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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即刻用”种植技术，有着“即
拔、即种、即用”的显著技术特点，受到
许多年纪较大，身体耐受力差的市民欢
迎。选择“即刻用”种植方案无论是前期
拔牙、种植牙手术、还是术后恢复，都要
求在微创无痛中进行，并且要求一次手
术当天完成，这对医护团队、设备、技术
平台都是极大的考验。所以在成都有

“即刻用”永久落户资格的成都某口腔
医院就曾经这样形象比喻：“我们在用
一个成都市二级口腔医院的力量，落户
这项先进的种植牙技术”。在落户技术
的基础上还邀请即刻用北京地区推广
专家来蓉，集合西南地区优秀种植牙医
师组成技术小组，在即刻用种植牙技术
的基础上不断尝试，2018 年率先提出

“AI+即刻用种植牙3.0”，开始探索智能
口腔与即刻用种植牙的结合。

虽然“即刻用”技术提升对落户医
院是巨大的考验，但对于想做“即刻用”
种植牙的市民来说，却是好处多多，首
先之前复杂的手术方案，现在变得全程
可模拟可预知，直观可视。其次，“即刻
用”技术针对半口全口缺牙，只需要
4-8颗种植体，并能做到“即拔、即种、
即用”的效果，这样一来，不仅是大大降
低了手术时间和创伤，还缩短了治疗周
期和手术费用，让以前望而却步的半
口、全口种植修复，变得更简单更经济。

据了解，专属成都市民的蓉城智能
口腔健康卡持续申领中，一张卡等于一
个家庭免费“口腔诊断、保健、洁治、建

档、种植牙补助”等综合一体的家庭口
腔健康卡。因为智能牙科资源的稀缺，
所以蓉城口腔健康卡目前只能进行小
范围的尝试，面向蓉城市民限量发行
2018 张。首批蓉城口腔健康卡将优先
提供常住成都且年满 50 岁的缺牙老
人，可拨打热线：028-69982575 领取，
因为蓉城卡仅限量 2018 张，申领情况
火热，咨询市民过多，希望市民谅解，我
们会第一时间回复。

最后，凭借成都百年口腔医疗技术
沉淀，联合上海的国际化、深圳的智能
化共同打造一体智能口腔共建平台，希
望以成都为起点，拉开全国口腔医疗产
业升级大幕。让探索进行，让改变发生
……

商务部：
愿在相向而行前提下
扩大自美进口

针对日前中方发布的中美经贸磋
商声明，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7 日
表示，中方的立场是一贯而且明确的，
不希望中美之间贸易摩擦升级。望美
方能够与中方相向而行，推动中美两
国经贸合作平衡协调发展。

为落实在华盛顿达成的有关共
识，6 月 2 日至 3 日，中美双方经贸团
队在北京举行了坦诚深入磋商，在诸
多领域取得了积极的、具体的进展。声
明还提出，如果美方出台包括加征关
税在内的贸易制裁措施，双方谈判达
成的所有经贸成果将不会生效。

高峰在商务部当日召开的例行发
布会上表示，中美双方在上周末的磋
商中，就一些具体的贸易合作领域，特
别是农产品、能源领域进行了深入、具
体的探讨。中方愿意在相向而行的前
提下，扩大自美进口。

他表示，改革开放、扩大进口是中
国的既定战略，中方愿意从包括美国
在内的世界各国增加进口，满足中国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高质量经济
发展的需求。中国市场在不断增长，今
年 11 月中国还将举办首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中国欢迎世界各国有竞
争力的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将营造国
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提供更加便
利、透明、可预期的贸易条件，使包括
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企业受益。

高峰说，有关此次中美经贸磋商
的细节，目前尚待双方最终确认。中美
建交近40年来，两国经贸合作虽然历
经风雨，但始终不断向前，实现互利共
赢。中方愿意通过对话与磋商，不断扩
大合作，妥善化解分歧。希望美方能够
与中方共同努力，维护中美经贸关系
稳定健康发展。 据新华社

智能牙科引爆蓉城，
“即刻用”成蓉城中老年种牙新选择

50岁以上读者拨打本报健康热线028-69982575可领取“蓉城口腔健康卡”
了解种植牙的

缺牙者都知道，传统
种植牙技术，手术过
程长，术后还需要
3-6个月修复期才
能戴牙，许多老人家
的身体状况是承受
不了的，在引进“即
刻用”技术之后，“即
拔、即种、即用”技术
成为蓉城中老年缺
牙者的新方式。到底
即刻用技术是如何
实现即拔即种即用
的呢？为什么即刻用
技术会选择成都这
家口腔医院作为蓉
城的落户机构呢？我
们做了一番了解。

要了解“即刻用”种植牙，必须先要
说一下传统种植牙，为什么传统种植
牙不能马上种牙和戴牙，还要等3-6个
月？罗君医生谈到，传统种植牙简单来
说分三步，首先通过医生诊断，确定适
合的种牙位置，通过翻瓣打孔，然后在
缺牙区植入一个种植体，即“人工牙
根”。3-6 个月后种植体与颌骨牢固结
合(即“成活”)，再在种植体上部戴上精
心制作的牙冠，整个种植步骤就完成
了。但是传统种植牙对缺牙者的牙槽
骨条件，年龄，身体条件以及身体耐受
程度都有非常严格的界定，所以很多
人因为时间太长不想做，还有一部分
是不能做。

那“即刻用”技术是如何实现即拔

即种即用的呢？罗君医生透露说，即拔
即种关键在牙槽骨的质量和了解程度，
负重在于种植体受力点和受力方式。

“即刻种植牙”技术，采用数字化口腔
CT 全景机，在术前获得个人牙槽骨密
度、高度、宽度等精密数据，通过计算模
拟整个口腔力学和组织结构，避开密集
的牙神经。手术过程中，医师沿着种植
导板将种植体植入牙骨中，确保种植牙
方向、角度、位置、深度都与之前设计的
力学点精准一致，并将过去单一负重的
方式，设计成现在可以整个口腔组织多
角度分力。这也就让“当天种牙、当天戴
牙、当天吃东西”成为了可能。这也就意
味着，不用等恢复期，你当天做种植牙，
当天就可以享口福。

“即刻用”如何实现即拔即种即用呢？ “即刻用”技术提升，更加大了落户医院的难度

个税递延养老险试点落地
上海开出全国第一单

6 月 7 日，太平洋保险在上海签
发了全国首张个税递延养老险保单，
投保客户为我国首架国产大飞机
C919 首飞机长蔡俊，这意味着个税
递延养老险试点政策正式落地实施。
中国人寿、泰康养老、新华人寿、平安
养老、太平养老也陆续在上海市场投
放相关产品。

个税递延养老险是指个人购买
符合规定的商业养老保险的支出，允
许在申报个人所得税时，按一定标准
税前扣除，至领取商业养老金时再征
收个人所得税的一种商业养老保险。
自 2007 年起，上海保监局积极推动
个税递延养老险试点，持续开展试点
准备工作。2018年4月12日，《关于开
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
点的通知》正式出台，要求自 2018 年
5 月 1 日起，在上海市、福建省(含厦
门市)和苏州工业园区三个地区开展
试点，为期一年。

据悉，截至目前，上海共有 12 家
保险公司符合开展个税递延养老险业
务的经营要求，个税递延养老险产品
共分为收益确定型、收益保底型、收益
浮动型等三大类，体现了“收益稳健、
长期锁定、终身领取、精算平衡”的原
则，参保人可根据自身条件和风险偏
好选择购买一款或多款产品。

上海保监局表示，下一步将密切
关注试点过程，认真总结试点经验，加
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及时解决试点问
题，严守风险底线，力争在实践中探索
出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方法，供全国
其他地区借鉴使用。 据新华社

砸穿屋顶的陨石
眼看要砸在手里

被陨石击穿屋顶的村民
成天在家守着等待买家

这些天，三十岁的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勐海县
曼伦村村民玉拉显得有些惆怅，因一个“天外来
客”打破了她家里原本宁静的生活。

此时，她的心情犹如刚坐了一场过山车，起
伏不定。

成天在家守着这块陨石，田地里的农活到底
还干不干？她忍不住一次又一次地问自己。

村民手中的黑色物体究竟是不是陨
石？陨石有哪些特点又如何分辨？

云南天文台科普中心常务副主任张
兴祥一直在关注整个事件的报道与进展。
他告诉记者，发生在云南南部的是典型的
火流星现象。

由于还没有得到权威部门检测的相关
信息，目前还不能完全证实在西双版纳勐海
县勐遮镇曼伦村搜寻到的物体就是陨石。

“但村民屋顶被高速运动的物体击
穿，所得到的黑色物体大小、形态，以及表
面约一毫米厚的黑色熔壳，符合陨石的基
本特点。”张兴祥说，与2017年10月4日在
云南省迪庆州香格里拉出现的火流星略
有不同，那次流星坠落在野外，难以搜寻，
或许已燃烧殆尽，很难判断；而这次坠落
在有居民生活的区域，所以能很快找到，
且没有被污染，很难得。相关信息的真实

性已得到勐遮镇相关负责人的证实。
多年以来，经常有人声称找到了陨

石，但经专家鉴定，这些“陨石”多为假货。
由于陨石是“天外来客”，确定其真假

需要扫描电镜或电子探针等仪器来鉴定，
肉眼只有辅助的作用，但人们不妨可以了
解一下常识。

首先，从外观看，陨石在大气层中燃烧
磨蚀，形态一般为浑圆或无棱无角；其次，
陨石在经过大气层时，有极高的温度导致
陨石表面熔融，产生了一层微米至毫米级
的玻璃质层，这就是熔壳，人为很难仿冒；
第三，陨石与普通石块最显著的区别在于
其通常具有较强的磁性，用小块的铁质金
属或磁铁一接触，立时可辨。“当然，最可靠
的还是切片取样，并由中国科学院地球化
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
究所等权威机构来鉴定。”张兴祥补充说。

首先首先，，是一个科学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

你捡到的，就是真陨石？

6 月 1 日晚，云南昆明、西双
版纳等地的网友看到一个发光的
火球，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划过
天际，疑似陨石坠落。

次日，有爆料称，西双版纳州勐
海县有村民搜寻到了“宝贝”……

奇遇奇遇//
屋顶被砸出小窟窿
“足足有84克”

1 日晚上，玉拉带着孩子像
往常一样在家中睡觉，一声巨响
将她们惊醒，落地的声音似乎来
自于家中。由于晚上天太黑，她决
定第二天再去看个明白。

果不其然，屋顶被砸出了一
个小窟窿。这枚如鸡蛋大小的石
头落在了地上，外表呈现黑色，砸
裂的地方却是白色，她还是第一
次见到这种“天上掉下来的宝
贝”，采访到这里玉拉情不自禁地
拉高了说话的分贝。她说“后来称
了一下，足足有84克。”

惊诧惊诧//
有人为石头出价23万
为瓦片出价500

村民们在曼伦村发现陨石的
消息不胫而走，玉拉家也成了媒
体和其他村民关注的焦点。

随后几日，她接到了无数个陌
生的电话，都是和她捡到的这块陨
石有关，不少人甚至愿意出高价购
买。对方开出的价格从10万逐渐
攀升到23万不等，这令玉拉心动
不已。最让她百思不得其解的是
——竟然有人出价500元，想要买
被陨石砸落的“瓦片”。

彷徨彷徨//
给之前出高价的人打电话
对方却不愿再买了

然后，她看到朋友圈有人说
陨石可以卖到 500 万，在玉拉看
来，这等同于是中了彩票大奖，而
且还没有出一分本钱。在这期间，
有人建议她赶紧把陨石卖掉，但
也有人劝导她不要卖，她彻底陷
入了困惑和犹豫之中。

“后来我给之前愿意高价收
购陨石的人打电话，对方却不愿
再买了。”玉拉沮丧地说。短短几
日，事情的变化让她有些始料未
及，当地的村民都加入到“寻宝致
富”的大军中。

如今，玉拉不得不放下田地
里的农活，成天守护着这块不能
言语的石头。还有不少外地人闻
讯赶到她的家里，但他们只是来
瞧一眼传说中的陨石，拍几张照
片后就匆匆离去。

蒋维是中国科学探险协会陨石科学
考察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此次西双版
纳的“陨石雨”后，他与陨石专家张宝林教
授一起赶到了云南，寻找陨石。

“现在的价格与我最初从村民手中购
买的时候相比，已经上涨了数十倍。”蒋维
说，“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据说是有人
从村民那里高价购买陨石，这样的消息一
传开，捡到陨石的村民就都希望高价出
售，价格就被炒了起来。我就看到过一块
20克左右的陨石，被人以2.4万元的价格
买走。”

陨石的价格该如何衡量呢？
蒋维认为，对于科学研究来说，衡量

陨石价值的因素包括来源、发现时间、结

构等，例如如果是来自月球或者火星的陨
石价格肯定会比较高，而一些小行星的陨
石价格就比较一般，而越“新鲜”的陨石价
格也越高，因为新落地的陨石上面会携带
着很多科学信息，这对研究者来说是很有
价值的。而对收藏陨石的人而言，可能更
在意陨石的样子以及它们背后的“故事”。

那么，这次云南坠落的陨石现在的价
格合理吗？

蒋维表示：“这次陨石属于球粒结构，
虽然具有科研价值，但是也比较常见。我
感觉这次坠落的陨石的叫价已经远远超
过了它的实际价值。我们已经将收购的那
一批陨石快递给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
研究所进行检测和研究了。”

其次其次，，是一个价值问题是一个价值问题

陨石专家目睹20克卖到2.4万

记者查询后发现，除了此次西双版纳
的村民现场销售陨石外，在网络购物平台
及陨石爱好者的QQ群，出售陨石的人并
不在少数，陨石的售价也从每克几十元到
数万元不等，但绝大多数都在每克几十元
或者数百元左右。

对于现在被炒高的价格，一位研究陨
石多年的专家表示，陨石的定价目前并不
具备统一标准，这次西双版纳陨石有的被
炒到每克数万元，他表示难以理解。

勐海县勐遮镇人民政府4日对外发布
了一条消息，称目前曼伦村等地掀起的搜

寻陨石热潮，外来不知名人士进村找陨石
的人越来越多，经外来人士鼓吹陨石价格
1 克甚至价值 5 万，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加
入到搜寻队伍中来，甘蔗地、水田、村寨内
外到处都有陨石搜寻者，给村民正常生产
生活带来了一定影响。

“请大家理性看待陨石坠落事件，不
要盲目想通过找到陨石来达到一夜暴富
的目的，美好生活都是需要靠自己的努力
和付出创造的。陨石最主要的价值是科研
价值，虽然有一定的收藏价值，但并不能
以此作为陨石定价的依据。”

当然当然，，也是一个心态问题也是一个心态问题

搜寻者涌入 当地劝导别追求一夜暴富

炒作资本离场之时 就是“雪崩”之日媒体观点

蒋维的研究方向就是陨石，6月3日他
便赶到了云南。“当时已经有很多村民在
寻找陨石了，这一次陨石坠落之所以会引
起这么多人关注，我觉得主要是和去年发
布的‘陨石悬赏令’有关。”

2017年10月4日，西双版纳地区就曾
经发生过一次陨石坠落事件，当时中国科
学探险协会为了能够找到一块陨石，发布
了一份“陨石悬赏令”，开出了每克1万元
的“悬赏”奖金。但是那一次最终没有人能
够找到陨石。

目前，陨石收藏市场已经成了一片鱼
龙混杂的“江湖”，不光是陨石的价格被炒
出了“天价”，就算花了“天价”，买到的很
可能还是一颗假货。有业内人士坦言，现

在国内有专门的买卖假陨石的组织，编造
伪科学文章，常年进行一些洗脑活动，并
且在各地有自己的分会。他们经常组织所
谓的陨石交流会，开具没有任何资质的陨
石鉴定书，上当受骗的人不计其数。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总有一部分人
对于利益的嗅觉比别人更灵敏。他们在这
个市场尚未形成规范，游戏的参与者都不
够专业的时候，率先抢到话语权，利用信息
的不对称，打造出一个“不为人知的暴富行
业”，引诱他人入场。而当先入场的投机客
赚得盆满钵满，炒作的资本离场之时，也就
是这个“暴富行业”的雪崩之日。对于普通
人来说，入局容易出局难。你确定在尚不规
范的陨石市场，能全身而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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咋办？

疑似陨石物体从天空中划过，夜空被照亮

村寨内外到处都有陨石搜寻者

发现陨石，给村民正常生活带来影响

被砸穿的屋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