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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写店铺

生意火爆

当奔驰、阿迪达斯、宝马等国
际品牌被中国人耳熟能详且走进
千家万户时， 国际美学修复潮流
德国

Prussian

即刻种植系统也日渐
成为中国认同的牙缺失修复最佳
方式。继上月成功举办“韩国国际

专家种植周”后，从昨日起至本周
末， 由成都圣贝国际牙科组织的
“德、韩、中国种植牙博士峰会”已
盛大启幕。 届时， 德国种植牙博
士、 国际口腔种植学学会会员乌
洛舍维奇， 韩国种植和美学修复

专家、种植学博士全允植，江苏省
口腔种植专委会委员兼专委会秘
书、 口腔种植及美学齿雕博士王
培志将亲临成都圣贝为川内顾客
亲诊， 在圣贝上演一场

Prussian

种
植牙的巅峰对决。

热线热得发烫，咨询医生口干
舌燥。三国种植牙博士峰会消息发
布后，咨询电话络绎不绝。据悉，在
为期5天的巡诊中，三位博士将与
蓉城市民共享牙科盛宴。

种瓜得瓜国际种牙大师驾到
有面子
70岁老人“长”30岁牙
“我的缺牙又‘长’出来了！”最近，

家住玉林小区的70岁周老伯逢人便炫耀
自己的牙齿，缺了两年的四颗牙齿，一夜
之间突然又长出来了，不仅周老伯自己
笑得合不拢嘴，街坊邻居们更是啧啧称
奇。这是上个月发生在成都圣贝牙科的
国际专家种牙真实案例。

周老伯以前因为蛀牙拔掉了2颗牙
齿，年纪大了牙齿松动，又掉了2颗牙。缺
牙后，不仅影响吃饭，本来硬朗的身体也
越来越差。后来，周老伯的儿子带他来到
成都圣贝国际牙科做了Prussian种植牙。
“没想到新种出来的牙齿，好看又好用，
和真牙一样，我都和老伙伴们开玩笑说，
我的缺牙又‘长’出来了，如今70岁的我
有30岁的牙口。”成功种牙后的周老伯牙
好胃口好，吃嘛嘛香，神情气爽，让他在
同龄人面前显得倍儿有“面子”！

不一样
国际种牙4大优势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如今“种”牙也

可以得牙，这不是神话。据多次来成都巡
诊的全允植院长称，作为未来口腔修复的
发展方向，种植牙因其稳定性强、最大限
度恢复咀嚼功能、不损伤邻牙、寿命长等
优势，成为众多牙缺失患者追捧的对象，
在欧美、日韩等国家和地区广泛采用。

如今，中国的种植牙技术已经开始
得以发展，但全院长认为中国与国外相
比差距至少有10年，谈及为何牙齿种植
还是要找国际专家来看呢？全院长认为
有四大原因，第一，国外牙科发展历史悠
久，技术更加成熟完善，由于时间积淀的
原因，外国牙医见到的案例更多，经验更
丰富，对于种植手术的细节把握的更到
位。第二，国外对于牙科的评审标准极其
严格，制定的诊疗标准非常苛刻，这也使
得外籍牙医的基本功更扎实，技术更过
硬；第三，国外病人的自我保护意识更
强，他们的强势，也对医生的技术水平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也就更能促进牙
医技术的完善；第四，国外各种牙科设备
的研发，也更为先进，很多设备在国外可
能已经淘汰了，在中国才投入使用。而对
于一些先进设备的使用熟练程度上，外
籍医生更好一些，毕竟，有些设备和仪器
中国的牙医可能见都没有见过，就更谈
不上使用的熟练程度了。

三国种植牙博士
共演跨国大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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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网友质疑“国企人力资源部主管、

大学教师、博士会帮人代写？”店铺声称

的几百人的“创作”队伍从何而来？记者

采访了多家“写手中介”，从他们口中得

知，个人、小中介大多通过网上就将生意

做了，高学历写手很少。

在这些店铺中， 有一家店铺打着淘

宝官方唯一一家文字服务商的旗号，并

在公开信息中显示了公司名“武汉网络

秘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在众多代写店

铺中，排名首位。这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顺藤摸瓜， 记者在武汉工商局网站上查

询到了这家公司，注册资金50万元。

几经努力，记者找到了这家公司的负

责人，他说，写手来自网络招聘或公司面

试，他们对应聘者的学位、身份进行把关。

随后，记者在网上联系到了一家个人

经营代写业务的中介。该中介询问了记者

的专业后，就告诉记者“有业务找你”。在

网上，这样的个人、小中介，一搜一大片。

所有的过程都是通过网络进行，中介会将

业务通过邮箱等方式传递给各个写手，写

手完成后，再将文章回传给中介。

名为“lyw w 369”的网友很担心，找

人代写年终总结会不会涉及公司机密的

外泄？虽然，这些代写店铺都在声明中表

示“客户资料一律保密”，但这样的声明似

乎只是在“走形式”。

听闻此事的律师告诉记者， 如果真

的出现信息外泄， 这样一句话是可以作

为证据，但难就难在泄密发生时，这条信

息极有可能已从店铺的声明中消失了。

《每日经济新闻》是一张面向全国发行的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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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精彩内容详见今日《每日经济新闻》报。

年终写总结！

“圣手”多姓“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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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写圣手”

近日，代写“年终

工作总结”成了淘宝宝

贝中点击率颇高的一项

内容， 有店铺一个月内

已销售6000多件，金额

达6万多元。

“功力深厚”

从店铺所介绍的

“创作”团队来看，这些

文章竟然是出自一些大

学老师、 硕士或者博士

之手。 写手有如此深厚

的功力？这折射出“代

写”背后的乱象，个人、

小中介遍地开花， 高学

历背景写手成噱头。

年终总结，是对一年工作进行集

中梳理的载体。现代社会，工作繁忙、

压力大， 很多人没有时间去回顾、梳

理一年来所做的工作，年终总结恰恰

提供了这样一次机会。

在写年终总结的时候，我们可以

翻看工作笔记、生活日记，系统梳理

所做过的工作， 反思自己的不足，看

到自己的长处。或许，我们会发现，原

来在看似平淡的、一天又一天的工作

中，自己做了超出意料成绩，在自己

擅长的领域也出现了不该有的错误。

这本身对自己就是一种鼓励。总结一

年的工作、生活，为来年的奋斗做好

准备。

如果我们都沉下心来，认认真真

回顾一年的点点滴滴，本身就是对自

己心灵的一种净化、对自己工作的一

种鞭策、对自己生活的一种反思。

如果我们总流于表面，一心想着

应付交差，那么不仅会出现代写的枪

手， 还会让我们浮躁的心态更混乱，

让来年工作也流于表面，让自己的生

活得过且过。

年终总结代写业务火爆，是我们

浮躁心理和功利心理带来的，这一点

恰恰是在年终总结中最应该批判的

东西。代写，该歇歇了！我们都该认真

地面对自己的内心。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曹逸韵

代写中介利益链条

特别调查

成都商报记者在淘宝上找到

一家从事文字服务的店铺，最近，

这家店铺的生意很火爆。 在淘宝

上输入“代写年终工作总结”，这

家店铺的排名十分靠前。 这家店

铺最近“30天售出”中显示的数

字为6233件， 是11月18日到12月

18日，该店“代写文章、代写年终

总结、工作总结、读后感、先进事

迹、竞聘、演讲稿”所成交的所有

数量。

记者根据成交记录所显示的

信息，粗略计算了这6000多件“商

品”的售价，在这30天里，该店铺通

过代写所获得的收入高达6万多

元。 这只是该店销售的 “一种商

品”，该店铺出售的还有论文代写、

评论代写等。

月入六万元

代写店铺走的是“薄利多销”的路线，

上述“20天代写近1500份总结”的店铺客

服就告诉记者，5000字的文章价格为350

元，“保证质量、原创，后期包修改等”。还有

价格更便宜的，5500字的总结只要200元。

如果按5000字价格为350元来算，每

个字的价格也就七分钱，有网友笑称“这

样的文字太廉价”。从不少店铺的介绍来

看，就是这些廉价的文字却出硕士、大学

教师，甚至博士团队之手。

另外一家店铺内，在“代写文章、工

作总结、读后感、先进事迹、竞聘、演讲

稿”这一宝贝的描述下，明确写着“主笔

拥有11年文秘工作经验；其他成员有来自

大专院校的教师、 国企人力资源部的主

管、专职网络写手等”。还有不少的店铺

表示拥有几百人的“创作”队伍，涵盖大

学教师、博士硕士团队、资深律师顾问等。

每字仅值几分钱

“歪”中介遍地开花

采访手记

代写，该歇歇了！

蛇年的钟声临近，建设银行自己的

黄金品牌———“建行金” 也随着时间的

推动，陆续发售2013的产品。据悉，“建

行金”每款产品的图案、工艺、外形和重

量规格等都经过精心设计，造型精美、工

艺精湛、寓意厚重，是馈赠亲朋好友的上

选之礼。从建设银行四川分行获得最新

消息称，建行为广大客户新推出了迪斯

尼系列黄金和首次在成都亮相的2千克

富春山居图千足金工艺品。

迪斯尼系列登上“建行金”

据介绍，蛇年“建行金”新品的一大

亮点是由中钞国鼎制作的迪斯尼系列黄

金。它包括迪斯尼金章、金钥匙、蛇年金条

等。 其中迪斯尼精制金章， 包括米奇、维

尼、 白雪公主三款， 产品材质为千足金

（A u.999）。 产品将活泼可爱的迪斯尼经

典卡通形象与黄金完美结合， 产品精致、

小巧，并配赠有佩戴功能的外盒。而迪斯

尼金钥匙则融入了开启智慧、开启幸运、开

启财富等传统中国人文意识， 并赋予迪斯

尼的健康和快乐， 将人们对美好的期许用

钥匙的形式进行传达。产品分为8克和18克

两个规格，材质为千足金；迪斯尼蛇年金条

采用A u.9999纯金铸造，将活泼可爱的迪斯

尼经典卡通形象与传统的生肖形象完美结

合，以黄金为媒介，通过精美的画面处理，

展现生肖产品的独特形象。 迪斯尼蛇年金

条有10克、20克、50克、100克、200克和500

克6个规格，满足投资者不同的需求。

《富春山居图》千足金首次亮相蓉城

据了解，《富春山居图》为元朝的书

画，画家黄公望所绘，以浙江富春江为背

景，全图用墨淡雅，山和水的布置疏密得

当，墨色浓淡干湿并用，极富于变化。此

次用黄金复制的浮雕版富春山居图采用

油压工艺，使用的千足金达到了2000克，

此款浮雕版黄金《富春山居图》2011年

底被世界纪录协会收录为世界最重《富

春山居图》千足金工艺品；在第八届文

博会组委会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奖评

选活动中，黄金浮雕版《富春山居图》，

在表现形式和工艺方面的创新，使该作

品获得第八届文博会组委会的高度认

可， 并被评为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奖

特别金奖。此次建行销售的《富春山居

图》千足金限量发行99座，屏座则以黑

檀木、红酸枝木、和田碧玉等名贵玉石与

木材构成。台屏整篇含金、木、水、火、土

五行元素，恢弘大气，尊贵非凡；置于厅

堂之上、书房之中，则纳天地山川于一

室，顿显格局博大，内涵深厚。

（张蒙）

蛇年“建行金”新品

投资收藏两相宜

《富春山居图》

千足金首次在蓉亮相

■揭底

本报资料图片

花生油被曝含致癌物

“北大荒”卷入

又一起食品安全风波让市场风

声鹤唳。

昨日，有媒体报道称，香港食物

环境卫生署于上周抽取39个食用油

样本进行化验，发现来自屯门“北大

荒” 粮油供货商及葵涌永兴油行的4

个样本，致癌物“苯并(a)芘”超标。

详见《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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