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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
逼婚”，都放什么大招
新加坡等政府想方设法牵线 日本要收“单身税”？八字没一撇
本月7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在韩国
首尔举办的一场经济论坛上说，中国、日本、韩国和泰国等亚洲重
要经济体的人口老龄结构使当地经济发展速度放缓， 她敦促相关
国家通过改变人口结构、增加女性劳动力等举措，刺激经济增长。
据了解，亚洲人口老龄化速度惊人。预计日本将成为亚洲首个
“
超高龄”国家，而到2030年，五分之一的韩国人将跨入65岁。
日前一则日本考虑征收“
单身税”的新闻也引发不少关注。据
记者了解，尽管开征“单身税”八字还没一撇，但实际上，日本早就
存在减免已婚人士税负的举措。除税收政策外，日本、韩国和新加
坡等亚洲国家也为“逼婚”，操碎了心。

政府当“月老”
在鼓励“脱单”方面，新加坡和
日本政府均想方设法为单身男女牵
线搭桥。上世纪80年代，新加坡就开
始出现“剩女现象”。1983年， 只有
38%的女性大学毕业生嫁给同等学
历的男性。为解决高学历女性的未婚
问题，时任总理李光耀推动设立了社
交发展署，并亲自指派新加坡国立大
学医学院医生范官娇来主持工作。
社交发展署于1984年1月成立，
通过组织各种形式活动， 为大学毕
业生创造联谊机会。1985年，新加坡
政府还成立社会发展服务部作为前
者的补充， 为更多非大学毕业的年
轻男女创造联谊机会。
日本各地政府也想尽办法撮合
单身人士结婚。 除民间各种婚姻中
介机构以外，2015年，日本政府首次
将“结婚支援”作为重点工作措施列
入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 将以往的
少子 化对 策重 点 从育 儿 援 助 转 向
“结婚支援”。 日本各地方政府也成
立“结婚支援中心”和“年轻人交流
信息网站”等平台。

生娃给重奖
近年来，韩国生育率不断下降。
面对严峻的人口危机， 韩国政府从
2006年起开始制定解决生育率低的
五年计划。
有韩国媒体统计，十多年来，韩
国政 府在 应 对人 口危 机 上 投 入 近
126万亿韩元 （约合7245亿元人民
币），将主要财政预算投在了保育教
育费、减少新婚夫妻住宅负担、削减
大学学费和改善育儿产假制度等方
面。然而，如此大规模的金额投入收
效并不明显。
由于韩国农村地区人口急剧减
少、劳动力严重不足，韩国各地政府
为鼓励民众生育展开奖励金大战，
不惜重金求子。
据了解， 韩国农村地区奖金最
高的是京畿道杨坪郡， 生二胎奖励
300万韩元（1.7万元人民币），三胎
500万韩元（2.9万元人民币），四胎
700万韩元 （4万元人民币）， 五胎
1000万韩元（5.8万元人民币），六胎
2000万韩元（11.5万元人民币）。
日本政府在鼓励育儿方面也出
台了生育补贴、 儿童补贴和低收入
家庭学生就学援助等政策， 但在国
家财政吃紧的情况下， 这些政策似
乎有些杯水车薪。为鼓励民众生育，
新加坡政府多年来采取了减税、发放
婴儿花红（奖金）、为儿童发展户头存
钱、医疗费用减免、延长女性有薪产
假并为父亲提供法定有薪陪产假等
多项措施。
■据新华社

日本举行“
口罩速配”相亲活动。（资料图片）

链接
战时征收“单身税”
第二次世界大战 时，泰
国 政 府 曾 颁 令 收 取 “单 身
税”。 为应付生产发展和战
争需要， 泰国政府当时规
定，25岁至45岁、 没有成 家
或生育的泰国男子，且年收
入在960泰铢（当时1美元约
合 20 泰 铢）以 上 的 ， 须 每 年
上 缴“单 身 税 ”5 泰 铢 。 这 条
战时出台的特殊法令在二
战结束后即被废除，而且法
令中也列举了一些可免除税
务的条件。
时过境迁，“单身税”在
四年前引发泰国民众热议。

泰国
2013年9月，一名泰国学者提
出再次开征“单身税” 的建
议， 却在泰国社会引发轩然
大波。 当时这名泰国兰实大
学经济专业的学者建议，通
过收取“单身税”来解决未来
泰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所带来
的劳动力紧缺问题。
尽管理由看似 充 分，但
征收“单身税”的提议遭到泰
国各界大力抨击， 认为它违
反了宪法规定的婚姻自由。
泰国总理府发言人随后澄清
说， 政府不会将收取“单身
税”的提议制定为政策。

“单身税”三年前被否
与日本类似，2014年，韩
国媒体也曾传出政府要征收
“单身税”的消息，同样引发
舆论哗然。 有人指责韩国政
府通过变相提高税率来给年
轻人增加负担， 这一风波最
后不了了之。
据记者了解， 目前韩国
政府并没有出台“单身税”的
意向。不过有统计显示，由于

韩国
韩国政府对有子女家庭有减
税和优惠政策， 单身人士实
际上是比有子女人士承担了
更多税金。
专家认为，征收“
单身税”
并不是减少单身的有效办法，
政府应在住房补贴、收入补贴
以及保险福利等方面加大投
入力度，通过减轻组建家庭的
成本，鼓励民众早日
“
脱单”。

收“单身税”？八字没一撇
日前， 一条日本考虑征
收“单身税”的新闻吸引了众
多眼球， 单身人士尤其对此
愤愤不平。然而，这与事实有
很大出入， 日本征收“单身
税”，八字还没一撇。
首先， 这条新闻的原始
出处是日本的 《北国新闻》，
这家地方报社总部位于日本
石川县，并非日本主流大报。
《北国新闻》的这则报道网上
可查询到的发布日 期 是8月
30日，标题为《河北市妈妈科

“单身税” 提案 与财务省预
算官员恳谈》。河北市是石川
县一个约3万人的小城镇。
按原报道说法，创设“单
身税”是8月29日，由7名30至
40岁育儿女性组成的“河北市
妈妈科”与日本财务省一名科
长级预算官员阿久泽孝会谈
时提出的。 特别要指出的是，
妈妈科并非政府部门科室。
从这 篇报 道可 看 出 ， 所
谓日本考虑征收“单身税”纯
属以讹传讹。

日本

留不留单一市场？
英国还是很分裂
英国议会下院定于11日
深夜就特雷莎·梅政府的“脱
欧法案”举行表决。对于政府
要脱离欧洲单一市场和关税
同盟的立场， 英国企业和劳
工界有不同意见。 欧盟官员
则早就表示， 关税同盟不是
英国“想进就进、说走就走”
的地方。
英国议会对“脱欧法案”
的辩论11日进入第二天，深
夜的投票将决定这个方案是
否继续在立法层面上进一步
推进。按照路透社的说法，这
个方案基本上是准备将欧盟
的法律“复制、粘贴”到英国
国内法中， 以确保刚刚“脱
欧” 后的英国企业和其他相
关机构不至于无所适从。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
究中心副教授陈琦分析，“脱
欧法案”在英国国内存在巨大
争议，但如果被否决，确实会
引发混乱和恐慌。 因为保持
“
脱欧” 前后法律的基本一致
性对英国经济和金融稳定非
常重要， 议案通过也将推动
“
脱欧”谈判进入下一阶段。
陈琦说， 现在最严重的
分歧点在于， 由于欧盟法律

法规过于庞杂， 可能导致英
国 政 府 启 动 “亨 利 八 世 条
款”，即不经过议会的完全审
议就制定法律法规。 这在原
则上是对英国代议制民主基
本原则的挑战。另外，考虑到
英国存在地方性立法机构，
如苏格兰议会， 会使接下来
的实际立法操作充满变数。
■据新华社

后果
“分手”的代价
还是要付
英国智库“政府研究
所 ”11 日 发 表 的 一 份 报 告
显示 ，若“脱 欧 ”后重 设 海
关报税机制， 将使贸易企
业每年增加至少40亿英镑
（约合52.8亿美元）的成本。
陈琦告诉社记者， 对英国
来说， 最好的结果当然是
“既享 受 优 惠 条 件 又 不 承
担义务”， 但这样的要求，
欧盟想必不会答应， 因为
不排除其他欧盟成员国会
效仿英国，发生连锁反应，
甚至导致欧盟解体。

美得州发生枪击致8死
美国得克萨斯州警方10
日证实， 位于该州北部的普
莱诺市当晚发生一起枪击事
件，造成8人死亡，其中包括
一名被警方打死的嫌疑人。
普莱诺市警方说， 位于
该市的一所住宅10日晚发生
枪击事件。警方到达现场时，
枪手正在屋内。警方称，可以
听到从屋内传出的枪声。警
方随后打死枪手， 并在房间

内发现其他7具成年人遗体。
同一天下午美国波士顿
麻省理工学院科技广场发生
枪击案， 一名枪手开枪射伤
两人。十几分钟后，警方再次
发布推特，称嫌疑人已落网，
现场缴获一件武器。
警方还说， 受伤者下肢
受伤，据信无生命危险，嫌疑
人是一名23岁男性， 将面临
起诉。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