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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籍员工总数三年来首次增
加，增幅高达2％，新增公民和永
久公民人数也稳健上升，使得我
国总人口年比增长1.2％，达570
万人。

相比起总人口去年0.5％和前
年0.1％的增幅，我国今年总人
口增长明显高出许多。不过，我
国过去五年（2014年至2019年）
的总人口平均增长率为0.8％，
与2009年至2014年的平均增长率
1.9％相比已放缓不少。
　　去年在本地出生的公民总
数 为 3 万 2 4 1 3 人 ， 比 前 年 略 增
0.2％；新公民增加2万2550人，

其中包括1576名在国外出生但父
母都是我国公民的婴儿。永久居
民则新增3万2710人。

结婚人数2013年以来最少 
更多国人在海外生活
　　截至今年6月，我国公民总数
为350万人，年比增长0.8%，永
久居民则有53万人，与去年相去
不远。非居民人口则为168万人，
其中工作准证持有者最多，接
近69万人，其次是家属准证持有
者，接近29万人。外籍帮佣则以
约25万人在非居民人口中排在第
三位。

　　总理公署政策策略署昨天
公布的《2019年人口简报》也指
出，服务业持续增长以及建筑业
前景好转，增加了工作准证持有
者的总数，从而推动外籍员工人
数增加。
　　去年结婚人数也有所下降，
至少一人为本地公民的新婚夫
妻，从2017年的2万4417对减少至
2万3632对，是2013年以来最低
的。过去五年的结婚平均数为2万
4000对，已经比2009年至2014年
平均2万1900对有所增长。 
　　简报也指出，每三对新婚夫
妇中就有一对是跨国婚姻，而每
五对当中就有一对跨族婚姻。
　　现在也有更多国人在海外生
活，过去12个月中至少6个月在
外国生活的新加坡人连续10年增
加，达21万7200人。这个数字在
2009年为18万零700人，10年的增
幅约为20％。

　　官委议员、新跃社科大学商
学院副教授特斯拉博士受访时指
出，我国经济向来都需要外籍员
工来补充本地劳动力缺口。
　　以取得持续增长的服务业和
前景好转的建筑业而言，这些行
业不容易聘请本地人，因此外籍
员工人数增加并不让人感到意
外。
　　出生于1950年至1964年之间
的“二战后婴儿潮”一代已经开
始步入退休年龄，这对本地劳动
力造成一定的压力。特斯拉说：
“如果要维持经济活力，就需要
增加外籍员工或新公民和永久居
民的人数。”
　　特斯拉也指出，随着政府调
整服务业外籍工人政策，以及居
民人口的减少，人们未来所能得到
的服务难免会受影响。“最简单的
例子就是餐饮业，一些餐馆的服
务水平未来可能就无法维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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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公署属下的国家人口及人才署发布《2019年人口简报》指出，服务业持续增长以及建筑业前景好转，使工作准证持有者总数出现增长，非居民人
口的增加也让总人口取得1.2％的年增幅。（叶振忠摄）

我国总人口达570万增幅创三年新高
外籍员工人数增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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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信用卡大小的晶片上滴一
滴血，只要数分钟就能测出人体
免疫系统的健康状况，这套技术
将来可用来提早侦测糖尿病患是
否发炎或受感染。
　　由南洋理工大学机械与宇航
工程学院助理教授侯翰伟和利景
豪携手设计和研发的这款晶片，
可根据微流体（Microfluidics）和
电生理学（Electrophysiology）原
理，隔离出白血球中与发炎相关
的成分，并分析免疫系统是否已
出现发炎和感染的预警信号，整
个步骤只需要一滴血。
　　南大研究人员希望完成进一
步试验和临床评估后，能将晶片
制成供家庭诊所或综合诊疗所使
用的便携式设备。
　　身体健康的一般人与糖尿病
患的白血球有不同的电力阻抗
（electrical impedance），异常

细胞的阻抗通常比健康细胞来得
高，因为异常细胞体积较大，细
胞膜也不一样。白血球中的中性
粒细胞（Neutrophil）是掌管发炎
或感染的首要防线，也是这款晶
片重点侦测的成分。

无需化学生物标记抗体
化验晶片更方便
　　活化的中性粒细胞会释放
脱氧核糖核酸（DNA）链，像蜘
蛛网一般包围病原体，形成中
性粒细胞胞外陷阱（Neutrophil 
E x t r a c e l l u l a r  T r a p s ， 简 称
NETs），让白血球杀死病毒。这
个过程称为“NETosis”，是目前
免疫学关注的新兴领域。
　　现有研究发现，出现太多
“NETosis”现象反而会减缓糖尿
病患伤口愈合的速度。
　　目前分析中性粒细胞的程序
繁琐，依赖有经验的研究人员从
白细胞中分离出中性粒细胞，再

通过实时成像技术或显微镜分
析，整个过程耗费数天至数星期
不等。
　　南大研究人员研发的这款

晶片分离中性粒细胞的速度更
快，成功率也更高，相信有助于
“NETosis”的研究。
　　除了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患

者若出现发炎或感染症状，日后
也有望借助晶片测出异常细胞反
应，因此也能提早侦测心血管疾
病。

　　侯翰伟指出，这款晶片无需
使用任何化学生物标记或抗体，
化验过程更方便，成本也更低
廉，晶片测试后的白血球还能用
于其他分析用途。
　　他透露，研究团队早前是与
陈笃生医院的医生合作，主要研
究对象是本地第二型糖尿病病
患，日后希望建立白血球阻抗数
据库，收集潜在到不同程度病情
的糖尿病患，以及心血管疾病病
患的白血球阻抗资料。
　　利景豪补充，晶片使用的材
料为医药级别的聚合物，生产过
程简单也适合量产，团队希望能
与业界合作，让这项技术投入市
场。
　　该晶片原型及背后的工程
原理，已发表在两份同侪审查
期刊，即《微流体芯片》（Lab 
on a Chip）和《生物传感器与
生物电子学》（Biosensors and 
Bioelectronics）。

截至今年6月，我国公民总数为350万人，年比增长
0.8%，永久居民则有53万人，与去年相去不远。非居民
人口则为168万人，其中工作准证持有者最多，接近69
万人，其次是家属准证持有者，接近29万人。外籍帮佣
则以约25万人在非居民人口中排在第三位。

南大研发晶片　一滴血可测免疫系统是否发炎或受感染

　　新加坡人越来越长寿，年
满80岁的人口过去10年翻倍，
从2009年约6万3000人增至2019
年的11万2000人，所占人口比率
也从10年前的2％增至2019年的
3.2％。

年满65岁人口占比 
2030年料增至23.7%
　　根据《2019年人口简报》，
年满65岁公民的人口占比从去
年的15.2％增加至16％，预计
到了2030年，会进一步增加至
23.7％。在2009年，同个年龄层
占人口比率只有9.9％。
　　目前，每一名年满65岁的年

长公民，需要四名年龄介于20岁
至64岁的工作人士赡养。这个老
年人口赡养比例在2009年是6.5，
到2030年预计减至2.4，年轻国人
的负担或更为沉重。
　　不过，新跃社科大学商学院
副教授特斯拉博士指出，如今已
经有不少年长国人选择在退休后
继续工作，他们也因为有更好的
退休理财规划，未必需要依赖年
轻人，因此实际情况未必有统计
数字显示得那么糟。
　　李显龙总理在今年国庆群众
大会上宣布，分阶段调高本地员
工的法定退休年龄，到了2030年
将调高到65岁，重新雇佣年龄也

会调高至70岁。
　　年长员工公积金缴交率则会
视经济情况分阶段进行调整，最
终使60岁及以下员工一律缴交全
率37％的公积金。
　　人口简报指出，移民能够缓
解人口老化的冲击，也避免人口
长期出现萎缩的情况，我国政
府每年都会接受1万5000名至2万
5000名新移民成为公民。
　　简报也说，我国每年批准约
3万名新永久居民的申请，这能
确保永久居民人数稳定，也确保
国家有足够人选成为公民。绝大
多数永久居民年龄介于25岁至59
岁。

占总人口3.2％

年满80岁国人10年倍增

南洋理工大学研发的晶片可隔离和分析白血球，研究人员希望可以在两三年后推出市场。（邝启聪摄）

　　华族整体生育率首度跌破
1，这意味着每一名华族女性在
适宜生育年龄阶段平均只生育
0.98个孩子。印族整体生育率也
不乐观，连续两年维持在1.0。

更多已婚妇女 
未生育或只生一个孩子
　　本地居民生育率从前年的
1.16下降至1.14，远远低于2.1的
人口替代水平。《2019年人口
简报》指出，这主要是因为年
龄介于20岁至30岁的“二战后
婴儿潮”下一代已有许多进入
适宜生育的年龄，但还没开始

生儿育女。
　　简报也显示，年龄介于45
岁至49岁的已婚妇女生育三个
或更多孩子的比例，从10年前
的近34％下降至去年的25％，
生育两个孩子的比例则保持在
四成左右。
　　未生育或者只生一个孩子
的已婚妇女比例分别有3至4个
百分点的增幅。
　　官委议员特斯拉受访时指
出，从统计数字来看，45岁至
49岁生育超过两个孩子的女性
还是占大多数，处在这个年龄
段却尚未生育或者只生一个孩

子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迟婚，
因此生育的难度也相应提高。
　　他也说，除了生理因素，
经济因素也可能是导致总体生
育率下降的原因。
　　他说：“以前人们担心养
育孩子的费用很高，现在则可
能是女性认为生孩子会影响升
迁 的 机 会 ， ‘ 机 会 成 本 ’ 太
高，因此不愿意多生育。”

每名女性平均生0.98个孩子

华族整体生育率首次跌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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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委议员特斯拉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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