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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广告代理事宜。欢迎客户在ＱＱ上留言咨询
广告

招 聘
●聘工装装饰公司预算员及木
工、泥水、电工、乳胶漆施工班组，
电话85218438。

养老托老
●失能老人病人医养护84386875

搬家公司
●宏运搬家84446188★85147988

店 铺

“豪华游轮”两百元
“刷”了可涨千余票

为这事，拒绝给侄女投票的他“和亲戚闹僵了”……

数家提供投票平台开发服务的数家提供投票平台开发服务的
网店表示网店表示，，礼物收益可返礼物收益可返。。对于礼物对于礼物
收益收益，，培训机构一位老师称培训机构一位老师称，，是电子是电子
平台方操作的平台方操作的，，她不清楚她不清楚。。律师表律师表
示示，，如果钱到学校如果钱到学校，，学校就涉嫌盈利学校就涉嫌盈利
行为行为，，就涉嫌违规就涉嫌违规。。

33元元———爱心气球—爱心气球————1515票票
1010元元———可爱小熊—可爱小熊————5050票票
3030元元———温馨玫瑰—温馨玫瑰————150150票票
5050元元———精致跑车—精致跑车————250250票票
100100元元———商务飞机—商务飞机————500500票票
200200元元———豪华游轮—豪华游轮————11001100票票

近日，智能牙科及AI+即刻用3.0
种植牙技术全面落户蓉城的消息一
公布，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成都引
起巨大反响，迅速在众多缺牙老人
中传播开。随着父亲节和端午节的
到来，许多牙齿松动严重、活动假牙
不牢固的老父亲们开始发愁了，这
粽子也吃不了，跟儿女的聚餐也是

不能吃，所以这几天，本报健康热线
028-69982575便收到了众多缺牙老
人的电话，热切问道：“真的不用等
几个月吗？真的可以当天种完就吃
东西？高龄可不可以种？骨量不足可
不可以做？”等等问题，还有专门问
种牙之后能不能吃粽子的，我们特
别为老人家吃得好开心，但是也更

想 为 他 们 解
决问题，让他
们 吃 上 惦 记
许久的粽子。
为 了 能 够 让
市 民 对 这 项
可 以 当 天 种
牙，当天可恢
复 咀 嚼 的 技
术 有 更 好 的
了解，我们特
地 在 此 解 答
广 大 市 民 的
疑问。

AI+即刻用是怎么做到
“当天种牙、当天戴牙”的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还有另外
一个问题 ：“即刻用”技术在结合人工
智能之后真的可以实现“当天种牙、当
天戴牙”吗？答案是肯定的。为什么这
么说呢？那就要从传统种植牙说起。

传统种植牙技术已经成熟应用了
数十年，使缺牙患者重新拥有新牙，重
新焕发希望。但是，传统种植牙仍然存
在种种问题：复诊次数多、创伤大、疼
痛不适、手术时间长，特别是修复时间
长，需要等待3~6个月。而缺牙患者大
多数为中老年人，他们对于疼痛和手
术耐受性比较低，而且，时间对于老人
来说更是珍贵，他们更加珍惜生命。正
因如此，成都这家口腔机构以二级口
腔医院的建院标准和数字化种植牙中
心的建设，依托上海的国际化、深圳的
人工智能以及成都口腔医疗的百年历
史积淀，创造性地融合成一个口腔医

疗产业升级平台，并通过坚持不懈的
努力，引进“即刻用”种植牙技术落户
蓉城，并在此基础上与人工智能结合
提出“即刻用”3.0种植牙技术，实现微
创无痛种植和即刻负重，无需翻瓣拆
线，全部手术一次完成，当天做种植
牙，即刻就可以用牙吃饭了。而“即刻
用”3.0技术是如何实现当天种牙，当天
就可以吃饭的呢？这就依赖于人工智
能技术的参与了。

AI+即刻用创造性地将人体工程
学原理、数字化技术以及人工智能深度
结合。数字化技术为种植牙提供可视化
视野，在手术前就准备测算出种植位
置、角度、深度等数据，并衔接3D种植导
板，环环相扣，保证了手术精准实施。精
准种植大大减小手术创伤，为即刻种植
和即刻负重创造了有利条件。作为即刻
用的核心技术，“即刻负重”极为巧妙地
运用力学设计，创造性地让一个种植体
使用可以整个口腔组织多角度分力，通
过受力的模拟分析，寻找牙槽骨最佳受

力点，让“当天种牙、当天戴牙、当天用
牙”最终成为可能！

骨条件差的高龄老人可不可以种？

不仅可以种，而且“即刻用”技术
本身就专门针对老年人的骨头条件有
一套体系化的种植规范和流程。“即刻
用”核心技术主要就是针对“多颗缺
牙、半口全口缺牙，当天种牙、当天
用”，所以针对高龄老人多颗缺牙和半
口全口缺牙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即
刻用”种植牙都是属于量身定制的，让
缺牙多时间长，牙槽骨流失严重、牙周
炎严重、口腔情况综合问题多等一系
列情况，都能快速种上一口好牙。“即
刻用”技术修复半口、全口缺牙只需要
4~8颗种植体，只要患者口腔情况良
好，30分钟左右即可完成种植，而且
即拔、即种、即用，不会给生活带来诸
多不便，整个手术过程舒适、安全，经
济又实惠。

在与人工智能结合之后，让每一

例种植牙手术的术前信息采集更精
确，包括口内的各项数据、还有上下颌
窦的状况，在术前可以预知种植角度、
深度的模拟种植效果。同时，还能够更
准确地调动咀嚼肌肉，口腔组织力学
牵引、完美恢复媲美真牙的面部生理
力学。精确、精准地在心电监护的保驾
护航下，用微创无痛的手术方式，平均
3~5分钟植入一颗种植体，当天种牙，
当天戴牙，可以正常饮食。让来到智能
牙科的每一例“即刻用”种植牙用户，
实现术前、术中、术后的系统保障，这
不仅让广大市民做种植牙更安全放
心，也让大多数80~90岁老人不再面临
不能做种植牙的遗憾，能更放心更有
保障地做种植牙。迄今为止，“即刻用”
成功种植最大年龄的案例是104岁！最
后在这个父亲节与端午节相遇的节日
里，希望每一位父亲，都有一口好牙，
开开心心享受美食，享受生活。今天拨
打本报热线028-69982575不仅可领
取“口腔健康蓉城卡”，更可享受父亲
节特别预约，只要您是一名年满50周
岁的父亲，就可以享受一次“即刻用”
种植牙3D数字化方案设计，并可预约
北京“即刻用”种植牙知名医师会诊。

智能牙科引领蓉城种植牙新趋势
“AI+即刻用”获全城热议

拨打本报健康热线028-69982575 领取“蓉城口腔卡”并咨询“即刻用”种牙

替娃拉票不稀罕，如此投票可曾见？

花
钱
买
名
次
？

6月15日晚9点，成都一家培训机构举办的儿童才艺比赛网络票选结束。排名榜单
上显示，参与者129人，总投票数137912，访问量141674，其中，4名小朋友得票过万。

陈先生的侄女参加了这次比赛。几天前，陈先生侄女的父母将投票页面分享到亲
戚群，邀请大家买“礼物”帮女儿投票，亲戚们50元、100元、200元地刷着“跑车、飞机、
游轮”，侄女的票数随之疯长，但陈先生一度“拒绝投票”。

随后，陈先生和亲戚在微信群里闹僵了。陈先生表示，他乐意花钱为侄女买真实、
有益的礼物，而不是花钱买名次——让小朋友养成“有钱就能拿荣誉”的观念。

围墙倒塌5人惊险逃生

龙泉驿区的陆女士常年在甘肃
做生意，本月她和家人回龙泉驿区洛
带镇，玩了几天后准备开车回甘肃。
11日中午，天下着大雨，他们的车就
停在屋外，车旁是隔壁玉带花苑小
区的围墙，最高处离地面约4米。一
行5人上了车，“刚刚发动车子，就听
到‘哗’的一声。”陆女士坐在后排，

“当时眼前突然黑了，然后头和脖子
疼。”因为事发时的惊慌，他们甚至
都记不起当时是怎样下的车。

下车后他们才发现，玉带花苑
小区的围墙倒了近十米，杂乱的砖块
密集砸在车顶，前挡风玻璃也碎了。

“这辆车是2014年买的，当时落地花
了25万多，没买车损险。”陆女士说。

16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在事
发现场看到，一辆黑色汽车的前挡
风玻璃被砖压塌，一根高约40厘米
的砖砌柱子砸在后备箱上。记者沿
未倒塌的围墙发现了至少4处明显
裂缝，最宽一处可以伸进一根食指。

开发商：围墙保修期“早过了”

在玉带花苑小区，一名自称姓
刘的男子介绍，小区按照建设的先
后顺序分为一期和二期，出事的围
墙和一期于2008年修建。他去年接
手小区二期的物管工作，同时代管
一期物管事宜。他认为围墙倒塌和
下雨关系大。不过，随后刘先生又否
认了自己的身份，他称自己是以“个

人的身份参与协商。”如果谈定了赔
偿，自己私人掏钱。

小区开发商是成都新志实业
有限公司，一位参与了协商的工作
人员向记者表示，围墙确实建于
2008年，建成之后他们就已完成移
交，围墙属于小区的附属设施，“保
修期是2年，早过了。”

律师说律师说法法

应按照《侵权责任法》
划分事件中的责任

四川广力律师事务所邢连超律
师认为，应按照《侵权责任法》划分
事件中的责任。《侵权责任法》第八
十六条的规定，建筑物等设施倒塌
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建设单位与施
工单位承担连带责任，建设单位、施
工单位赔偿后，有其他责任人的，有
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

北京市君泽君（成都）律师事
务所陈小虎律师则认为，建筑物、
构建物或者其他设施倒塌有多种
原因，“有的是因质量不合格，有的
是由于年久失修，不宜都由建设单
位、施工单位承担责任。”陈小虎表
示，如果建筑物等设施因超过合理
使用期限、业主擅自改变承重结构
等特殊情形造成的，被侵权人可以
依据第八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依
法请求建筑物的管理人、使用人等
其他责任人承担民事侵权责任。

成都商报记者 彭亮 摄影报道

6月13日，陈先生的微信里弹出一条消
息：我是XXX，第XX号，正在参加新天艺

“天艺童星”决赛。这条消息，是亲戚发在亲
戚群内的，XXX是他侄女的名字。

点开消息页面，手机上弹出“新天艺教
育 新天艺‘天艺儿童’决赛”几个大字。页面
往下拉，罗列了129名小朋友照片和视频。点
开视频，其中多为钢琴类才艺展示。

“这种投票也见得多了。”陈先生没有多
想，立即为侄女投上一票。投票完成，投票按
钮暗淡下去，活动规则显示：“（活动）期间每
个微信号每天可投一票。”

第二天，陈先生再次点开投票页面，突
然 发 现 其 中 一 名 小 朋 友 的 票 数 猛 涨
6000——原来还有其他办法可以投更多的
票：在页面“礼物点”功能中，每1元人民币可
兑换1点，通过点数，可购买礼物，礼物包括，

“爱心气球、可爱小熊、温馨玫瑰、精致跑车、
商务飞机、豪华游轮”6个种类，分别需要3
点、10点、30点、50点、100点、200点，微信支

付后，可分别投出15票、50票、150票、250票、
500票、1100票。

在亲戚群中，亲戚们纷纷为侄女购买礼
物，侄女的得票数也随之飞涨。而陈先生却
拒绝购买礼物，他称，这种投票方式不正规，
而侄女的父母告诉他：“爱投不投，不投算
了。”投票页面显示，小朋友的家人可通过网
页上的清单，知道有哪些人投过票，每个人
花了多少钱，“完全一清二楚。”

“我们直接在微信群里斗气了。”陈先
生告诉成都商报记者，目前他和侄女的父
母已经闹僵。“碍于情面，最后我还是买了
架‘飞机’。”页面清单中，陈先生的投票数
为501票。

陈先生称，亲戚告诉他买礼物投票是一
种“激励手段”，为的是让“小朋友内心感到
付出有所回报”。陈先生并不认同，他认为
100元、200元并不算多，但通过花钱买“礼
物”投票，会让小朋友养成“有钱就能拿名
次”的观念。

6月15日晚9时，“新天艺教育 新天艺
‘天艺儿童’决赛”网络投票收官，排名榜单
上显示，参与者129人，总投票数137912，访
问量141674，其中4名小朋友得票破万、15名
小朋友得票破千，排名最后的30名小朋友，
得票为零。

榜单上排名第一的小朋友，最终得票为
23642票。陈先生介绍，为侄女投票，亲戚们
大概花了2000多元，而她的票数比第一名的
一半还少得多。

在“活动奖品”页面的底部，显示有该比
赛的活动规则，在规则（二）中，标题为“禁止
刷票”。规则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什么是刷
票？如何判定刷票？主办方解释道：不是正常
人为拉票，机器人、假人、同IP、后半夜陆续
稳定涨票等（视为刷票）；票数在短时间内不
正常地大量快速增长，或者同一个ID出现重
复投票的现象，当热度低于投票总数值时，
即可判定为刷票。而热度的意思是打开网页
的次数，每打开一次，热度增加1个数值。

那么，送礼物是否是刷票？主办方解释
道：“不是，礼物为友情体现的一种形式，不
视为刷票！”

规则（三）为“礼物功能声明”，主办方写
道：赠送礼物，除增加票数外无任何其他功
能，所有礼物均为用户自愿购买，购买礼物
后，本平台不退不换，参与投票奖品价值有
限，不要恶意攀比，恶意竞争，本平台不承担
任何法律责任。主办方特别提醒，礼物功能
为技术提供方内置功能，所得收益与主办方
无关。对此陈先生与侄女的父母有过沟通，

“这肯定没进小朋友和家长的腰包”。
6月16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电话联系

到该活动的主办方海伦·新天艺教育，对方
未就记者的提问作出回复。17日下午，成都
商报记者再次致电，一名姓唐的老师接受了
采访。

对于礼物收益，唐老师称，是电子平台
方操作的，这个她不清楚，“你们可以查”。记
者问是哪家电子平台，她回答：“好像是一个
什么传媒公司，平台方做网络方面的东西，
我们也不专业。”

对于买礼物投票的方式，唐老师表示
“没觉得”这不符合主办方“学艺做人，德艺双
馨”的口号，“我们只是提供一个孩子展示的
机会，至于投与不投票，完全是家长自愿。”

通过网络搜索“投票制作”，成都商报记者找
到30余家提供投票平台开发服务的网店。记者看
到，其中13家网店提供的投票模板版面，与“新天
艺教育 新天艺‘天艺儿童’决赛”的投票模板高
度一致。记者联系到其中4家网店，“超创科技”的
客服人员向记者发来3份案例样本，说这些模板

“功能一样，没差别，样式不同而已。”记者将“新
天艺教育 新天艺‘天艺儿童’决赛”的页面发给
该客服人员，问“能不能做这种”，他回复：“嗯嗯，
所以我们也能达到你的要求。”

另一家名为“曼巴V科技”的网店，也向记者
发来案例样本，打开样本，是一个环保作品投票
活动的投票页面。成都商报记者看到，其页面排
版与功能也与“新天艺教育 新天艺‘天艺儿童’
决赛”的页面高度一致。

成都记者继续询问两家网店：“买礼物的收
益怎么算？”“超创科技”客服人员回复：“一人一
半吧。”随后记者尝试砍价，他最终答：“当然你如
果有服务号可以你自己全得。”对此，“曼巴V科
技”回复：“你有认证服务号吗？开通了支付功能
吗？没有的话礼物收益返你70%，有的话全返。”

而记者咨询到的另外两家网店，虽然模板也
高度一致，但不提供“礼物”功能。

“家长和孩子应该意识到其中逐利行为的本
质，拒绝参与。”对此，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项目
官员、独立儿童工作专业顾问杨海宇点评道，这
类的网络刷票活动，对于儿童的所谓成就感并没
有帮助。实质上，这样的活动对于那些得票数较
低的孩子，还会有负面的影响。

杨海宇说，刷票或者刷礼物的行为，与大众
对于儿童才艺的评价并无关联。对于用钱刷礼物
的孩子，票数高低是由金钱投入高低决定的。对
于那些没有刷礼物的孩子，零票并不能代表才艺
的水平。但是如果家长和孩子对此中的规则不清
楚，自信心会受到打击。

“该刷礼物的行为在评优过程中存在不公平
的情况，但我个人认为不存在违法的行为。”北京
市君泽君（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小虎表示。他
认为需要注意的是，卖礼物的平台是否有资质，如
果没有资质，会存在非法经营的行为。最后，看钱
的走向是否公开，如果钱到培训机构，培训机构就
涉嫌盈利行为，就涉嫌违规，教育管理部门或工商
部门可以做相应的处罚。 成都商报记者 王拓

送礼物不是刷票，
是“友情体现的一种形式”

主主//

办办//

方方

投票模板网店有售
客服称礼物收益可返

暗暗//
访访

“若钱到了培训机构，
就涉嫌违规”

律律//

师师

人没事，车毁了
谁来赔？

离地4米高围墙倒塌，砸向车里五人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
联销“3D”第2018161期开奖结

果：794。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
国联销“双色球”第2018069期
开奖结果：红色球号码：06 13
17 19 23 31，蓝色球号码：12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 3 第
18161期开奖结果：473，直选：
7504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3：0
注，每注奖金346元；组选6：12278
注，每注奖金173元。（10858819.71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
18161期开奖结果：47371 一
等奖：54注，每注奖金10万元。
（234604458.74 元 奖 金 滚 入 下
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 7 星彩第

18069期开奖结果：1004308 一
等奖0注；二等奖8注，每注奖金
31191；三等奖150注，每注奖金
1800元。（12479596.87元奖金滚
入下期奖池）

足彩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
第18076期：21110120
一等奖140注，单注奖金7317元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
胜平负
第18075期：331010311311
一等奖3注，单注奖金66790元

体彩

福彩

兑彩票

“哗”的一声，车里5个人眼前一黑，下车才发现，是旁边离地高约4米的
围墙倒塌，压到了车上。围墙是隔壁玉带花苑小区的，残留的围墙上还有多
处肉眼可见的裂痕，宽处可以伸进食指。开发商表示，围墙在十年前修好后
已经移交，而代管小区物管事宜的刘姓人员表示，自己去年才接手，对于裂
缝“没有注意到过”。龙泉驿区洛带镇政府和当地八角井社区几次协商开发
方、刘姓人员和车主们协商，但并没有达成一致。双方也决定走诉讼途径。

陆女士的汽车被倒塌的围墙砸中

收
益
去
哪
了
？

礼物购买界面（网络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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