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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日报集团信息时报、老人报携手中华慈善总会拜博爱心基金 缺牙修复 口福行动

通知：2019年种牙补贴全面发放！ 不限户籍，免费申领

中老年人牙齿缺失已经成为了社会

关注话题， 怕价格高、 怕种牙没保障，

医保统筹又不能报销， 不少人为了省点

费用， 更是一拖再拖， 最后全口牙掉光！

解决市民“看牙难、 看牙贵”， 广州日报

集团信息时报、 老人报携手中华慈善总

会拜博爱心基金发起， 在国际种植体厂

家支持下， 开展“缺牙修复， 口福行

动”： 种植牙最高补贴 5000 元/颗； 半/

全口缺牙申请专项援助， 不到 2 万修复

半口牙。 本次活动指定种牙援助单位：

广州 7 家拜博口腔机构。

此外，健康时报、北京电视台《全民健

康学院》、上海星秀《X 诊所》、南方电视台

《我是大牙医》等栏目受邀明星专家，原国

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广东省口腔医院顾

问、原副院长周磊教授，上海总院魏兵、黎

强等种植专家，9 月 21 日将领衔泰康拜博

口腔疑难种植专家团为羊城缺牙市民普

及“少痛少等待、当天种好牙”理念，现场

更有深受羊城市民喜爱的《七十二家房

客》八姑黄伟香老师作为现场嘉宾演绎粤

语老歌与种牙市民互动， 现开放 50 个免

费亲诊名额！

种牙防老，口福行动节省看牙费

申领太火爆，众多市民排队种牙

“有了这口好牙，吃东西再不用发愁。

营养跟上了，身体硬朗，自己能打理好日

常生活，不给子女添麻烦，也能让他们少

费心。 ”76 岁的金大爷谈到自己的种牙初

衷很动情。 事实上，随着缺牙危害逐渐为

人所熟知，越来越多的老人开始认可“种

牙防老，自力更生”的理念。

为此，当援助活动消息一出，深受羊

城缺牙市民青睐和点赞，拜博口腔医院更

是好几次出现市民排队种牙的场面。 本次

活动补贴范围更广， 非广州户籍也可申

请，建议广大缺牙者尽早报名、尽早申领！

牙齿“早退休”，一年瘦了十几斤

全口无牙、牙骨薄如纸、怎么种？

黄伯今年 65 岁， 是一名退休工人，

之前身体一直很好。 可自从前年掉了一

颗牙后， 烦心事就找上了门。 当初掉的

那颗牙没有引起重视， 两年间引发了多

米诺骨牌效应， 陆续掉了六颗牙， 而且

都是平常用来咀嚼的大牙， 没牙了， 吃

东西成了问题， 囫囵吞枣吃饭像是完成

任务， 感受不到美味带来的满足感与幸

福感， 瘦了十几斤， 肠胃也出了大问题。

由于缺牙数量多、 缺牙时间长， 导

致牙槽骨也极度萎缩， 此时黄伯想通过

种植牙解决自己的缺牙难题， 却被告知

由于口腔条件较差， 种植难度大， 失败

率也较高。

4~6颗解决半口缺牙

种好牙畅吃螃蟹

原广东省口腔副院长周磊教授介绍：

其实和黄伯有同样遭遇的缺牙老人不在少

数，缺牙后一拖再拖，导致牙槽骨已无法达

到种牙条件。 但如今的种植技术已经突破

传统种植对牙槽骨条件的限制， 少植骨或

不植骨也可以种， 针对半口/全口患者，通

过植入4颗种植体，即可重建半口牙，当天

种牙当天戴牙， 同时大大降低手术的风险

和费用。

9月21日，种牙补贴全面发放！

不限户籍，免费申领

9月份是螃蟹上市的时间，红润多膏的

螃蟹让人食欲大开， 可是没有一口健康坚

固的好牙，怎能敞开了吃？ 更别提还有一大

部分半口甚至全口缺牙的老人， 戴着活动

假牙咬东西无力，螃蟹只能看不敢吃。 9月

21日周磊教授领衔专家团， 为羊城市民普

及“少痛少等待、当天种好牙”理念，20个亲

诊名额可预约！ 此外，援助行动面向全广州

缺牙市民， 提供看牙专项补助让更多缺牙

人群种得起牙！ 本次援助行动涵盖了牙齿

种植、牙齿矫正、牙齿修复、口腔检查等各

方面，为市民提供大范围的看牙额外补贴。

中华慈善总会拜博爱心

基金（广州行）2019年种牙补

贴全面发放

9

月

21

日

与《

72

家房客八姑》

一起见证缺牙重生

补贴申请细则

免：

种植牙术前检查费用

及专家种植方案设计费 300-

5000 元补贴！

补：

种牙的市民可补贴后

最低仅需 3980 元/颗；

（含植体 、

基台和牙冠）

！ 补贴额度与植体

品牌相关，具体详询。

减 ：

半口、全口缺牙者申

请专项援助！ 不到 20000 元恢复

半口牙！

保：

国际种植体厂家联合

提供种植及修复保修制度，指定

进口植体终身免费质保。

增：

为市民提供大范围的

看牙额外补贴

（牙病治疗 、牙齿

矫正、修复等项目）

！

9月21日 听72家房客八姑老歌会 享专家种好牙嚼螃蟹

半口、全口缺牙还有专项援助种植牙最高补贴5000元 /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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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艳 通讯员

粤仁宣）

去年11月，广东省在全国率先

配套出台《广东省进一步促进就业若

干政策措施》， 即“促进就业九条”政

策，给企业、职工、创业者带来了哪些

实惠？ 近日，记者跟随广东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组织的广东“促进就业

九条” 政策落实出实效活动， 走访佛

山、珠海、深圳等地了解落实情况。 据

悉，截至今年7月底，广东省社会保险

“两不变两降低”措施累计为全省企业

减负约237.4亿元。

促就业： 佛山今年前8个月新

增就业6万多人

在“促进就业九条”出台后，广东

多个地市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已经

升级。 求职者只需带上手机和证件，即

可在现场生成电子简历， 用人单位通

过后台即可查看，全程实现无纸化。

记者走访了解到，佛山通过“互联

网+”的探索，打造“人才淘宝网”，推动

人力资源服务精细化。 求职者走近佛

山市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 就能看

到大屏幕上实时滚动的数据， 显示各

行业的供需、薪酬待遇情况。 求职者可

以在求职大厅的自助机上刷身份证、

绑定手机号，输入自己的学历、经验等

基本情况，期待寻找的岗位、薪酬等，

手机上就会收到匹配度高的企业、岗

位，求职更为精准化。

佛山市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相

关负责人介绍， 这一公共就业人才服

务新模式，依托“佛山人才网”推出“智

能招才引智”“企业用工大数据分析”

“高新技术企业人才综合服务平台”

“视频邀约面试”“专业技术人员职称

评定”等一系列线上服务功能

（平台）

。

例如，针对高校毕业生，佛山市人力资

源公共服务中心在去年推出“足不出

户报到”系统，为应届高校毕业生提供

网上办理毕业报到、离校未就业登记、

毕业生网上接收申报服务等。

对于企业来说， 互联网+的招聘，

也为企业节省了成本。“过去公司招聘

科需要四五个负责人， 近年来逐渐减

少至1人。 ”广东鹰牌陶瓷集团有限公

司人力资源部经理黄丽芳表示， 公司

每年招聘100人左右，50%会通过该中

心渠道招聘，提高了效率。

数据显示，今年1~8月，佛山全市

城镇新增就业60922人， 完成省下达任

务76.2%； 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25327

人，完成省下达任务76.7%；全市城镇登

记失业率2.30%，控制在3.5%的目标内。

降负担：珠海落实失业保险费

返还2118.37万元

据珠海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截至9月9日，该市已发放39家企业

失业保险费2118.37万元， 失业保险费

返还工作走在全省前列。

中京国际建筑设计研究院公司总

经理助理陈代威说， 他所在的公司有

170多名员工， 受大环境影响， 今年年

初，一个原本要做的10万平方米外资物

流园设计项目直接“黄了”。 今年7月4

日，公司向珠海市人社局申请认定“受

影响企业”。“月初申请， 月底就获批

了，返还了失业保险费163万元。 ”陈代

威说，建筑设计从业者多为工程师，考

证和培训成本高企， 公司决定用返还

款四成缴纳员工社保， 六成投入技术

培训“练内功”。 此举较好解决了企业

实际困难，帮助企业稳定了就业岗位。

据悉，在珠海像“中京国际”这样

申请“受影响企业”并获得保险费返还

的企业有39家。 所谓“受影响企业和职

工认定”，指进出口额、纳税额等受国

内外经济形势影响而降低的企业及其

职工经认定后， 可享政策支持和专项

服务。

“促进就业九条”政策落实出实效

广东全省企业减负约237亿元

“促进就业九条”

数据

发放稳岗补贴超14亿元

在降低社保费等成本方面，至7月底，

社会保险“两不变两降低”措施累计为全

省企业减负约237.4亿元；共发放援企稳岗

补贴14.11亿元，惠及31.68万家企业。

在创业带动就业上， 今年上半年全

省发放创业担保贷款10.51亿元、 同比增

长28.8%。

今年上半年为41.08万失业人员累计

发放失业金22.09亿元、 支出医疗补助金

2.48亿元。

1~7月，全省共发放劳动力职业技能

提升补贴2.9亿元，惠及15.88万人次。

●稳定政策适度降低社会保险等成本

●进一步降低企业招工费用

●加大重点用工企业服务力度

●积极支持中小微企业吸纳就业

●进一步鼓励创业带动就业

●进一步激励高校毕业生多渠道就业

●进一步加大劳动力技术技能培训力度

●帮扶困难企业职工稳岗转岗

●加大困难人员托底帮扶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