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豹纹
潮不潮

编辑 郑然 美编 杨培央 校对 陈婕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社会06
2018年7月27日
星期五

卧龙保护区
拍到金钱豹

一些缺牙的老年人认为，上了岁数后，缺
牙是属于正常的衰老现象，饭量变小，就只能
多吃些滋补的营养品来补身体。然而在日常生
活中，缺牙老人的生活写照是“面条煮到烂，把
肉剁成渣，青菜嚼不动，水果榨成汁。”因为牙
齿的缺失，硬的嚼不动，筋道的嚼不了，还要承
受面颊凹陷显老、发音不清、牙槽骨萎缩、邻牙
倾斜松动、诱发胃肠病等诸多危害。很多的老
年缺牙者也都知道种植牙好，也想做种植牙，
认为种植牙“吃饭得劲，像真牙一样想吃啥就
吃啥，身体更健康”，但是种植牙毕竟是一个手
术，想种牙的老人家也会有很多的疑虑，在这
里，智能牙科为大家详细解答。

问题一：不少老年人一提到种植牙，第一
个顾虑就是：种植牙会不会很痛？

据了解，种植牙手术是一个较小的牙槽外
科手术，类似拔牙，采用局部麻醉，创伤小，术
后即可进食，几乎无痛苦。一般种植体植入术

只需要几十分钟至数小时即可以完成。由于选
用的是与人体相容性极好的生物材料，种植牙
对人体一般不会产生不良的副作用。

问题二：仍有很多老年人顾虑重重，听说
种一颗牙要花3~6个月的时间，那么种植牙会
不会很耗时间？

智能牙科认为，在大家印象里种一颗牙要
等大半年，这就是让人望而却步的传统的种植
牙技术。做一次种植牙，通常需要花费前后6个
月甚至更多时间。首先，医生要给种牙者拔牙，
然后等待3个月，再让种牙者前来复诊，看看恢
复情况；接着，医生会给市民种植一颗牙钉，然
后再让市民回去等待3个月来复诊，看看牙钉
融合情况如何；最后，医生才会把这颗种植牙
给完成。这样一算，前后要花上半年多的工夫，
还得往返跑上好几次医院。但是在智能牙科，
因为与人工智能和数字化技术相结合，所以种
牙时间大大缩短，牙槽骨条件好还可以达到

“即刻负重”。
问题三：这么大年龄做手术身体能不能受

得住？全口牙都要种，经济能不能承担得起？
事实上，高龄老人由于身体机能下降，手

术耐受性差，同时，心理担忧也会造成老人对
于疼痛过度敏感。因此，“即刻用”专门针对老
年人有一套体系化的种植规范和流程，手术前
的准备更加精细，不仅需要更全面的口内数据
采集，还需对全身进行充分检查，并详细制定
手术预案和应急预案，提前在智能种植牙模拟
系统中预演无数遍，直到有充分把握了才敢开
始手术，手术过程中，心电监护及内科医生全
程参与手术，以极大限度地增加手术的安全
性。“即刻用”修复半口、全口缺牙只需要4~8颗
种植体，只要老人口腔情况良好的话，30分钟
左右即可完成种植，而且即种、即用，不会给生
活带来诸多不便，整个手术过程舒适无痛，安
全种植，经济又实惠。

“7月30日起，不再对行驶证进行签注，我
们与保险公司进行了联网，大家在网上就能实
现这个功能，不需要去窗口或邮政代办点办
理。”据成都市交管局车管所驾管科副科长曾
国庆介绍，驾驶员需要申领免检合格标志时，
可直接通过“交管12123”进行申领，如果保险
信息已联网，无需再提交，如果保险信息没有
联网，只需要用手机拍摄保险信息进行上传即
可。符合受理条件的，工作人员完成检验标志
打印后，交由邮政邮寄给群众，费用15元。

需要提醒的是，若机动车状态为“转出、违
法未处理、事故未处理”等和不符合免检条件
的，不得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将不受理原
因通过短信或网办进度等告知用户。邮政寄递
检验标志时，都不再收回机动车交强险（车船
税）纸质凭证。

实际上，我市已经有多项车驾管业务实线
了“掌上办”，大大简化了流程，方便了市民。

昨日上午11点，在犀浦车管所内，车主张
先生刚刚领取到新车号牌，排队等待安装上
牌。“我在手机上选好号牌，现场扫描一下就能
够领取了，很方便。”张先生说。

随后，记者来到了长征考场。“我上周在手
机上预约科目二考试，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和
远近来选择考场，几分钟搞定。”小王告诉记
者，在“交管12123”上，可以看到最近10日的考
试计划，考试学员可以自主选择考试时间和考
试地点，确认无误后提交

目前，“交管12123”手机APP上开通了补
换领机动车牌证、预选机动车号牌、补换领驾
驶证、驾驶人预约考试等20多种车驾管业务，
从2017年年初至今，成都的驾驶员朋友在这个

APP上共办理了300多万笔各项交管业务，“交
管12123”已是目前驾驶员朋友办理车驾管业
务的主要平台。

曾国庆说，需要提醒市民，在注册成为“交
管12123”用户后，如果要办理例如申领免检合
格标志、预选机动车号牌等业务，必须要到各
分局车管窗口或者邮政代办点进行面签。

不过，今后这一趟驾驶员也可以不用跑
了，用手机就能搞定。

“目前，公安部在广东和南京进行了人脸
识别的试点，在全国推广后，市民无需再到窗
口面签，在手机上就能完成。”曾国庆告诉记
者，四川正在积极推进和探索实现网上实人认
证，自己拍摄自己的人脸识别，录入身份信息，
后台自动识别，预计很快能够实现。

成都商报记者 张肇婷

可爱大熊猫，笑迎八方客

2019成都世警会
会徽出炉

今年11月份正式开放报名

明年8月份，第十八届世界警察和
消防员运动会将在成都进行。这一被
誉为“警察和消防员奥运会”的运动
会，将第一次在亚洲地区举办。

7月26日下午，中国·成都2019第
十八届世界警察和消防员运动会（以
下简称2019成都世警会）新闻发布会
在成都举行。

会议现场，2019成都世警会首次
对外公布了会徽，作为全球宠儿的大
熊猫作为主题设计元素亮相，设计者
恰好是一位成都警察。相关赛事进程
及赛事服务信息也同步公布。

2019年8月8日，第十八届世界警
察和消防员运动会将在成都举行。世
界警察和消防员运动会于1985年创
办，平均每届都有近万人参赛，素有

“警察和消防员奥运会”之称，这也是
世警会第一次在亚洲地区举办。

据悉，2019成都世警会56个比赛项
目将在成都市9个区（市）县的近30个场
馆举行。具体的项目设置、场馆安排、竞
赛规程、赛事日程，以及注册报名等相
关信息，将在2019成都世警会官方网站
上正式公布（官方网站网址：http：//
www.chengdu2019wpfg.com）。

开幕式将于2019年8月8日在成都
市双流区体育中心举行。2019成都世
警会将在成都高新区世纪城新国际会
展中心建立赛事中心，将设置注册中
心、新闻中心、运动员交流中心和纪念
品销售中心四个主要功能区，闭幕式
也将在此举行。

“在社会服务方面，我们将招募培
训超过1800名赛会志愿者和3000名城
市志愿者，并提供数百名各类语言翻
译志愿者。”2019成都世警会筹委会副
主任、市体育局局长谭学军透露，在交
通保障方面，成都市拥有国际航线108
条，其中51条直航航线，与世界五大洲
均有2条以上航线连接。目前成都已开
通6条地铁线路总计179公里的城市轨
道交通网，结合完整的城市公交线路，
以及出租车、网约车、共享单车等社会
资源，将为来宾提供“公交+慢行”的
绿色便捷出行方式。

在安全保障方面，“将构建多层
次、立体化的安保体系，并依托完善的
城市医疗卫生体系和食品安全监管网
络，为赛会提供最好的安全保障。”谭
学军表示。

经层层筛选，发布会现场首次对
外公布了2019成都世警会的会徽标
识。会徽上有一只可爱的熊猫，看起来
憨态可掬。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这个
会徽的设计者来自成都，是成都市公
安局政治部宣传处民警蒋金涛。

“2019年世界警察和消防员运动
会将在成都举行，而成都是国宝大熊
猫的故乡，因此（会徽）标志采用了大
熊猫形象作为主题设计元素，展现了
成都对世警会的重视和对全世界客人
的诚挚欢迎。”蒋金涛称。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今年11月
份，将正式开通报名注册系统。届时，
全世界警察和消防员即可通过官方网
站进行报名。具体的报名指南及报名
大纲可以关注官方网站公告信息。

成都商报记者 颜雪 实习生 苟
月攀 图据成都市公安局

抓拍到的三张照片中，金钱豹的后脑
勺和左侧入画，清晰可见其黄色的毛皮上
布满形似铜钱的黑色空心圆斑。视频中的
金钱豹，迈着矫健的步伐攀登石山，露出黑
色的梅花掌，朝上弯曲的尾巴，随着身体有
节奏地摆动。由于只有后腿及尾部入镜，见
其身而未见其面，因而神秘感十足。经相关
专家鉴定，确认为金钱豹。

据资料记载，金钱豹主要生活在有森林
的山地和丘陵地带，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金钱豹的适应性很强，在全球
所有猫科动物中分布区面积位居第一。它们
栖息环境多种多样，从平原到丘陵至高山森
林均有分布，上至海拔4500米的林线地带。
这次在卧龙发现金钱豹的地方，就是其不常
出没的林线附近的高山裸岩区。

除了金钱豹，半年内该处入镜的还有
其他8种动物。其中，雪豹记录到7次。如此

频繁地出现，说明该区域处于保护区内雪
豹活动的核心栖息地。最让人惊喜的是拍
到了三只黑熊宝宝同框的罕见画面，视频
中的小黑熊们列队摇摇晃晃地左寻右觅，
蹒跚学步的模样，配上圆滚滚的小身材，萌
化人心。

相机最早记录到的，是一只豹猫。照片中
的豹猫两眼炯炯有神，正警惕地回首张望。接
着是意外出现的小熊猫（红熊猫），在这个海
拔拍到小熊猫也属首次。另外入镜的还有绿
尾虹雉、喜马拉雅旱獭、藏雪鸡、岩羊等。

智能牙科突破行业瓶颈
80岁种牙如何实现“当天种牙当天戴牙”？
创口小、出血少、时间短，当天种牙当天用，可拨打本报热线028-69982575预约“即刻用”

“即刻用”种植方案是由北京李建君医
生推广并带领实施的，可以实现“即拔、即
种、即用”种植效果。从专业角度去看，“即刻
用”方案是国际微创无痛外科技术、现代3D
数码成像技术和种植系统的完美结合，植入
高生物活性种植体，再采用纳米融合技术，
让种植体和人体组织完美融合，快速融入牙
周组织。由于手术切口细到微米，肉眼几乎
看不见，并且需要的种植体数量少，半口只
需4颗、全口只需8颗，所以手术时间短。手术
采用Nitrous Oxide新型气体麻醉系统，种植
过程中能保持无痛清醒状态，并能依照种植
牙医生指令做出口腔反应，避免不必要的器
械和操作带来的二次损伤，很多通过“即刻
用”种植技术修复半口和全口的患者普遍感
觉，过程很顺利、整个手术还不到半小时，当

天种牙，回家就可以正常吃东西。
高龄老人本身口腔情况就复杂多变，再加

上高血压、糖尿病等一些慢性疾病的困扰，使
得老年人在镶牙、种牙时，应该被“区别对待”，
如果平时出现因为缺牙而导致牙龈出血、牙齿
松动、疼痛等问题，需及时就医。如果您也想当
天种牙当天吃饭，但是又不放心到底自己能不
能做，也可以拨打热线028-69982575申请智
能牙科“即刻用”种植牙方案设计，并与已经
做过“即刻用”并当天戴牙，当天用牙的植牙
者交流术后感想。目前，德国麦哲伦AI+数字
化中心已经投入使用，如果你想率先体验AI+
数字化中心，体验智能口腔“当天种牙，当天
可用”的即刻用，拨打热线028-69982575可以
预约体验名额，还可以申请大数据参加案例
征集活动并获得部分种牙补助。

高龄全口缺牙 智能牙科也可以即种即用

7月25日，四川卧龙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对外公
布，首次在保护区内拍到金钱
豹的珍贵影像。这也是四川大
熊猫栖息地近30年来首次拍
摄到金钱豹。抓拍到的三张照
片中，清晰可见金钱豹黄色的
毛皮上布满形似铜钱的黑色
空心圆斑。

同时金钱豹也是继雪豹、
豺、狼之后，卧龙保护区内发
现的第四种“顶级”捕食者，也
使得卧龙成为全球唯一一个
同时拥有两种大型猫科动物
的大熊猫栖息地。本次拍摄到
金钱豹的红外相机安装于去
年10月，位于卧龙梯子沟海拔
4080米的木香坡区域。

对此，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李晟研究员
认为，金钱豹与雪豹两种大型猫科动物同域共
存，必须依赖于面积足够大的栖息地和数量充
足的猎物资源，这说明在卧龙保护区内，长期
以来的保护管理有效地保存了当地完整、健康
的生态系统，为这片区域内所有的珍稀濒危野
生动植物提供了自由生活的家园。

发现金钱豹的梯子沟，也是卧龙保护区首
次发现雪豹之地。海拔3500米以上，是卧龙雪豹
的核心栖息地。2017年，保护区工作人员就曾在
离沟口不到1公里的地方，发现过大型猫科动物
的脚印，还发现其在地面草丛里留下的刨痕。因
在海拔不到3000米区域没有雪豹分布，野外科
考队员怀疑这些痕迹应该是金钱豹所留下的，
但一直未拍到过实体。这次获取的金钱豹实体
影像，证明了保护区内野生豹种群的存在。

金钱豹越过林线出现在雪豹的“地盘”里，
使两个物种在分布空间范围上有所重叠。研究
者认为，两种大型猫科动物在同一个地方生
存，意味着背后有着完整的食物链和非常丰富
的食草动物（猎物）资源，从侧面反映出卧龙有
着健康、良好的生态环境，生物极为丰富多样，
才能为大型食肉动物提供充足的食物，支撑金
钱豹与雪豹种群的有效繁衍和发展。

据卧龙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党委书记段兆
刚介绍，为更好地保持生态平衡，下一步，保护
区将加大对大型食肉动物的保护力度，继续进
行长期监测与深入研究，探究其种群生存状况
与栖息地分布情况，并制定有针对性的保护策
略与管理规划。 成都商报记者 李秀明 林聪

近30年
首次！

镜头里

雪豹频现 小熊猫、黑熊“卖萌”

专家说

两种“大猫”同处一地
反映卧龙生态环境好

7月30日起 成都车主在手机上就能申领免检标志
6月28日，公安部深化“放管服”

改革，进一步提升交管服务便利化，
推出20项交管“放管服”改革举措，
自2018年7月份开始陆续实施，9月1
日全面启动。

7月26日，成都商报记者从成都
市交管局车管所了解到，为实现交
管服务“网上办、掌上办”，“交管
12123”手机APP服务继续升级。从7月
30日起，新增申领免检标志功能，驾
驶员办理该项业务，不用再跑一趟公
安窗口或者邮政代办点，在手机上就
能完成。

另外，在这个APP上进行人脸识
别网上认证的功能也将于今后实现，
进一步方便驾驶员办理相关业务。

拍摄到的雪豹

拍摄到的金钱豹

拍摄到的小熊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