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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牙公益讲堂人气旺
大伯亲述种牙感受成“名星”

月初，虽然雨水不断，但依旧没有阻挡住大家

听口腔专家讲座的热情，现场的中老年朋友们认真

聆听讲座，有些还细致地记着笔记，与口腔专家频

频互动。抽奖环节中有 5 位幸运市民赢得大闸蟹

券、电饭煲等大奖。“虽然下雨有点麻烦，但这次

讲座办得真好，不白来，既可以拿奖品，又能见专家

看牙齿。”现场一位阿姨说。这便是“爱牙全民讲

堂”，在杭州西湖口腔医院举办的一幕。

讲座上，一位刚做完种植牙手术的周大伯，用

自己的亲身体验，给大家讲述种牙的感受和流程。

家住杭州下城区的周大伯，平时喜欢爬山、摄影，曾

经是一位中学教师，退休后业余生活丰富，一直也很

注重养生保健，69岁看起来仍然精神矍铄。不过近

几年，周大伯的牙齿陆续脱落，上磨牙全部缺失，下
排牙还连缺 4 颗。“我来看牙就为了解决吃饭问
题！”周大伯说。

难种的牙讲堂上重拾希望
专业热情虏获老人心

从去年起，周大伯就开始关注种植牙。因为血

压偏高，再加上前几年做过手术，周大伯的求牙之

路进行得并不顺利。在杭州咨询了一些医院，可医

生们给出的方案并不如意，让周大伯心灰意冷。

恰巧在朋友引荐下，周大伯参加了在杭州西湖口

腔医院举办的“爱牙全民讲堂”。在那次讲座上，讲解

专业、态度亲和的叶宝定院长令他印象深刻。随后，

叶院长又为他进行了CT拍片，详细讲解他的口腔状

况，“虽然手术难度较大，但你目前身体稳定，种牙还

是可以的。”叶院长的一句话，让周大伯重燃信心。

“西湖口腔这里的热情服务让我很舒心，特别

是能预约看牙，一个电话让你几点来，到了就能马

上看。当然，我中意的主要是叶院长，他介绍得很

专业，给出的方案也是从我实际出发，考虑很全

面。”周大伯诚恳地说。

家门口的国际专家
种牙方便又安全

“西湖口腔医院的热情服务让我很舒心。当

然，我中意的主要是叶院长，所以决定在这里种

牙。”周大伯说。

“本来走进手术室躺在床上，我还是很紧张的，

就听到叶院长一下跟我说在干嘛，一会又说了什

么，没一下，旁边的女医生就说手术完成了。”完成

手术的周大伯，连连惊叹微创即刻种植牙的神奇，

“院长还跟我说，晚一点就能吃软性的食物，我还不

信，到了晚上才吃。”如今，周大伯的六颗种植牙稳

稳地立在那，重拾了晚年口福。

名声在外，找叶宝定院长看牙的人也多。不单是

他技术过硬、经验丰富，更因为他对每位患者都极其

耐心，愿意花大量时间去沟通，人性化的诊疗让他和

患者马上成为朋友。叶院长说，“2016年来杭州，越来

越喜欢杭州这座城市。把在国内外学来的牙科技术，

带给杭州的朋友们，这样他们就不用再往外跑了。”

开启疑难种植牙绿色通道
报名即有好礼相送

为了让广大缺牙市民不再有价格方面的顾虑，

由本报联合杭州师范大学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杭州西湖口腔医院，举办的“拯救牙齿缺失，进口种

植牙种一送一”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报名即可

获得以下整体援助：

7 月 16 日-19 日，拨打[本报健康热线]咨询报

名，有专家在线为市民答疑“种植牙”问题，同时拨打

进电话的市民，均可获得精美爱牙礼品二件套一份。

此外，还享受如下援助：①进口种植牙种 1 颗

送 1 颗（含植体、基台、牙冠），且单人不限援助颗

数；②享受种植牙术后终身免费维护；③免费全套

口腔检查：挂号费、德国Sirona口腔CT拍片检查、

全口检查、牙周疾病测定、蛀牙危险度检查等；④免

费享受专家一对一亲诊、专家方案设计。

种牙遇到过疑难问题吗？种植专家叶宝定院长一对一解答

难种的牙终获解决 让老人重拾晚年幸福
种牙公益补助人人有 进口种植牙“种1颗送1颗”每人不限颗数

本报记者 朱杨健

据杭州市老龄工

办统计，截至 2016 年

底，杭州市 60 岁以上

户籍人口再创新高，达

到 159.13 万人，占总

人口数的 21.55%，比

上年增长 8.23 万人。

预计到 2020 年末，户

籍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

口突破180万，老龄化

比例将达 24%以上。

杭州人口结构已呈快

速老龄化特征，而牙缺

失是老年人常见多发

病，导致咀嚼功能丧

失，影响正常进食与营

养吸收，给中老年人的

生活造成极大痛苦和

不便。

如何普及牙科知

识，用种植技术拯救

中老年人牙齿缺失，

成 为 全 社 会 共 同 关

注的话题。
本报健康热线：0571-8373 8111

周大伯展示自己修复后的牙齿

本报记者 张云山

在港交所放宽上市准则后，港股市场迎来了最凶猛的上
市潮，截至昨天，港交所今年已经迎来了 122 家新公司的
IPO，包括小米这样的巨无霸，IPO 数量跃居全球首位。与
IPO 火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22 家新上市港股公司中，有
103 只出现过破发，破发率接近 85%。有机构预计 2018 年
全年将有220家企业赴港上市。

不少内地企业也选择了港股作为上市地，这一方面跟内
地 A 股的 IPO 入场券难拿有关，另一方面也说明准上市企业
对资金的渴望。有机构预测，2018 年全年将有 220 家企业
赴港上市，在破发大潮袭来后，香港市场流动性趋紧，留给企
业上市的窗口也在慢慢关闭。

A股入场券难拿，港股迎最迅猛上市潮
今年至今已有122只港股上市，只有19只没有破发

122家,港交所成IPO冠军
7 月 14 日深夜，港交所官网发布了一则

公告，希望同股不同权公司尽早纳入互联互

通，为内地投资者提供投资新经济公司的渠

道。此前，上交所及深交所于 7 月 14 日下午

发布《关于互联互通机制港股通股票调入相

关安排的通知》，表示自 7 月 16 日起，恒生综

合大型股指数、恒生综合中型股指数、恒生综

合小型股指数的成份股中属于外国公司股

票、合订证券、不同投票权架构公司股票的，

暂不纳入沪港通和深港通下的港股通股票范

围，其他股票调入调出正常进行。

港交所的“拼命”程度，51 信用卡 CEO

孙海涛感触很深。“我们3月份提交申请，7月

13 日挂牌，本来以为上市会很漫长，没想到

这么快。有一天晚上 11 点 20 分，香港联交

所工作人员发来了邮件，这么晚了他们还在

工作，这说明联交所、香港证监会很重视我们

这些公司，我挺感动的。”

在修改上市准则，准许同股不同权公司

上市后，今年香港迎来了 122 家公司挂牌上

市，其中不乏小米、映客、51信用卡等内地新

经济公司，海底捞、同程艺龙、华兴资本、美

团网、找钢网、多益网络、宝宝树、沪江网等

企业已提交申请书。有机构预计 2018 年全

年将有 220 家企业赴港上市，港交所成为全

球 IPO冠军。

不过，另一个略显尴尬的是，122 家公司

中，只有 19 家没有破发过，截至昨天，仍有

71 家公司破发，占比高达 58.2%。其中，欧

化、宝发控股、宾仕国际、宝积资本、君百延、

毛纪葵涌、江苏创新等多家公司跌幅超过

50%。

大洋彼岸的美股市场也十分热闹，今年

已有 B 站、爱奇艺、虎牙直播、优信等中概股

赴美上市。6 月 30 日，成立三年的拼多多向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招股书。

行情低迷为何还流血上市
一边是汹涌的上市潮，另一边是 8 成新

股破发，这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现在大的投行持股信心也不足，去年大

家碰面，有钱缺项目，现在反过来了，项目多

钱少。”香港一位券商分析师表示，年初香港

恒 生 指 数 一 度 达 到 33484 点 ，现 在 只 有

28525 点，最大跌幅 14.8%，加上这么多的

IPO扎堆袭来，大家对后市的看法也偏空。

事实上，新股在港交所挂牌上市后的 30

日内为稳定价格期，一般而言，主承销商在公

司上市后可以对股价进行干预，以免受短期

投机因素影响而导致股价跳水。因此，通常

上市一个月后，这类公司的股价就开始遭遇

“滑铁卢”。以平安好医生为例，上市稳价期

于 5 月 26 日正式结束后，次日收盘直线下跌

3.2%，相比上市当日最高点的 58.7 港元，股

价下跌20%。

与 A 股要求准上市公司连续 3 年盈利，

发行市盈率不超过25倍相比，港股没有市盈

率限制，亏损企业也可以上市，加上没有涨跌

幅限制，导致很多定价偏高的公司上市后就

破发，另外，港股以机构投资者为主，加上市

场监管威慑力高，恶意炒作新股者很少。

对于已经融资好几轮的“独角兽”来说，

在 A 股门票难拿的情况下，境外上市成了早

期入股风投退出和维持生存的最好方式。这

些新型经济公司，互联网企业等大部分可能

还处于亏损阶段，满足不了 A 股上市的条

件。而只能把目光投向纳斯达克和港股市

场，外加港股市场一系列政策红利的推出，港

股市场上这些企业也就纷至沓来。

从历史规律来看，企业上市也有大年和

小年之分。比如在上一波 2014 年左右的窗

口期，以电商、社交为主的科技企业纷纷在海

外上市，包括阿里巴巴、新浪微博、京东、聚美

优品、陌陌等。去年开始，大批成立5年以内

的移动互联网公司，例如美团、优信、映客等

结束烧钱大战后，筹划上市，尽管现在上市估

值较低，但融到钱总比没有钱好，上市后可以

建立竞争优势，迅速发展壮大，也是这些企业

的初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