是，方正集团、武汉国兴均未将
二者构成一致行动人的事实告

知方正科技 ， 导致方正科技
2010 年至 2013 年年报披露存在
重大遗漏。

2015 年 11 月 20 日，方正科
技对外发布公告，表示因公司涉
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中国证监
会决定对其立案调查，此公告引
起股民高度关注。

2017 年 5 月 5 日，证监会发
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对方正集
团、方正科技、武汉国兴责令改
正，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60 万
元罚款。

上海金融法院统计 ， 该院
目前共受理近千名投资者对

方正科技提起的证券虚假陈

述诉讼 ， 索赔总额约 1.69 亿
元 。

今年 5 月，一审判决认定方
正科技存在证券虚假陈述行为，
需承担民事责任，四名投资者的
部分索赔请求得到法院支持，其
中， 最多的一名投资者可获赔
18 万余元。 方正科技不服判决，
遂提出上诉。

上海高院认为，方正科技因
重大关联交易未披露的行为，构
成证券虚假陈述侵权，应对受侵
权的投资者承担相应民事赔偿

责任，故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
判。

本报讯 （劳动报首席记者 包
璐影）早高峰时段，施工车竟然违
规占路施工， 导致济阳路出现拥
堵，市民上下班受到影响。 记者昨
天从交警总队了解到， 针对这一
情况， 已对施工单位负责人予以
行政拘留 5 天的处罚。

8月 6日早晨， 卢浦大桥浦东
往浦西方向主桥面进行施工，占据
了大桥东侧二根车道 （共三条车
道），在引桥处形成一个“瓶颈式”
拥堵节点，对道路交通产生了较大
影响，后方的车辆排队一度超过了
中环，沿线的济阳路、中环内圈沪
太路附近都出现了红色拥堵。

交警总队高架支队民警发现

该违规占路施工 （原报备施工时
间到当日早晨 5 时结束）情况后，
多次督促施工方抓紧结束施工 ，
现场负责人王某表示， 现场无法

停止施工。 后施工持续到 8 时，造
成卢浦大桥到外环线沿线长时间

大面积拥堵，直至 8 时 45 分恢复
正常， 对该时段途径该路段上班
的开车一族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随后民警对王某进行口头传

唤并开展进一步调查。 经交警总
队机动支队核查， 该项目由苏州
俊昆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具体实

施， 报备施工时间到 8 月 6 日早
晨 5 时结束。 王某作为施工现场
负责人， 在凌晨 3 时就发现施工
进度完不成， 但施工预案准备不
足，其既未向上级部门反映情况，
也未采取有效补救措施， 擅自超
时违规施工。

王某的行为已严重扰乱公共

场所秩序。 目前，机动支队已依法
对其作出行政拘留 5 日，罚款 500
元的处罚。

全国首例证券纠纷示范判决案件尘埃落定

方正科技上诉被驳回
违规占路施工致早高峰拥堵

施工单位负责人被行政拘留

昨 日是七夕节，往年这个日子都会迎来一波婚姻登记的小高峰，然而记者来到徐汇婚姻登记

中心，登记大厅却没有往年的“热闹”。值得一提的是，一份沪上青年婚恋报告也在当天出

炉，该报告基于上海市民政部门、人口办等提供的相关数据资料，以及近期对单身青年发放并回收

的4902份有效问卷，就上海青年人口婚恋状况发展趋势进行分析。

甜爱路
变身“甜蜜路”
未来还要建爱情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