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时间2019年1
月6日至2月1日，第十
七届亚洲杯将在阿联酋
举行。亚洲杯揭幕战也
将在本周日凌晨零点打
响，而中国队也将在 1
月7日的小组赛首战中
对阵吉尔吉斯斯坦。

这次亚洲杯，竞彩官方格外重视！12月
12日，亚洲杯的冠军和冠、亚军竞猜玩法就
已提前开售，12月29日，亚洲杯小组赛单场
玩法也上市销售。这也是继俄罗斯世界杯
后，又一场竞彩盛宴的到来！而且，本届亚洲
杯的所有比赛都将开放单关销售，中国彩民
也难得有机会能接触到有国足的竞彩玩法！

对亚洲杯同样高度重视的，还有成都商
报精心打造的竞彩服务频道——“胜券彩经”！

“胜券彩经”特派员胡敏娟将作为亚洲
杯官方持证记者前往阿联酋，全程跟随中国
队，身在前线掌握一手宝贵资讯的她，也将
为大家带来亚洲杯赛事重磅推荐！“胜券彩
经也将是惟一向阿联酋派出官方持证记者
的中国足彩媒体，这也彰显出”胜券彩经“的
实力和专业。

大赛，胜券必须在现场，为彩民传递
第一手资讯，亚洲杯“特包”已于昨日上
架！胜券特派员以及足彩专家团除了会在

“胜券彩经”公众号上带来免费公推外，也都
将在会员商城开设“亚洲杯特辑”，推出五大
服务栏目。敬请关注“胜券彩经”公众号，了解
详情！跟着“胜券彩经”，“玩赚”亚洲杯！（扫描
前文二维码即可享受亚洲杯专线服务）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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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牙毕竟不是一件小事，很
多缺牙市民在做种植牙之前，都会
进行多方面的了解。知道传统种植
牙与“即刻用”种植牙的根本区别
就在于是否能“即刻负重”，就是能
不能即刻戴牙。传统种植牙在完成
种植之后要等3-6个月的骨结合时
间才能戴牙，而智能牙科“即刻用”

突破了骨结合的概念限制，在种植
体植入之后，当天就可以“负重戴
牙”。有刚做了“即刻用”种植牙的
市民这样说：“就是为了春节可以
吃好喝好，才没工夫去等几个月
呢。”另外，“即刻用”种植牙广受缺
牙市民的欢迎，还因为其性价比
高，让大部分老百姓也能种得起

牙。“即刻用”种植牙采用定制的种
植体和新型受力基台，修复半口、
全口缺牙只需4-8颗种植体，30分
钟左右即可完成种植。而且，无论
是前期拔牙、种植牙手术、还是术
后恢复，都已实现在微创、无痛中
进行，受到许多年纪较大、身体耐
受力差的缺牙者欢迎。

年前热点现象：春节越近做“即刻用”种植牙市民越多
从“全口无牙”到“一口好牙”只要一顿饭时间

近日，多地发布寒潮预
警，强冷空气席卷全国，成都
更是下起了久违的雪，气温逼
近了零度。不过，这座城市的
“种植牙”却是一天比一天升
温起来了。笔者从智能牙科了
解到，正是因为新春佳节将
近，很多缺牙市民想用一口好
牙健健康康迎接新年，春节聚
会可以畅快吃喝，所以纷纷赶
来种牙，市民也都希望可以做
“当天种牙当天用”的“即刻
用”种植牙。其实，“即刻用”种
植牙在成都落户已一年有余，
成都的很多缺牙市民都知晓
这项“即拔、即种、即用”的新
技术，但“即刻用”种植牙虽
好，也有一定的适用前提，并
非人人都可以做“即刻用”的。
现 在 ， 种 牙 热 线
028-60160000开放免费检
查的专属福利，每天10个名
额，可通过028-60160000
进行预约，看看自己是否符合
做“即刻用”种植牙，并获得麦
哲伦全息数字化模拟种植设
计方案。

去年的去年的1010月底月底，，为纪念为纪念““即刻用即刻用””种植牙技术在国内应种植牙技术在国内应
用用1515周年周年，，智能牙科医院推出智能口腔蓉城卡智能牙科医院推出智能口腔蓉城卡--百岁卡系百岁卡系
列列，，第一期的第一期的100100张卡一经开放张卡一经开放，，就迅速被领完就迅速被领完。。春节将近春节将近，，
应广大市民的要求应广大市民的要求，，智能牙科决定加发智能牙科决定加发5050张张““百岁卡百岁卡”，”，帮助帮助
多颗缺牙多颗缺牙、、全口无牙的老人都能拥有一口好牙过年全口无牙的老人都能拥有一口好牙过年。。持卡的持卡的
半口半口、、全口缺牙者种牙可享受对应的特别减免政策全口缺牙者种牙可享受对应的特别减免政策，，家人可家人可
建立终身智能口腔健康档案建立终身智能口腔健康档案，，并有新春关爱全家口腔健康大并有新春关爱全家口腔健康大
礼包礼包。。年龄满年龄满5050岁的成都常住市民可通过岁的成都常住市民可通过028028--6016000060160000
进行实名申请进行实名申请。。

另外另外，，智能牙科也在此提醒市民智能牙科也在此提醒市民，，近期天气寒冷近期天气寒冷，，降雨降雨
多多，，市民出行要带好雨具市民出行要带好雨具，，做好御寒保温工作做好御寒保温工作，，如果是行动不如果是行动不
方便的老人方便的老人，，我们也特别提供了专车预约接送服务我们也特别提供了专车预约接送服务，，有需要有需要
的市民可通过的市民可通过028028--6016000060160000预约预约。。

50岁以上市民专属福利
智能牙科“百岁卡”加发50张

智能牙科“即刻用”罗君医生
做种植牙已将近20年，他对种植牙
是这样描述的：“事实上，口腔种植
技术是一种常规的牙列缺损（失）
的修复手段，是众多缺牙修复治疗
方案中的选择之一。与传统的修复
方式相比，其具有明显优势，如不
影响预留牙，咀嚼效率更高，舒适
度更好，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和注
意点。当然每一种缺牙修复方式，

没有哪种治疗方案是绝对好或坏
的，需针对每一位患者的具体情况
进行综合考量。”所以，综合考虑每
一位患者情况是种植牙成功并且
能够实现“当天种牙、当天用牙”的
先决条件。罗君医生介绍道，正确
的手术方案需要全面的数据作为
支撑，智能牙科为了更好地了解每
一位患者的口腔情况、身体情况，
乃至牙槽骨情况，特别引进德国麦

哲伦数字化中心，在术前了解缺牙
者的各项身体数据和口内数据，依
托数字化和全息技术，获取缺牙位
置、牙根残留、牙槽骨厚度高度，甚
至是骨骼密度等数据，根据数据进
行分析，计算出需要多少颗种植才
足以支撑起半口牙，什么样的种植
深度和角度才能在牙槽骨上实现
牢靠的骨结合效果，实现当天种牙
当天用。

多颗、半口全口缺牙市民 选择“即刻用”更快速且经济

20年种植牙医生：缺牙者情况各不相同，了解自身情况才能更好选择方案

2019年足坛开年大戏亚洲杯6日凌晨零
点在阿联酋揭幕！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派记者也将作为
亚足联官方持证记者，随着亚洲杯开幕同日
抵达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与此同时，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特派记者也将作为胜券彩经特
派观察员亲赴亚洲杯比赛现场，为彩迷们带
回第一手的前线军情和独家推荐。

目标前四
里皮最后一战？

2018 年俄罗斯世界杯，法国队激情夺
冠，但国内的球迷只能当看客。而这次亚洲
杯，我们终于有自己的主队参赛了。对于国
足主帅里皮而言，这将是他上任以来第一次
面对有“明确指标”的任务。今年五月抽签结
果出来之后，中国足协就已经与主教练里皮
展开了多方面的沟通，双方已经明确目标：

亚洲杯进入前四！
里皮与国足的合同将在2019年1月底，也

就是亚洲杯后到期，里皮将在亚洲杯结束后离
开中国也早已不是秘密。里皮这次表示，自己
已经离开家乡意大利六年了，“中国足协给我
提供了一份为期四年的续约合同，但我是时候
回到家乡去了，我想和家人生活在一起。”但是
近日来自《天津日报》的消息称，如果国足在亚
洲杯能够创造奇迹，里皮留任也并非不可能。
尽管亚洲杯还没有开战，但考虑到之后的世界
杯预选赛，国足如果想在亚预赛取得一个有利
位置，就需要用亚洲杯成绩来作为基础。根据
亚足联已经拟定的竞赛时间表，除了第一阶段
资格赛之外，第二阶段40强赛的比赛将从今
年9月5日展开第一轮角逐。

上一届亚洲杯，佩兰率领的中国队小组
赛三战全胜出线，最终在8进4的比赛中倒在
了实力明显高于自己的东道主澳大利亚脚
下。原本，12强赛后6轮比赛的表现，让球迷

对于明年年初的亚洲杯极为期待。但热身赛
接连遭遇惨痛失利，让国足的亚洲杯前景再
度蒙上阴影。

出线不难
两位对手都是“初哥”

国足这次把大本营安排在阿联酋首都阿
布扎比，除了第一场对阵吉尔吉斯斯坦的比
赛在艾因之外，其他两场小组赛都安排在阿
布扎比。因此这次特派记者也将跟随国足的
脚步，为你呈现国足这次亚洲杯之旅的每一
个细节。这次国足亚洲杯备战工作做得相当
到位，除了提前赶赴卡塔尔集训熟悉海湾地
区气候外，足协还专门包机直飞阿布扎比，省
却舟车劳顿之苦。足协官员抵达阿联酋之后，
还决定让国脚们集体配备单人间，为了就是
保证国脚们的休息。

这是扩军后的第一届亚洲杯比赛。从

2019亚洲杯开始，亚洲杯小组赛阶段将从16
支球队扩成24支球队参赛，24支球队将被平
均分为6组，每组4支球队。随着“扩军”的进
行，不少以往没有机会入围决赛圈的球队纷
纷入局，这也将使得小组赛阶段的比赛质量
大打折扣。菲律宾、吉尔吉斯斯坦和也门等3
支球队都是历史上首次入围决赛圈，其中前
两队都分在中国队所在的C组，因此国足在
这个小组相当有利。国足的对手除了老对手
韩国队之外，其他两支球队都是第一次打亚
洲杯的“初哥”。

根据规则，各小组前两名以及 4 个成绩
最好的第三名将晋级16强。而国足与韩国的
小组赛又被安排在小组最后一场比赛，因此
可能前两轮比赛国足就已经锁定了一个出线
名额。对于“里家军”来说真正的考验是在淘
汰赛，如果要完成前四的目标，国足至少要拿
下淘汰赛前两轮的对手。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胡敏娟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派记者今日启程飞赴阿联酋

国足冲四 有戏没戏都是一场大戏

亚洲杯“特包”昨日上架！
“胜券彩经”
带你“玩赚”亚洲杯

谈成都
“未来还会布局四家电影院”

记者：我们看到很多影城今年都在转让或
者关停，这时你选择开新店，是如何考虑的？

于冬：2018年是博纳在电影业务上全面
发展的一年。未来会发现在全产业链布局上，
博纳的深耕行业、经营主业、围绕电影发行这
样的路径是正确的。一家家店开业，一部部电
影拍摄，脚踏实地，对于整个行业的发展也起
到了稳定作用和带动作用。成都这家影城是
博纳的第63家店，2019年博纳电影院的数量
还会继续突破。

记者：所以外界的对影视行业的看法并
不影响你的乐观？

于冬：成都这家店是成都的第一家，未来
还会布局四家，是带有一定银幕数量跟高端
配置的好的电影院。而且2019年、2020年，对
博纳来说，是影片最全面，也是片单最强的年
份。我们看好 2019 年的市场，经过了大浪淘
沙之后，创作回归理性。从电影的质量，电影
内容本身，寻求电影发展的内生增长动力，这
一点博纳不是盲目扩张，是很扎实的做法。

记者：随着票房不断回归理性，竞争也非
常激烈，对于成都这种一条街都有几家门店
在竞争的格局，你怎么看？

于冬：这也凸显了博纳的优势，现在不是

比租金的时候，很多地产商把租金标得很高，
但是在经营上没做起来，反而造成了人流的
流失。地产商正在回归理性，想要找好的、有
品牌的、能长期带来共赢的合作伙伴，所以博
纳被很多地产商看中。很多影院运营商追求
的是数量，但在开店的同时没有做好经营管
理，结果不进则退，反而不好。

谈布局
“博纳在电影电视剧网剧都会爆发”

记者：你说影院是需要产生规模效应的，
博纳未来的发展战略是什么？

于冬：我们希望电影投资和发行、影院业
务齐头并进，未来会加大网剧、电视剧的投资。
随着腾讯、爱奇艺、优酷三大平台会员规模的
增长，这是很大的一个市场，所以对内容的需
求很大。它必须解决独播剧的问题，所以变成
对高端内容、独播内容的需求，博纳也会发挥
我们的特长，参与其中。未来几年，博纳不论在
电影、还是在电视剧和网剧上都会爆发。

记者：你如何看待行业现状？
于冬：现在很多企业都在收缩。我觉得这

个寒冬还不算冷，我们是历练过的。
记者：你说单片投资风险很大，博纳是如

何把电影拍好、卖好的？
于冬：这个跟博纳的基因有关系，博纳是

发行公司，对发行市场已经深耕 19 年。每个
周末、每个档期都是跟着市场走的，知道哪些
影片是赔钱的，对市场有着天然的敏锐。这几
年选择一条很难的路，这就是把主旋律电影
跟市场融和，这是非常难的命题，几乎不可能
做到，但是博纳通过市场化的运作，闯出了一
条路。赋予英雄人物人文表达，让其更接地
气，更像一个真实的生活中的人。再加上制作
精良，这样电影跟观众产生了共鸣，结果脱颖
而出。《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红海行
动》几乎都做了这样的尝试和示范。

谈新片
“刘伟强拍《中国机长》非常投入”

记者：你提到，博纳没有用资本或股权的
方式绑定任何一个导演或明星，但还是有很
多优秀的电影创作人紧紧地围绕在博纳身
边，这点是如何做到的？

于冬：我觉得大家还是一个电影圈的，有
共同的电影梦想。我觉得我最能够、最擅长
的，是跟这些创作者构思、规划题材和选题。
很多想法大家是在接触当中互相启发，再付
诸行动，或者在孵化过程当中，实际上大家不
断在完善。博纳从来没有逼过某个导演开工，
也没有被资本逼到说因为业绩不好把片子提
前上映。我觉得一个电影公司，CEO 天天围

着这个年报，半年报、季报转，电影就没法拍。
记者：企业经营，尤其是电影企业，你有

什么样的体会？
于冬：运营企业，一定要有规划，你必须

给团队一个奋斗的方向。博纳希望能够借助
资本市场，把中国本土的影视企业发展成为
可以比肩世界好莱坞的制作公司。未来的竞
争还是放眼全球，我们是在跟好莱坞争夺市
场。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中国的影视市场是
蓬勃发展的时期，我们有资本、有创造力，好
莱坞其实原创力在丧失，而中国现在恰恰是
原创力最旺盛的时候。

记者：作为行业的领军人物，怎么总结
2018年？

于冬：2018年行业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但
我觉得这都是暂时的。我寄希望于电影同仁，
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要有坚定的信心，拿作
品说话。这个时代给了我们很多成长发展的
机会，我们现在要能够用我们的故事来表达
对这个时代的一种记录。导演刘伟强拍《中国
机长》，比任何影片都投入，对技术创新没问
题，他一定要走进这个生活里面去，他要用印
象记录这个乘务组、乘客以及背后的家庭，用
这个故事打动千家万户，这就是当代生活，这
个电影能够传递这样一种情感。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世豪
实习生 胡楠 陈雅慧

昨日，影迷备受关注的《中国机长》在无
锡影视基地正式开机，主演张涵予、杜江、欧
豪等出席了开机仪式。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从剧组获悉，电影《中国机长》除了主演
张涵予和袁泉外，优秀青年演员欧豪和刚刚
斩获金鸡百花奖最佳男配角的杜江也将加盟
本片，分别饰演副驾驶和第二机长的角色。

开机照片中，博纳影业集团董事长于
冬、导演刘伟强、主演张涵予、杜江、欧豪等
人都出席了开机仪式，虽然外面都套着厚
厚的羽绒服，但从领口看，各位演员都已经
穿上了机长和乘务员的服装，开机仪式后
即将进行紧张的拍摄工作。据悉，该片将在
成都取景，除了双流机场，还会有很多成都
美景在电影中展现。

电影《中国机长》改编自川航英雄机长
刘传健的真实经历。去年5月14日，川航
3U8633航班在飞行途中挡风玻璃脱落，经
机长刘传健等机组人员的妥善处置和及时
到位的空地密切配合，确保了机上128名
人员的安全。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此次半小
时返航备降的难度堪称“世界级”。

《中国机长》昨在无锡开机，独家专访博纳影业董事长于冬——

主旋律电影也能与市场融和

从《智取威虎山》，到《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近年来，博纳影业集团将主旋律
影片进行商业开拓，取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这几年的摸索，让博纳影业
的掌舵人于冬感受颇深。

昨日，于冬掌勺的电影《中国机长》在无锡影视基地开机。博纳影业的成都首家影
城——博纳国际影城盐市口店近日又在蓉开业。博纳影业来势汹汹的成功商业模式
是什么？就此，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独家专访了博纳影业创始人、董事长兼总裁于
冬。“把主旋律电影跟市场融和，很难，但是我们闯出了一条路。”于冬透露，未来博纳
还会在成都布局四家大的影城，都是带有一定银幕数量跟高端配置的电影院。除了谈
到在成都的影城的布局，于冬还谈起博纳影业的整个战略发展布局。对于影迷关注的
《中国机长》，于冬透露，导演刘伟强拍《中国机长》，比任何影片都投入。

《中国机长》
将来成都取景

亚洲杯6日凌晨揭幕
扫码关注胜券彩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