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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到了，很多人开始裹上厚
厚的棉衣秋裤来抵御这严寒的天
气。其实，除了穿暖和，还可通过“多
食”来让身体感到由内而外的透心
温暖——摄取足够的营养，可增强
体魄，抵御寒冷。

体质弱年龄大 吃好才能抗寒
推荐即刻种植 当天种当天戴牙回家

冬季气温下降，如果牙齿不好，
没法进食、摄取充足营养，一旦体质
下降，抵抗力减弱，病菌会乘虚而
入，引发各种疾病，所以年龄大、体
质弱的缺牙人士更应尽快治疗。

老年人骨质相对疏松，牙槽骨吸
收明显，尤其是高龄缺牙老人，对手
术创伤和疼痛更加敏感，如果手术治
疗过程太漫长，身体便无法承受。

给高龄老人做种植修复手术
时，建议采取“All-on-4即刻用”
种植技术。“All-on-4即刻用”种
植技术摒弃了传统种植“切开、翻
起牙肉，缝合拆线”等步骤，创口
微创，3D打印的种植导板还能帮
医生更精准地将种植体植入预定
位置，只种4颗就能‘长’出半口16
颗牙，1颗顶4颗，完美实现真牙一

般的咀嚼力！
即刻种植从检查、拔牙、植入牙

根到戴牙冠，整个过程都在当天完
成，实现患者当天来院，当天就可种
牙、戴牙回家的愿望。

种牙，种植体到底是选贵的还
是便宜的？

种牙并非越贵越好
一对一定制种植方案很重要

很多缺牙患者不理解，为何种
植牙价格比活动假牙、烤瓷牙要贵
许多？

原华西口腔种植专家林峰解释：
“一般来说，一颗种植牙的费用基本
包括了种植体费用、修复基台的费
用、手术费用及后期烤瓷牙冠的费
用。此外，种植牙的价格取决于所选
择的种植体，而种植体对于材料的要
求又非常严格，加工工艺复杂且要求
精确，目前我国的种植体大多从国外
进口，所以价格相对昂贵。”

是不是选择越贵的种植体就越
好呢？

“所有种植体都有各自优势，
并不能说越贵越好，种植体生物
材料和人体组织接触后，在材料

与 组 织 界 面
发 生 一 系 列
相 互 作 用 后
最 终 被 人 体
组 织 所 接 受
的性能，即材
料 的 长 期 临
床可接受性，
需 要 满 足 生
物 、化 学 、物

理和系统的要求。”
林峰说，选择种植牙时，先要了

解自身口腔情况，找一家正规机构
的专业口腔医生做手术，设计一个
一对一的植牙方案更重要。

口腔种植方案 需因人而异
科学的方案可延长种植牙使用年限

为什么有些种植牙手术会失
败？缺牙者选择种植牙时应注意哪
些方面？

林峰解释，种植牙虽只是一个
小型牙槽外科手术，但对手术的精
度要求很高，不仅需要手术医生技
术熟练，对手术方案的要求也较高。

“可以说，术前检查和手术方案
设计，直接影响到术后效果。首先，术
前做一个口腔的CT检查是必要的，
以获取其腔内骨骼结构的精准数据。
口腔医生就可根据这些数据设计手
术方案，制作种植导板，手术根据种
植导板将种植体按预先设计好的位
置植入，伤口会更加微创，术后恢复
也更快，可大大提高种植成功率。”

因此，术前一定要经过全面检
查，制订合适的种植方案，否则术后出
现问题，修复比治疗更复杂，还遭罪。

年关将近 种牙正当时
年前种好牙 好牙好口福

为了让更多的牙缺失患者重拾
健康，在新年能有一个好“口福”，
成都商报四川名医携手爱心口腔机
构特别推出“喜迎健康年 为您送口
福 ”年终答谢盛宴，特邀国内外种
植牙专家亲诊，为您定制种牙方案。

拨打健康热线报名者，即可获
得以下福利：

①免费挂号、拍片、全套专业口
腔检查；

②特惠进口种植体3880元/颗；
③国内外种植专家一对一免费

咨询，免费设计种牙方案；
④选用进口种植牙可享每颗最

高减免4860元；
此次活动名额限量30个，先到先得。
申请方式：今、明、后三天（9：

00-20：00）拨 打 名 医 健 康 热 线
028-69982579。

地址：锦江区下东大街99号晶
融汇广场3楼（太古里旁）

今日迎来“大雪”节气，这标志
着仲冬时节正式开始。越来越冷的
天气，要想穿得轻薄保暖，一件好品
质的羊绒衫羊绒裤必不可少。成都
商报买够网应大家的热切要求，延
长了第二届“暖冬羊绒节”活动的举
办时间，由内蒙古荣恒、娜昕古拉两
大知名品牌羊绒厂家直供的羊绒衣
物正在以低至1折的价格特卖，全场
2.5折封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

到花牌坊街185号的买够网生活馆
选购。

“线下特卖会不用等快递，买了
就能直接带回家，方便实惠！”前几
日在“暖冬羊绒节”上满载而归的市
民张女士昨日又带着好友来买相
因。她说，马上就要到元旦节了，高
品质的羊绒衣物作为新年礼物非常
合适，所以她又来选几件。同行的许
女士说，试好了再买更有保障，她给
自己和家人选购了羊绒衫、羊绒裤
和羊绒围巾。

羊绒厂家代表在特卖会现场
为前来选购的市民介绍说，山羊绒
纤细、柔软、保暖，是动物纤维中很
细的一种，而这些上等的山羊绒都
是从鄂尔多斯地区的山羊身上产
出的。山羊绒纤维外表鳞片小而光
滑，纤维中间有一空气层，因而其
重量轻，手感滑糯亲肤性极佳。用
上等山羊绒制成的羊绒衫延伸性
强，弹性好，能紧贴人体皮肤，穿着
舒适，同时具有良好的保暖性。

买够网生活馆店长高伟介绍，

买够网产品团队与荣恒、娜昕古拉
羊绒厂家无缝对接，全部是一手货
源进行现场特卖，将中间商的利润
让利于消费者，因此价格才会如此
优惠，羊绒衫低至198元，羊绒裤低
至98元，羊绒围巾、手套、护膝特价
30元，加厚护膝护腰羊绒裤特卖价
198元。

为回馈市民朋友对买够网“暖
冬羊绒节”的支持，主办方特意准备
了多重福利：1、活动期间，凡到买够
网生活馆门店并转发活动信息的消
费者，即送高档丝巾（90cm×90cm）
一条；2、购物满500元，加1元送指定
羊绒衫一件；3、购物满600元，加39
元送指定羊绒大衣一件（数量有限，
送完即止）。
买够网生活馆第二届“暖冬羊绒节”

地址：成都市金牛区花牌坊街
185号（省档案馆隔壁），可以乘坐4、
7、37、62、340路公交车抵达附近。自
驾前往，有停车位。

咨 询 热 线 ：028-86626666、
028-87533742

烂牙残根、吃饭费劲、说话漏风，你是否还在忍受？
缺牙导致胃肠负担重，牙好胃口好才能更好抗寒

拨打健康热线报名
30份4860元种牙补贴限量领
进口种植体特价3880元/颗

今日“大雪”
买够网生活馆与您“温暖”相约
第二届“暖冬羊绒节”正在火热进行中，羊绒围巾、手套、
护膝特价30元，羊绒裤特价98元，羊绒衫特价198元

（广告）

从2014年起，成都高端奢侈品商
圈逐渐从红照壁、天府广场转移至春
熙路IFS、太古里，美美力诚渐渐陷入
经营困境。根据公开年报，2014年、
2015年及2016年上半年，力诚百货营
收分别为11.37亿元、8.44亿元、2.46
亿 元 ；净 利 润 分 别 为 6549.06 万
元、-4405.34万元、-2431.07万元，下
滑幅度巨大。

2014年美美力诚曾经宣称，在

全国各大百货开出百余家直营专卖
店，但之后不久就陆续关闭了大部
分外地店铺。记者通过启信宝查询
发现，力诚百货位于全国各地的20
多家分公司的经营状态大部分显示
为注销或吊销。

面对经营困境，美美力诚也曾
多次尝试转型：比如自建电商团队
尝试跨境电商；重推自营的多品牌
集合店；2015年9月进驻线上奢侈品

售卖平台寺库；2016年推出属于美
美力诚的美起APP；2017年6月和赫
美集团合作开启城市季库奥莱，但
多重措施并没有挽回经营颓势。

此外，城南首座项目也被业内
认为是美美力诚如今走入困境的重
要原因之一。按照之前计划，美美力
诚旗舰店选址于此，然而原定于
2014年开业的旗舰店，直到今天仍
未开业。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吴丹若

经营——
根据公开年报，2014年、

2015年及2016年上半年，力
诚百货营收分别为11.37亿
元、8.44亿元、2.46亿元；净
利 润 分 别 为 6549.06 万
元、-4405.34万元、-2431.07
万元，下滑幅度巨大。

债务——
2017年6月，一家商业银行向成都市中级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令力诚国际贸易
股份有限公司按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借款本金
2.97亿元，并清偿利息及罚息。

欠税——
成都市国家税务局发布欠税公告，截至

2017年4月30日，成都美美力诚百货有限公司
欠增值税279余万元，力诚国际贸易股份有限
公司欠增值税2056余万元。

承载了成都
人最早奢侈品卖场

记忆的老牌高端百货
——美美力诚，如今正面

临前所未有的困境。
近日，多名成都美美力诚

百货公司离职与在职员工在人民
南路的天一店门口讨薪，47名美美

力诚在职员工现场提交了身份证复印
件，登记了欠薪明细，申请劳动仲裁。
多名公司员工告诉成都商报记者，美美

力诚2015年就开始迟发工资，到2016年4月，部
分员工的工资开始长时间被拖欠。2017年6月开

始，很多员工工资停发，欠薪总金额高达数百万元。

美美力诚曾是成都的顶级高端
卖场，众多国际大牌、独家设计师品
牌入驻，品牌构成丰富，深受消费者
喜爱。其在成都拥有川信店、天一店
两家店铺，毗邻而立，在很长一段时
间内与仁和春天百货、仁恒置地广场
支撑起了红照壁、天府广场商圈，是
成都高端零售业代表和时尚地标。

力诚百货实际控制人、董事长
陈龙曾是西南百货行业的领军人
物。1999年，陈龙获得奢侈品牌菲
拉格慕中国首个分销权。以此起
家，陈龙陆续获得了十余个国际品
牌代理权。

成都美美力诚曾是成都拥有
世界顶级品牌服饰最多的商场。

2004年至2011年，GUCCI、爱马仕、
Tiffany&Co、Chloé、BOTTEGA
VENETA、Chaumet、Versace等数十
个世界顶级品牌先后入驻，其中很
大一部分都是登陆成都的首店、旗
舰店。

然而近几年来，美美力诚百货
面临巨大资金缺口。

曾是成都顶级高端卖场

2015年，力诚百货（833860）登陆
新三板。有员工向记者证实，在上市
之前，美美力诚曾以每股8元的价格
向多位管理层员工发行股份，1万股
起卖，钱直接打到董事长陈龙私人账
户，承诺在挂牌后尽快促使他们直接
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多位员工离职
后申请退回这些款项，得到的只是一
次次推脱。2017年4月，力诚百货股票
停牌，7月11日宣布终止新三板挂牌。

除了上市融资，陈龙还曾多次
股权出质换取资金流转，但收效甚
微。2017年3月，陈龙将持有的力诚
百货627.5万股质押，借款1882万
元；而2016年10月，陈龙用1800万股
质押借到了1亿元。

即便如此，美美力诚在这些年
来，依然面临巨额欠款和多起法律诉
讼。2015年至2017年6月，陈龙旗下的

美美力诚百货、力诚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已拖欠川信大厦租金和物业费等
达到2100余万元。2013年，四川力诚
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曾租下IFS两间店
面，但到了2016年7月，成都市锦江区
人民法院判决四川力诚百货股份有
限公司支付所欠租金、商场服务费等
各项费用，计80.76万元。

2012年12月，力诚百货以城南
首座项目为抵押物，获得了成都某
商业银行巨额贷款。2017年6月，由
于力诚百货经营长期亏损、公司现
金流紧张、运转困难、涉诉较多，该
商业银行宣布所有贷款提前到期，
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法院判令力诚国际贸易股份有
限公司按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借款本
金2.97亿元，并清偿利息及罚息。这
是陈龙目前已公开的最大单笔债

务，此外他还拖欠了不少外地建筑、
装修装饰公司款项。

在一份今年8月的执行裁定书
中，锦江区人民法院对原告上海蓝
顶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陈情，除了
37300元银行存款，查明力诚百货没
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法院执行
因此终结。

而成都市国家税务局也发布欠
税公告，截至2017年4月30日，成都
美美力诚百货有限公司欠增值税
279余万元，力诚国际贸易股份有限
公司欠增值税2056余万元。

2017年，力诚国际贸易股份有
限公司被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列
为失信人，8次被各法院判为被执行
人。成都美美力诚百货有限公司被
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列为失信
人，4次被各法院判为被执行人。

面临巨额欠款与法律诉讼

奢侈品商圈转移，多次尝试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