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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观念中，年纪大了，牙齿松动、掉落
在所难免，所以很多成都老人不以为然，凑合
吃点流食；也有很多老人会去安个活动假牙，
但毕竟戴着不舒服、用着不给力，还麻烦；而
追求生活品质的老人会选择种植牙，特别是

“即刻用”种植牙，突破传统种植牙的修复时
间、修复限制等缺点，拔牙、种牙、戴牙，都在
一天完成，早上出门去种植牙，下午回家就用
牙吃上美食。转眼间，“即刻用”种植牙在我市
已落户近一年，这近一年来，已经有约5000名
缺牙市民接受“即刻用”种植牙手术，如今，前
来“智能牙科”做定期复查的老患者也越来越
多，对“即刻用”种植牙还不是特别了解的患
者也可通过种植名医热线028-60160000电话
咨询，不仅有专业的医生做全面的评估，还可
以与做过“即刻用”种植牙的老患者们交流。

“智能牙科”不仅注重术前和术中标准
更是保障每一位患者的术后用牙体验

这几天，“智能牙科”迎来复查的小高峰，
今年初夏以及去年年底在“智能牙科”做了种

植牙的老患者，也都被约来做定期复查和维
护。这些患者聚集在“智能牙科”是既开心又
得意，在等候区热情地跟来初诊的患者交流，
分享他们的种牙故事和用牙感受，让他们得
意的是，他们是蓉城第一批体验“当天种牙
当天用”，当初大家对能“即拔、即种、即用”
的“即刻用”种植牙还犹豫和怀疑的时候，
他们不想等也没有观望，所以比别人更早
拨打 028-60160000 电话预约，更早享受了
一口好牙带来的幸福生活。也由于种植牙
用的和真牙几乎没有什么不同，有的市民
甚至忘记自己曾经做过种植牙，只有医院每
年定期提醒复查和维护时，才想起来原来自
己嘴里还有种植牙啊，纷纷都感叹，一直感觉
是真牙一样。

作为“即刻用”种植牙永久落户和西南
地区的示范单位，智能牙科“即刻用”种植
牙，还承担着教学和科研的任务，不断改良
和优化“即拔、即种、即用”的技术，来推动
行业的发展，并为每一位“即刻用”种植牙
市民建立永久档案。该档案包括，种牙前的
口腔状况、种植时的口腔各项数值、种植后

骨结合程度、有无不良反应、每颗牙的骨结
合程度、受力情况、有无松动和位移等。当
市民全面康复后，每年还定期提供免费的
数字化口腔检查，精确、精准到每一颗种植
体的使用状况，要求为每一例种植牙负责
到底。

选择“即刻用”不仅当天种牙当天用
更重要的是，实现微创精准种植

“即刻用”种植牙落户蓉城以来，由于
“即拔、即种、即用”的技术特点，一般 10-30
分钟就能种出一口好牙，一下获得无数市民
关注，近一年来，已经为数千个家庭带来幸
福的欢笑声。今天，很多对先进种植牙技术
有了解的市民都会说道：“种植牙其实很简
单的，几分钟就可以种一颗牙，做完就能吃
东西了。”不过，在成都，“即刻用”之所以有
越 来 越 多 缺 牙 老 人 选 择 ，并 不 仅 仅 只 是

“快”！“智能牙科”的蔡明河院长介绍道：
“今年，智能牙科进行了健康普查、案例征集
等多维度的口腔大数据收集，数据显示，缺

牙人群主要集中在中老人群体，而且这个群
体伴随着缺牙颗数多、缺牙时间长、身体条
件差等特征。智能牙科在做‘即刻用’种植牙
的改进和升级时，也充分考虑到这一点，如
何让中老年缺牙人群种牙不痛苦、不折腾、
不等待，是智能牙科努力的方向，而现在我
们实现的方式，就是将数字化、人工智能、
3D 打印技术与种植牙技术结合，去实现精
准、微创、高效种植。”

值得一提的是，“即刻用”种植牙的核
心技术之一的 3D 打印种植导板。术前的模
拟种植，可以极大程度地避开损伤牙组织、
神经、血管等位置，而 3D 打印种植牙导板
就是将计算机的精密测量和预测极大程度
转化为现实，一切都在可视化、可预测、可
控制的范围内，所以种植位置又精准、速度
又比较快，甚至 10 多分钟就能在合适的位
置上种一颗种植体，避免传统种植牙因“翻
瓣术”造成的创口大问题，实现了微创种
植，手术过程几乎感觉不到疼痛。可以这样
说，3D 打印种植导板的应用是种植牙告别

“盲种”的标志。

油价明天或下调
或刷新年内最大跌幅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新一轮
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11月16日24时开启。

卓创资讯测算，92#汽油将下调 0.30
元，0#柴油将下调0.33元。

成品油或刷新年内最大跌幅

卓创认为，本计价周期以来，国际油
价创下了 34 年来最长连跌，其中美国原
油连续十余交易日下跌。受此影响，本轮成
品油调价“二连跌”局面基本坐实。卓创资讯
测算，11月12日收盘国内第7个工作日参
考原油变化率为-7.65%，对应汽柴油下调
387元/吨。按照升价折合，92#汽油将下调
0.30元，0#柴油下调幅度为0.33元。国内成
品油跌幅有望再创年内新高。

在此之前，年内的最大跌幅出现在上
个调价窗口（11月2日24时），汽、柴油下调
幅度分别是375元/吨、365元/吨，折合升价
92#汽油及0#柴油分别下调0.29、0.31元。

美原油期货连跌12日

前晚，国际油价持续刷新历史最长连
跌纪录，美油、布油双双大幅下跌。

美东时间周二凌晨，特朗普在推特表
示希望沙特和欧佩克不要减产，他认为基
于供应，油价应该会低得多，此番表态后，
美油持续收跌。

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到期的WTI中
质油期货收跌4.24美元，报55.69美元/桶，
创2017年11月16日以来前月合约收盘新
低；跌幅7.07%，创2015年9月1日以来最大
单日跌幅；连跌12个交易日、更是创下1983
年以来最长连跌天数。1月交割的布伦特原
油期货价格下跌4.65美元，跌幅6.63%，报
65.47美元/桶，连续六个交易日下跌。

受此影响，国内期市昨日开盘后，国
内原油期货主力SC1812、1901、1902等合
约开盘跌停，跌幅5%。原油期货的暴跌
也影响到A股市场。截至昨日收盘，石油
板块位居深、沪两市行业板块跌幅首位。
个股方面，中油工程（600339）、海油工程
（600583）、中海油服（601808）跌幅超过
4%，中国石化（600028）跌逾3%，中国石油
（601857）跌幅近3%。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俞瑶

智能牙科“即刻用”种植牙告别“种颗牙等半年”，80岁也可当天恢复一口好牙
通过本报种植名医热线028-60160000可优先预约“即刻用”技术指导医师会诊（限15名），冬季种牙更当时

最后，为帮助缺牙中老年群体都
能更快拥有一口好牙享口福，本报四
川名医特别联合智能牙科启动“2018
四川省关爱中老年口腔健康援助项
目”，开展会诊活动，并针对中老年缺
牙进行学术案例征集，需符合50岁以
上、多颗牙缺失等条件的市民仅可通
过本报健康热线 028-60160000
进行申请，有机会享受学术案例专项
种牙补贴，另外，本月智能牙科“即刻
用”资深医生将来成都针对本次缺牙
征集案例进行会诊，通过本报热线报
名可提前预约会诊名额（仅限15名）。

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最新规定，本手记
不涉及任何操作建议，入市风险自担。

低价股炒作愈演愈烈
昨天的行情焦点依然在低价股。尽管

深交所发声，要加强对异常交易的实时监
控，但依然挡不住游资的热情。

不过，指数的表现却有些糟糕，沪指
大跌 22.64 点，以 2632.24 点报收，跌幅
0.85%。拖累指数的，是前一段时间表现强
劲的石油板块。

前天，深交所新闻发言人表示，恒立
实业、*ST 长生等股票交易异常，深交所
重点监控，逐日核查，并发出关注函件，督
促相关公司强化风险揭示。

昨天这两只“妖股”表现如何呢？恒立
实业上涨2.51%，全天成交12.82 亿元，换
手率高达31.7%。*ST长生涨停板报收，全
天成交4亿元，换手率高达28.6%。

很显然，深交所的发声，并没有浇灭
游资炒作妖股的热情。不仅如此，其他妖
股也在尽情表演。民丰特纸封死涨停，实
现8连板，亚振家居5连板，哈投股份3连
板；市北高新 8 连板，而且有 7 个“一字
板”……这些个股经过长期大幅下跌之
后，股价早已距离半年线、年线等中长期
均线非常远。而近期的拉升，实际上就是
一种“暴力纠偏”，强行将股价拉升到年线
附近，或者是直接突破年线。

这种“暴力纠偏”的炒作方式，坏处是
普通散户要参与的话，都是去追涨停板。而
好处是在连续涨停之后，这些公司解决了此
前股票流动性严重不足的问题。（张道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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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的时候，人人网的注册用户达
到了8000万，而那时候微信才刚刚起步。

而截至2018年3月31日，人人网的
月独立登录用户数约为3100万，微信的
月活已超10亿。

截至发稿时，人人网股价1.52美元/
股，总市值为1.05亿美元（约7.29亿人民
币）。2011年5月4日，人人网在美国纽约
交易所上市，最高市值一度接近75亿美
元，超过当时的网易、新浪一众互联网企
业。以此计算，上市7年如今市值只剩当
初的零头。

2018年9月人人公司发布的2018财
年第二季度财报显示，总净营收为1.350

亿美元，同比增长582%。财报显示，人人
公司业务主要包括社交网络、二手车业
务和SaaS业务等。2018年第二季度营收
增长迅猛原因主要是因为去年第二季度
推出了二手车零售业务。如今，二手车销
售收入为1.227亿美元，销售收入占比高
达90.9%。

对于此次并购事件，人人网CEO陈
一舟回应称，很高兴为人人网社交平台
业务找到一个新的归宿和起点。而对于
人人网的发展脉络，陈一舟此前接受媒
体采访时就表示，更愿意接受用“非战之
罪”来形容人人网的衰落，“人人网是输
给了发展趋势”。

从市值75亿美元到6000万美元卖掉

人人网 一手好牌如何打烂？

昨日昨日，，人人公司发布公告人人公司发布公告，，其子公司北京千橡网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已同意将其所从事业务中的人人网社交平台业务相关资产以其子公司北京千橡网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已同意将其所从事业务中的人人网社交平台业务相关资产以20002000万美元的现金对价万美元的现金对价
出售予北京多牛互动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出售予北京多牛互动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此外此外，，作为上述资产出售对价的一部分作为上述资产出售对价的一部分，，Infinities TechnologyInfinities Technology（（CaymanCayman））Holding LimitedHolding Limited，，一家专为作为买方母公司一家专为作为买方母公司
而设立的开曼公司而设立的开曼公司，，同意按照双方认可的同意按照双方认可的77亿美元买方母公司估值向人人公司发行相当于亿美元买方母公司估值向人人公司发行相当于40004000万美元的股份万美元的股份。。

人人网，80后的青春记忆，苦苦挣扎了多年，被以6000万美元卖掉了

此次战略并购，人人网是否会在新东家多牛手中出现新的增长点？能否和多牛业务
融合出现互补效应？昨日，多牛传媒董事长王乐接受了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的采访。

“多牛旗下的海量内容，能为人人网社交网络业务带来新鲜血液以及新的服务。”王
乐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多牛此次与人人的融合，至少能带来三个方向的变化。

“首先是社交网络的UGC、PGC极大丰富了媒体矩阵的内容。”他认为通过结合游戏、
科技、动漫、直播、社交于一体，能增强内容领域的社交属性。

其次，人人直播业务的加入是对多牛传媒现有业务板块的重要补充，同时，多牛传
媒旗下众多的泛娱乐媒体又将成为人人直播业务新的增长点。

王乐表示，并购完成后，多牛传媒在传媒大数据领域的积累将获得长足进
步，用户连接的效率将得到有效提高。

为何选择人人网社交平台？“人人网和多牛合作是取长补短的好选择。”王乐认为
作为智能媒体集团，一定会争取同时掌握内容与分发渠道。

多牛并购人人网
同时掌握内容与分发渠道

多牛传媒接受成都商报-红星新闻采访

公开资料显示，多牛传媒旗下有多家游戏平台，包括：中文魔兽
社区NGA、ACG社区以及电玩巴士等，都聚合了大量青年用户。

人人网走到今天，它到底做错了
什么？业内普遍的看法是公司发展战
略出现混乱，“由社交起家，之后却不
再专注社交，而是玩起了跨界。”

2012年下半年，人人网发力游
戏业务。

2014年，转型P2P业务，相继推
出“人人分期”和“人人理财”两大类
业务，并陆续投资P2P创业项目，陈
一舟曾在 2016 年宣称：“今天的人
人已经是一家互联网金融公司。”

2016年，直播风口骤起，人人又
加入“千播大战”的战团。

2018年1月，新年伊始，人人公
司宣布进军区块链。1月2日，人人
公司股价拉升，涨幅超过19.6%；次
日，股价暴涨 47.39%，收盘价高达
18.32美元，已经比肩7年前上市首
日的价格。暴涨仅维持两天，便是连
续多日的暴跌。1月7日晚，监管部
门约谈了人人网，私募退币。人人网
股价随即暴跌30%。之后的股价：18
美元，15美元，12美元，10美元，9.5
美元……直到昨天，1.52美元。

人人网用户王亚晖在知乎回答

“人人网做错了什么”时说：“事实上从
2012年到2014年，人人网几乎没做什
么积极的改动。作为用户最大的感觉
像是技术团队在这两年间处于一种瘫
痪的状态中。在我记忆中接触的人人
网员工在这家并不算太大的互联网公
司处于一种‘自动巡航’的状态。”

从辉煌到逐渐没落。人人公司
3年前曾想要退市，2015年6月，人
人公司收到公司董事长兼 CEO 陈
一舟和 COO 刘建的私有化要约。
根据提议，两人将以每股4.20美元
的价格收购其尚未持有的人人公司
全部发行股。

真正让人人网掉队，始于移动互
联网时代的开启。陈一舟曾多次将人
人网的衰落归结为外部竞争因素，他
曾认为，微信这样一款以即时通讯为
核心基因的产品只有腾讯才做得出
来。而后也有媒体分析认为，人人网
的衰退除了有微信这一竞争对手外，
还因为其自身缺乏用户的原创内容
产出，且手机端用户体验较差。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实习记者 杨程

综合澎湃、新京报

人人网做错了什么

昨日昨日，，有网友大为触动有网友大为触动，，打开久违的登录页打开久违的登录页，，却发现密码再也记不起来了却发现密码再也记不起来了
于是他发起了邮箱找回密码于是他发起了邮箱找回密码，，却发现当年用的邮箱也已不记得密码却发现当年用的邮箱也已不记得密码

于是继续发起了注册手机号找回密码于是继续发起了注册手机号找回密码，，却突然想起大学时使用的号码早已停机却突然想起大学时使用的号码早已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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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5年12月份创办到2018年11
月14日出售，人人网走过了13个年头，
最初它的名字叫做“校内网”。13年，对于
一家公司而言，不算特别长，但它却占据
了诸多80后、90后的青春回忆。

看到人人网被卖的消息，网友一阵
唏嘘。

千与：人人都被卖了，可能我们真的
老了。

海边的狂浪大人：我的大学照片都
在人人，不会没了吧？

小小小小肥象：走过的时光在相册
里，暗恋的姑娘在留言板里，犯过的傻都
在个人状态里。很多后辈不懂校内是什
么，孩子们，那是80后的青春。

随食 ALONG：曾经的校内网，大学
时期的记忆，那个年代最好的社交平台。

VV良家族的大象：学生时代的记忆
都在里面。

秒m秒m：和我男朋友就是校内网
才开始知道彼此的，同高中比我大两级，
现在是在一起的第 7 年，家里也都准备
好了打算明年五一结婚啦，对我俩来说，
人人网简直是满满回忆啊，换个角度想
我们居然熬过了一个网站？！

也有不少网友慨叹人人网没有抓住
发展的大好时机。

大学毕业之后，记者就基本没有登
录人人网账号了，昨天重新登录了一下。
首页新鲜事已经不见踪迹，取而代之的
是网红的直播。想发条动态也不知道在
哪了，只找到发短视频和直播的地方。

记者查看了好友的动态，大部份最
新一条是2012年的。

用户唏嘘 “我和男朋友竟然熬过了一个网站”

平台衰落 上市7年 人人网市值只剩当年零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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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4日，人人网在美国纽约交易所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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