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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中考各批次录取日程安排出炉

中考第一批7月10日开录

智能牙科+大数据：
开启蓉城半口全口缺牙，无痛即刻种植新里程

许多植牙者在热线028-69982575中表达对“当天种牙当天用”的喜悦并推荐预约智能种牙

雷雨季节来临，成都进入
炎热多雨的夏季，许多老人家
想在这个时候赶紧把牙齿种
好参加养老院的异地避暑养
老行程，所以最近在“智能牙
科”也迎来了牙科就医的小高
峰，不少的缺牙者拨打热线
028-69982575表示担心，
认为看牙、拔牙、种植牙一定
就是很痛的，所以对于缺牙修
复，就一直有所犹豫。其实，牙
科医学发展日新月异，在一般
正规口腔医院，无痛拔牙和看
牙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
了。特别对于种植牙，这种以
中老年患者为主的科室，考虑
到中老年人身体耐受能力，更
是力求无痛和快速地去处理
每一台手术，智能牙科更是与
大数据结合，在无痛种植牙方
面的处理更是从“术前、术中、
术后”全线延伸，在手术时间
上，要求平均3~5分钟植入完
成一颗种植体，30分钟可完
成全部的种植牙手术过程，4
颗种植牙就可以恢复半口牙
的咀嚼力。这一点，不仅得到
患者的认可，更得到众多蓉城
口腔同行的赞誉。

智能口腔为了“即刻用”种植
牙技术的优化和提升，全面进口
了新一代的CAD\CAM数字化化
牙科设备和系统，通过全口CT扫
描，测出缺牙部位的牙槽骨高度、
宽度、紧密度，并全息以1：1的比
例上传系统，并计算中相应的种
植位置、深度、角度、承重力的参
数。这些数据，精度可达0.1毫米。
医生通过分析这些三维数据，前
期在电脑上先进行模拟种植牙，
并与智能口腔百万口腔案例库比
对之后，选择更适合缺牙者的种
牙方案，然后，3D打印出种植牙
导板，来确定种植更合适的位置、
角度及深度，从而实现种植牙稳
定固位。同时，它还可以帮助“即

刻用”手术时避开重要的神经和
血管，从而大大提高了种植手术
的安全性。与数字化设备无缝链
接，进行“即刻用”种植手术时，不
翻瓣、不拆线，只需要肉眼几乎看
不见的微小切口，全程做到微创
无痛种植。

“即刻用”技术与大数据和
云计算技术的结合，让尖端技术
的优势互补结合，目前在内地是
很少见的，同时颠覆了传统种植
牙的盲区。但是，即刻用技术对
落户医院的要求非常的高，不仅
要求落户医院要有相关的口腔
医院资质，更要求落户医院对种
植牙技术的理解和案例的累积，
还必须要配对全套的数字化系

统以保证即刻用种植牙的实施，
所以直到2017年，即刻用种植牙
都没有真正的在蓉城落户。直至
2017年底，智能口腔才以成都市
二级口腔医院的建院标准和每
年对数字化系统和人工智能相
关领域的投入建设，并拿出极大
诚意与即刻用技术研发者几次
沟通，终于得以将该技术落户蓉
城，并邀请即刻用北京地区推广
医生集合西南地区资深种植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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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一步步
去实现。

一般来说，半口和全口牙缺失者的
掉牙时间都比较长，牙槽骨已严重萎
缩，加之这些人群大部分是高龄老人，
身体机能下降，部分还存在心脏病、“三
高”等慢性病，可以说，这几乎是种植牙
中难度系数最大的。而“即刻用”智能种
植牙是如何在攻克半口和全口修复的
困难，还做到“即拔、即种、即用”的呢？

“即刻用”种植牙北京地区推广医生及
西南地区“即刻用”3.0研发团队李建君
医生透露，“即刻用”的核心技术是即刻
负重，它是精密的力学设计，将一个种
植体使用设计成可以多颗种植体多角
度分力，突破了传统种植牙的时间瓶
颈。而它的实现关键在于人工智能的辅
助和医生的。可以这样说，我们在攻克
一项极高难度的挑战，还要求自己要创

造新纪录。事实证明，无论是‘即刻用’
种植牙技术推广的北、上、广等大城市，
还是“AI+即刻用3.0种植牙”在现在成
都的普及，是半口全口缺失、高龄、骨条
件差等疑难缺牙的极佳修复方案。

最后，种植牙医生提醒，种植牙目
前是比较理想的缺牙修复方式，但中
老年人身体耐受力比较弱，特别是高
龄和有心脑血管方面问题的，更要尽
量少受疼痛的刺激。术前应该详细检
查，有条件的话选择无痛“即刻用”种
植 牙 ，还 可 以 拨 打 热 线 ：
028-69982575预约时间与已经做过
“即刻用”的缺牙者交流，如果需要体
验智能牙科的数字化技术或者预约北
京“即刻用”医师就更需要提前通过
028-69982575预约挂号。

“即刻用”3.0种植牙
以大数据为依托的无痛微创种植

4/8颗植体恢复半口/全口咀嚼
更适合多颗缺牙甚至全口缺牙老年人

买滋补品看着打粉更放心

前日，买够网生活馆将特卖四宝
粉的消息发布后，许多感兴趣的市民
打进热线咨询相关情况。家住水碾河
路的张阿姨说，前些日子她在某展会
买了一袋三七粉，回家一吃，味道发
辣，觉得不对劲就扔了。“我看了四宝
粉的介绍，很适合我现在的情况，我
信任买够网这个平台，滋补品每样自
己选好，看着打粉更放心。”

“去年你们特卖四宝粉，我就来
给父母买了4斤，不仅品质好，而且吃
起来方便。”家住八里小区的市民朱
先生是买够网的老客户了，他说，这
次不仅要给父母买，还要帮重庆的亲
戚买，“他们都是听了我父母的推荐，
说要试试。”

买够网生活馆店长高伟表示，正
是考虑到现场打粉更有保证，所以买
够网在举行四宝粉特卖活动时，没有

直接引进成品，而是以单品特卖的形
式来搞。三七、丹参、西洋参、石斛都
是原产地直销，低价特卖。

购买灵活 价格实惠

为了方便市民购买，特卖会上的
四种滋补品都是分别称重，市民可根
据需求来组合打粉。比如，如果您选
择60头规格的云南三七、山东产的小
支西洋参、云南产人工种植的丹参以
及紫皮石斛干条，那么按照1：1：1：1
的配比打出来的四宝粉只要281.5
元/斤。当然，如果您不想购买滋补四
宝粉，以上四种滋补品也可以单买。

特卖会现场提供免费打粉服务，
主办方准备了两台非常专业的打粉
机，打出来的粉非常细腻。如果您是
买来送人，可选择将打好的粉装进精
美的罐子里，还可以贴标签；如果是
自用想要方便，可以选择将打好的粉
装进自封袋里。 （余兰）

三七288元/斤 丹参38元/斤 西洋参0.8元/克 石斛0.8元/克

今起特卖四宝粉 专业机器现场打磨
来买够网生活馆门店下单赠送清热白花蛇舌草一袋 章丘铁锅继续换购

经历12道工序，再过18遍火候，
1000度高温锤炼，经过36000次锻打，
直至锅如明镜……喜欢章丘铁锅的朋
友，本周可继续到买够网生活馆门店
来换购。特卖价398元的章丘铁锅，拿
家里的旧锅来门店，不分材质、无论新
旧、无论大小，一律可当100元花，相当
于每口章丘铁锅只要298元。

52度白金醇酒248元/4瓶

上周，买够网生活馆与厂家合作，
为大家带来茅台集团白金酒公司出品
的52度白金醇酒。该酒每瓶500ml，一
箱4瓶，特卖价248元。本周，贵州好酒
特卖继续，欢迎大家到店品尝、购买。
白金醇酒系出名门，是贵州茅台集团
白金酒公司推出的又一新品。采用茅
台镇优质水源，本地小红粮、小麦为原
料，酿出的52度浓香型白酒更是柔棉
醇厚，口感甘冽净爽、芳香沁人，具有
空杯留香持久、挂杯度好的特点。

云南三七：60头规格，288元/斤
40头规格，388元/斤
25头规格，588元/斤

铁皮石斛干条：1.2元/克
紫皮石斛干条：0.8元/克
山东产西洋参（小支）：0.8元/克
加拿大产西洋参（大支）：1.6元/克
云南丹参（人工）：38元/斤
云南丹参（野生）：128元/斤

时间：2018年6月29日（周五）~7月1日（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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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

近年来，中老年朋友圈非常流
行一种养生方子，名曰四宝粉，这是
用三七、丹参、西洋参、石斛按照1：
1：1：1的比例打磨而成的粉。如今，
许多商店都有打磨好的四宝粉出
售，不过一些追求性价比的朋友，还
是喜欢自己挑选品质上乘的单品来
打四宝粉。

为了满足市民的需求，今日至
周日，成都商报买够网生活馆将专
场特卖滋补四宝粉。市民来生活馆
门店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不同规格、
价格的三七、丹参、西洋参、石斛组
合打粉，最低只要281.5元就能买
到一斤滋补四宝粉。

滋补品价格

买够网生活馆四宝粉特卖会

四宝粉怎么吃？专业人士建议，温开水冲服，早晚各1次，每天5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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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记者从成都市教育局获悉，成都中考
阅卷、统分工作已于近期结束，目前正在进行成
绩的最后校验，6月30日将通知考生成绩。市招
考办提醒考生及家长：请选择适当的时间查询、
打印自己的成绩，尽量避开高峰期，以免造成网
络拥堵。考生查询的中考成绩不包含按政策规定
享受的各类加（降）分，考生在填报志愿时，应将
自己的加（降）分考虑在内。

考生如果对本人成绩有疑问，可向就读初中
学校（或者报名点）提出复核申请，由于复核结果
与填报志愿密切相关，申请复核的考生应于7月
1日16：00前办理复核手续，过时不再办理。6月
30日下午15：00起，成都市中考网上填报志愿系
统开通。

今年中考录取将于7月10日开始，各批次录
取的具体日程安排如下：

收费人员态度恶劣
发票疑为假票

锦江区海椒市街金桂园小区门口，开
有几家小有名气的餐馆。26 日晚 7 时许，
市民杨女士驾车来此地吃饭，她将车停在
了小区门口的空位处。一个半小时后，当
她准备驾车离开时，却被三四名男子拦住
了去路，并要求收取 15 元停车费，理由是

“停车时间过长”。对此杨女士并不乐意，
她认为15元停一个半小时太贵。杨女士还
称，该停车处没有临停标志，也没有停车
线划分，“从现场来看，那个地方属于公共
区域。”

杨女士称，整个收费过程中，几名男子
没有着工作服，也没有佩戴相关证件，而且
态度非常恶劣。杨女士支付了15元停车费，
领到发票后，她将发票代码输入相关税务
网站进行查询，结果却显示无法查询，疑为
假发票。杨女士认为，这种行为涉嫌强制收
费，“是谁给的权利？”

收费标准存疑
发票代码无法查询

27日晚8时许，记者驱车来到金桂园小区。
车刚停稳，一名中年男子来到车窗前，询问“要
停多久”，接着又说“9点之前离开只收5元”。记
者注意到，该停车处约有10个停车位，小区门口
的“金桂园停车场收费价目公示”显示，停车起
价为5元/小时以内，1小时以后2元/小时，不足
1小时按1小时计算。此前杨女士停车一个半小
时收费15元，已经超过了该收费标准。

记者询问该中年男子是否为小区组织
的收费，该男子点头表示默认，称：“反正是
正规的嘛。”支付5元钱后，该男子给了记者
一 张 代 码 为“15101165C001”、号 码 为

“65230551”的发票，发票专用章上写着“锦
江区金桂停车场”。随后，记者将此发票代
码和号码输入国家税务总局全国增值税发
票查验平台、四川省网上税务局相关查询
系统，结果均显示“发票代码有误，请输入
正确发票代码及发票号码。”

不存在
“强制收费”问题

昨日下午，金桂园小区业委会主任
张先生接受了记者采访。他表示，小区门
口直到人行道盲道的路段，产权属于小
区。大概在 7 年前，小区将门口道路两边
的空位画线建立停车场，并取得了营业
执照，是正规停车场，不存在“强制收费”
的问题。

关于发票涉嫌作假的问题，张先生向
记者提供了停车场的10余沓发票存根，通
过税务网站查询，均为正规发票。张先生表
示，这些发票都是在税务部门拿的，他很难
相信小区停车场出现给车主开假发票的现
象：“不排除有个别员工使用假发票中饱私
囊，我们马上就查，查到就把他开除了。”当
日晚7点，张先生致电成都商报记者，称经
过业委会调查处理，已经将涉嫌开假发票
的相关员工开除。

成都商报记者 王拓 摄影报道

小区门口停车 市民收到假发票
业委会：相关员工使用假发票中饱私囊 已被开除

26日晚，市民杨女士驾车前往锦江区海椒
市街吃饭，她将车停在附近一个小区门口。吃完
饭离开时，有三四名男子向杨女士收取15元停
车费，对此杨女士并不乐意，她称该地段属于公
共区域，且自己收到的还是一张假发票。

随后成都商报记者进行暗访，与杨女士一
样，记者收到的发票也无法通过税务网站查询。
该小区业委会回应，不排除有个别员工使用假
发票。27日晚，记者获悉，涉嫌开假发票的相关
员工已被开除。

如果你属于这类人群，
一定要做心脏彩超
四川名医“微坐诊”直通专家为你答疑

今天16：00-17：00，四川省人民医
院心血管超声及心功能科医生王胰，将
做客名医微坐诊，您可以在上述时间段
进入微坐诊直播间，与王医生交流。

在什么情况下需要进行心脏彩超
检查呢？医生指出，一、出现胸痛、呼吸
困难、晕厥等症状，需要确诊或排除心
血管疾病的病人；二、已确诊为瓣膜病、
心肌梗死、先心病、心衰等心血管疾病
患者的随访检查；三、患有高血压、心律
失常等心血管疾病，需要评估心脏功能
的人群；四、在重大手术之前、严重外伤
之后或者特殊化疗药物的使用前后都
需要进行心脏彩超检查。

想知道更多的服务信息吗？赶紧
关注“成都商报四川名医”微信公众
号，点击底部菜单栏目条的“今日服
务”，根据提示进入相应版块，即可直
通名医服务。 （陈阳春）

盖有锦江区金桂停车场发票专用章的发票

第四批录取

7 月 15 日 10：00-16 日 17：00，“5+
2”区域考生网上填报第四批普通高中
学校志愿，考生凭中考网络应用通行证
登录中考网络应用服务平台，进入“志
愿填报”进行填报。

7月18日，第四批第一阶段录取（未
完成计划的省二级以上示范性普通高
中，“5+2”区域市级示范性普通高中、一
般普通高中、民办普高录取），当晚20：
00 前公布第四批一阶段录取学校的录
取分数线，并公布第四批一阶段录取结

果，查询方式同上。
7月19日8：00-14：00，公布剩余计

划，网上补充征集第四批一阶段学校志
愿，考生凭中考网络应用通行证登录中
考网络应用服务平台，进入“补充征集
志愿”进行填报。

7月20日，第四批一阶段补录，17：
00前公布第四批一阶段补录结果，查询
方式同上。

7月21日，第四批第二阶段录取（中
职业学校录取）。

7 月 21 日 17：00 前，公布第四批二
阶段录取结果，查询方式同上。

第一批录取

7月10日20：00前，公布
第一批录取结果，考生凭中
考网络应用通行证（身份证
号和密码）登录中考网络应
用服务平台，进入“录取结果
查询”查询本人录取结果。公
布石室中学（北湖校区）、成
都七中（高新校区）、树德中
学（光华校区）、树德中学（外
国语校区）面向龙泉驿区等
15个区（市）县招生分数线。

第二批录取

7 月 12 日 20：00 前 ，公 布 第
二批录取学校的录取分数线，并
公布第二批录取结果，查询方式
同上。

7 月 13 日 8：00-14：00，公布剩
余计划，网上补充征集第二批学校
志愿。考生凭中考网络应用通行证
登录中考网络应用服务平台，进入

“补充征集志愿”进行填报。
7月14日17：00前，公布第二批

补录结果，查询方式同上。

有关高中阶段
教育学校统一招生
考试相关政策、信
息，考生可登录成
都市招生考试委员
会 办 公 室 网 站
（www.cdzk.org） 、
成都招生考试网
（www.cdzk.com）
查询。

成都商报记
者 张瑾

今年各批次录取的具体日程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