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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租售
●现有锦江区芙蓉西路481号粮
丰农贸市场3-4层和地下停车场
招租。 本次招租面积共计4605.94
平方米，具体情况详见成都市公
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官方网站
（http://www.cdggzy.com/）。
招租联系电话：85975561

招 商

养老托老
●失能老人病人医养护84386875

声明·公告
●陆欢（513433xxxxxxxx0225）
遗失成都心怡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开具的成都恒大天府半岛
二期车位A区地下室负一层914�
车位款收据 （编号152964金额
148500元），声明作废。
●本人罗星遗失房地产经济师
专业技术资格证书， 证书编号：
96046，特此声明。

●地址： 成都高新区万象南路
199号中海九号公馆， 车位号
1310、合同【编号ZHJHGG（C）
1310】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成都捷力达科技有限公司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51019809
9874022）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市怀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
830600540433） 经股东决定注
销公司。 请相关债权债务人于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申报
相关债权债务。

●青羊区发源金沙美发店营业
执照（工商注册号51010560011
0443） 正副本及税务登记证
（纳税人识别号513030197911�
110028）正副本遗失作废。
●2015年8月7号到2017年4月1�
号， 陈小清担任四川爱妮贝贝
家政服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负责人；2017年4月1号至今， 肖潇
和刘振兴担任实际负责人，全权
负责公司经营，特此声明。
●温江骑士花溪牛羊肉米粉店 营
业执照 （注册号 5101236003��
43801）副本遗失作废。

●四川大书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公章(5101099914637)遗失作废。
●杨明执业药师注册证 （编号
511312015289）遗失作废，执业
单位：四川科创大药房连锁有限
公司。
●成都市青羊区巧巧儿干杂店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1010
5600072201)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金牛区蓉聪日用品经营部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51113�
119750829162301)遗失作废。
●成都宜享康贝家具有限公司
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6510068��
757501，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第七支行，
账 号 ：51001479008051555766，
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市乘丰投资理财信息咨询
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830866979799）经股东决

定注销公司。请相关债权债务人
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申
报相关债权债务。

微信号：miumiu19890815� � �
QQ号：2413397691
QQ号：847451695

种植牙行业聚焦：
“超级种植体”为什么更适用半口/全口缺牙者，马上还能吃东西

“超级种植体”推广第2期，厂家特别开放100颗免费种植体名额申请（仅限全口/半口、多颗缺牙者）
通过四川名医热线028-60160000优先预约

由于饮食习惯、口腔保健意识、地
区骨骼特征等因素的影响，蓉城中老
年的缺牙问题一直不容乐观。所幸，
2017年“即刻用”种植牙的到来改善
了这一现状，不仅可以快速解决缺牙
问题，当天种当天用，还做到微创低
痛，轻轻松松就“长”出一口新牙了。不
过，即刻用种植牙虽好，但对牙槽骨有
一定的要求，加之很多老人缺牙时间
长，又长期佩戴活动假牙，牙槽骨已经
严重吸收，此时，想做“当天种当天用”
已是“为时已晚”。

所以，“即刻用”种植牙自落户蓉
城之后，不断地和数字化、人工智能等
先进技术结合，就是为了能进一步扩
大“即刻用”适用范围，特别是“超级种
植体”的引进，这款来自意大利的高端
种植体是特别针对牙槽骨不良的患者
而设计，其强大的骨愈合能力和优秀
的初期稳定性，成为“即刻用”专用的
超级种植体，让过往“种不了牙”的老人
不仅可以种，还能“当天种当天用”，稳
固耐用，终生质保。

问：我了解到您一直在关心和关
注着中国足球。现在许多人认为中国
足球甚至比您在中国执教那时还要
差，您同意这种观点吗？如果这种说
法是正确的，您认为中国足球的问题
在哪里呢？

答：我百分百的同意这种观点，
之前甲A的球队实力都很强。比如辽
宁，比如大连、北京国安、还有上海的
球队，每支球队中都有许多出色的球
员。以四川全兴为例，那时有马明宇、
邹侑根、姚夏、黎兵和魏群等；大连的
还有郝海东、李明、张恩华等人，而且
当时的外援的质量也比较高。我认为
之所以造成目前这种情况的原因，主
要在于之前中国足协对于未来好像
没有一个明确的计划，之前绝大多数

足球学校都隶属于当地足协，僵化的
体制反而影响了年轻球员的培养和
发展。并且，随着资本大举进军足球，
一些中国球员好像是为了钱在踢球，
而之前的球员，他们都是带着欲望为
了生存而踢球。当然，我相信从现在
开始到未来几年，中国足球会出现新
一代的优秀球员。

问：在中国期间，您被冠以“性格
强硬”的标签，在四川和深圳执教时，
也与队员发生过冲突。在这些事情
里，您都是态度非常强硬的一方。作
为“中国通”，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表
现，可能会给你在中国的职业前景带
来不利因素？

答：我不认为会是这样。人们了
解我的为人和性格，而且诚实的品

格总是为我打开生活的大门，中国
的球迷想念我，为什么？因为他们认
可我的强硬性格和执教。在四川执
教时，一场重要比赛前，一名球员喝
得烂醉如泥，我为此能做什么呢？还
有在深圳，人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情。我的诚实和工作都是为了足球，
就是这样。

问：如果放到现在，您还会那样
态度强硬地去对待这些情况吗？

答：时间改变了我，也改变了中
国足球。今天的我更有经验，与球员
的关系处理得更好了，而且职业足球
在中国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

问：有球迷哀叹“中国球员一代
不如一代”，现在的中国球员中，缺乏
你当时执教时那种特点鲜明的球员。

对此，你怎么评价？
答：也许我会是解决办法。因为

国外来的教练有时不太懂中国球
员的心理和文化。训练和比赛中，
他们希望中国球员像在欧洲联赛
里那样踢球。这对于中国足球来说
简直是疯狂的，所以球员的水平也
就下降了。

问：一些媒体报道，在2000年中
国足协曾经邀请您担任国足主帅，但
被您拒绝。这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
您为什么拒绝呢？

答：是的，这是真的。我当时会见
了中国足协一位副主席。之所以没有
达成一致，是因为双方在长远规划、
球员选拔和薪资待遇上没有达成共
识。他们提供的薪资待遇，比深圳甚

至比四川还少。
问：做个假设，如果当初你同意

成为中国队主教练，你觉得中国队取
得的成绩，会比现在更好吗？

答：我对此百分之百肯定，在那
时，我对中国足球非常了解。当时雇
佣米卢蒂诺维奇是个错误，他将李明
踢出国家队名单，但那时他是中国最
好的中场。米卢蒂诺维奇没有展现出
执教中国队的能力，有的只是营销。

问：如果中国足协在未来邀请您
执教，您是否会接受？

答：如果中国足协来邀请我，那
简直就是奇迹。当然了我肯定会接
受，我总是梦想中国足球到达巅峰，
即使没有钱，我也会用我的知识和经
验帮助他们做到这点。

因为传统种植牙理论上要求
种植体要零负荷，不轻易摇动，才
能很好地进行骨结合。就像种上
一棵新树，不停摇动和负重是很
难生根发芽的。因此，传统种植牙
都需要在植入种植体后，等待
3-6个月的骨结合期，才能戴牙，
如果是半口、全口缺牙，数个月满
嘴的种植体也会带来很大不方
便。而“即刻用”种植牙技术不同
的是，可以实现“即拔、即种、即
用”，在种植体植入后，就能马上
戴牙吃东西。

这一技术来源是，二十几年前

欧美种植牙专业人士通过无数次
的实验发现，刚种上的种植体适当
的负载可促进成骨结合过程，通俗
一点说就是，如果能够控制种植体
咬东西力量不大不小正合适，并且
持续稳定在这个数值，刚种上的种
植体就可以较快实现吃东西，并且
还有利于种植体很好的生根发芽。
另外，“即刻负重”也要求患者的牙
槽骨满足一定的骨量，种植体植入
后具备优秀的初期稳定性，才能实
现“即刻负重”，不然的话，就算戴
好牙，也导致种植体脱落或变形，
种植最终失败。

“即刻用”种植牙高难领域资深专
业医师蔡明河介绍，“即刻用”是精密
力学设计在医疗领域的运用，得以实
施离不开智能技术的支撑。通过全息
扫描技术实现可视化，这不仅仅需要
牙槽骨厚度、骨密度、神经分布等口腔
内数据，还需咬肌、颞肌、翼内肌和翼
外肌等咬合肌数据共同构建口腔力学
模型，咬合力智能系统全程参与设计，
通过调整种植体的位置、角度、深度，
确保它能支撑合理范围的咬合力。而
3D种植导板启到导航的作用，按照系
统所设计的模型精准地将种植体植
入，建设好稳固“桥墩”，让“拱形连桥”

牙冠使受力均匀地分布到牙槽整体，
这才算完成一项种植牙“优质工程”。

而“超级种植体”采用了微米级的
表面处理工艺，可在血液循环的作用
下迅速地与牙槽骨紧密结合，就像生
命力顽强的大树，迅速生长根系，让重
新激活萎缩的牙槽骨，并且具备初期
稳定性，不仅可以有效提高种植牙手
术满意度，也为“即刻负重”创造了有
利的条件。可以说“超级种植体”的出
现，扩大了智能牙科“即刻用”技术的
适用范围，即使是牙槽骨严重萎缩的
高难病例，也能顺利种牙，还可以实
现“当天种当天用”。

上周，“超级种植体”首发亮相蓉城
就引发了不小的反响，上千市民通过四
川名医热线028-60160000咨询。“超级种
植体”西南地区推广第二期，意大利厂商
特别提供100颗免费种植体，并承诺终身
质保，让蓉城缺牙市民不仅可以舒适、快
速地种上一口好牙，而且后续的牙齿使
用也有了长期的品质保障。免费种植体
名额优先开放给半口/全口缺牙市民，本
报读者可通过028-60160000进行优先申
领，先到先得。

刚种下的种植体可以马上戴牙吃东西
以前为什么不可以？

“超级种植体”的“即刻用”应用
让更多的半/全口缺牙者实现“当天种牙当天用”

“超级种植体”
100颗免费名额
优先开放给

半/全口缺牙市民

时间
改变了我

20年前他率领四川全兴闯进三甲

还差点担任国足主帅

目前在横滨FC与三浦知良共事

独家专访塔瓦雷斯——

问：四川球迷心中，你是一
个很独特的存在，他们广泛认
为在你带队时期的那支四川
队，是四川足球史上实力最强
大、特点最鲜明的时期，而你极
具个性化的执教风格，也让他
们着迷。那么，在你的心中，四
川对于你，有着什么样的意义？

答：四川足球在我心里和
生活中都是很特别的，我在成
都度过了自己职业生涯最美好
的时刻之一，当然还有广州松
日。但是四川球迷对我来说很
特殊，直到今天我在四川还有
许多好朋友。

问：经过一段很艰苦的时
期后，四川足球在今年终于又
有了3支职业足球队，其中有一
支在甲级联赛，您对于四川足
球有什么建议吗？

答：黎兵是四川FC的主教
练，而且在他周围还有一些当
时与他相伴的球员。黎兵正处
在他的教练生涯很好的时期。
当然，如果他们需要我的建议，
我就在日本，不算太远。

问：你当年在四川队时的
前任，克罗地亚人米罗西，现在
也在四川一支球队中担任技术
总监。那么你呢，你有没有重回
四川执教的可能？

答：我一直梦想着回归中
国足球，而且四川对我来说永
远都是最特别的。我希望米罗
西和教练们能够把四川足球带
到原属于他们的位置。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
撰稿 闻亚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何鹏楠

如果需要建议
我就在日本
不算太远

当时请米卢是个错误
我会把中国队带得更好

关于中国足球

1999年，塔瓦雷斯成为四
川全兴队主教练，在他的带领
下，四川全兴队打出了令人痴迷
的攻势足球，在很长的时间里都
占据积分榜头名的位置，直到倒
数第二轮，都有夺冠希望，尽管
最终获得联赛第三，但这已经是
四川足球在职业联赛史上的最
高排名。正因为如此，在很多四
川球迷心目中老塔有着特殊的
地位。而对于塔瓦雷斯来说，四
川以及四川足球，也有着非常特
殊的意义，当他在全世界“流浪”
时，他始终关注着四川足球。

关于四川足球

1998年，塔瓦雷斯被时任广州松日官员的王学智带到了中国，他就将名
不见经传的广州松日带到了甲A第四，这让塔瓦雷斯名声大噪，并在转年执教
四川全兴，带领四川足球在1999年联赛中，取得第3名的佳绩。

遗憾的是，极具个性的塔瓦雷斯第二年就离开四川，此后辗转中国足坛多
支球队，除了深圳队之外，塔瓦雷斯还曾执教过广州太阳神和重庆力帆，2003
年他从重庆下课，2009年，塔瓦雷斯短暂重返中国，担任深圳队技术总监职务。
2010年，塔瓦雷斯成为海地国家队的主教练，险些带队闯入巴西世界杯。2017
年，他前往日本，执教横滨FC。

在中国执教期间，塔瓦雷斯大多数时候是一个“愤怒中年”的形象，他跟球
员在更衣室内大打出手，跟媒体关系紧张，经常进行骂战，还动手打过记者。在
大多数中国媒体的笔下，塔瓦雷斯是个小气、张扬、桀骜不驯、口无遮拦的人。

尽管塔瓦雷斯的个性有目共睹，但他的执教能力还是打动了当时的中国
足协。后来在接受外媒采访时，塔瓦雷斯透露，在2000年的时候，中国足协曾有
意聘请他出任中国国家队主帅。虽然巴西人最终拒绝了这份邀约，但他还是为
足协起草了一份让中国联赛更加专业化的草案。

在上上轮日本J2联赛中，横滨FC主场0比0战平福冈黄
蜂，52岁的三浦知良首发出场，搭档2001年出生的17岁小将
齐藤光毅，这也刷新了由他自己保持的现役球员最年长登场
纪录，而这一相差35岁的组合，也吸引了外界足够的眼球。

在职业联赛中，竟然敢派出52岁的“老年人”上场比赛，相信不知
情的人看到这样的消息，第一反应肯定是“主教练疯了”。说起来，这位
主教练，与中国足球乃至四川足球渊源颇深，他就是曾经带领四川全
兴在上世纪末的甲A联赛中掀起黄色狂飙，获得历史最好成绩的巴西
人塔瓦雷斯。这位四川球迷口中的“老塔”，当年在中国联赛执教时就
以极具个性的风格而著称，没想到如今在日本执教，竟然更加“疯狂”。

从2009年彻底离开中国足坛，迄今已经10年，那个曾经让四川球
迷“疯狂”的老塔，这些年都干了些什么，他是否还是那样张扬地含着棒
棒糖，一边怼记者怼球员，一边带领球队打出令人痴迷的进攻足球？作
为不多的在中国和日本联赛都执教过的教练员，对于中日两国足球最
近20年迥异的发展路线，他有怎样的看法？本赛季四川足球有了三支职
业足球队，展现出一丝复苏的迹象，老塔有什么样的建议？

带着这些疑问，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撰稿人对塔瓦雷斯进行
了专访，对话中，可以感受得出已经步入花甲之年的老塔，性格已然圆
融，但偶尔露出的峥嵘，依稀带着他当年怼天怼地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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