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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刻用”种植术，1 0

分钟重拾咀嚼快感

据了解，种植牙是运用
人体的力学原理，种上的牙
齿进行——— 咬、嚼、撕、扯、
吞、咽等没有任何问题。不同
部位的缺牙松牙、都可进行
种植牙修复，种植牙通过角
度和深度的不一都可帮助患
者 恢 复 正 常 牙 齿 的 咀 嚼 力
度，让患者重拾咀嚼的快感。

对此，淄博可恩口腔医院
院长、种植牙专家侯建升介绍，
一口健康的牙齿，可以实现咬、
嚼、撕、扯、吞、咽等功能。不同
部位缺牙坏牙 ,影响功能也不
会一样，不同位置种植牙修复，
角度和深度影响种植牙恢复正
常牙齿的力学也不一样。活动
假牙仅依靠牙床和搭桥原理，
一般是10-15公斤的咬合力，所
以吃肉食和脆、硬的食物比较
无力，而种植牙如果种的时候
把握好力学原理，实际效果和
真牙一样 ,让患者重拾咀嚼的

快感。
侯建升告诉记者 ,淄博可

恩 口 腔 目 前 采 用 的 现 代 化
“即刻用”种植术可以让缺牙
在10分钟之内重生 ,可以实现
当天种牙，当天享美食。即刻
种植术 ,有着微创、舒适、稳固
耐用、终身质保、不伤邻牙精
准植入、快速愈合等优势 ,深
受现代人的欢迎。同时，可恩
口腔还告别传统的种植模式 ,
利用3D导板显微镜精准种植
系统，更精准地确定种植位
置和深度等，缩短种植时间
和恢复周期 ,减轻了患者的不
适，提高成功率。

前沿技术，为多颗牙缺

失人群重建一口好牙

“在出现多颗牙缺失时,传
统种植牙技术会显得‘捉襟见
肘’。而半/全口微创即刻种植
技术的出现 ,像是为多颗缺失
的人群量身打造一般。它突破
传统种植牙对牙槽骨条件的限
制，针对半口缺牙患者,通过植

入4颗-6颗种植体,达到重建半
和牙齿效果。通过两颗前牙部
位的种植体垂直植入牙槽骨
内 ,而两颗中远部位的种植体
采取倾斜角度植入牙槽骨内 ,
然后在种植体的基台上安装

“拱形连桥”冠 ,完成口腔种植
修复。”侯建升院长向记者介
绍。半/全口微创即刻种植技术
这一目前种植牙领域前沿的技
术 ,不仅可以减少种植体的植
入 ,降低种植牙修复的风险 ,为
患者节省费用 ,更为强大的优
势是，它实现了术后即刻负重,
当天种牙当天就可以戴牙 ,做
到了即刻恢复患者牙齿的咀嚼
功能。

种植牙讲堂现场挑战

种植牙拉汽车

虽然种植牙已经被广大
缺牙人士认可，但是仍有少
部分人不了解种植牙，说到
种植牙的咀嚼力他们更是将
信将疑，提出诸多疑问。比
如，种植牙的力量真能媲美

真牙？到底能有多大力量？
对此，有着十余年种植牙

临床经验的侯建升院长表示，
经过科学测定，许多种植牙咀
嚼力堪比真牙。比起活动义齿，
种植牙获得了100%的咀嚼效率
的恢复。种植牙的出现，缺牙患
者终于可以去吃他们从前不敢
吃的食物，享受美食生活的乐
趣。“可以说，一颗种植牙的称
重力量是可以拉动一辆私家车
的。”侯建升说。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许多
人认为种植牙是越贵越好，这
其实是一个误区，种植牙是适
合自己才是最好的。由于种植
体周围缺乏像天然牙齿那样丰
富的神经末梢感受器，因此在
受到异常咀嚼力的时候也是会
受损伤的，种植牙可以咬硬的
或粘度大的食物，但无论什么
都是有限度的，倘若种植牙咬
带壳的核桃、硬豆、开啤酒瓶盖
子等都是错误的。

为了让大家更加直观的
感受和了解种植牙的力量，
放心大胆地种上一口好牙享

受饕餮美食，8月12日上午，淄
博 可 恩 口 腔 举 办 种 植 牙 讲
堂，给大家解答种植牙疑问，
同时，还设置了“种植牙拉汽
车挑战赛”，邀请一名年愈六
旬的老人现场挑战，用他仅
仅10克重的种植牙拉动1 . 8吨
奔驰汽车，同时，每一个参加
讲堂的人都可以亲身体验和
见证种植牙的强大力量，让
你更加直观地了解种植牙、
认可种植牙。参加本次讲堂，
还将享受免费CT检查、口腔
检查和种植牙方案，报名前40
人 免 费 赠 送 高 档 夏 凉 被 一
床，缺牙的你快快参加吧！

参加本次讲堂 ,不仅可以
感受先进的“即刻用”种植技
术，还将享受免费CT检查、口
腔检查和种植牙方案 ,报名前
40人免费赠送高档夏凉被一
床,缺牙的你快快参加吧！

电话：0533-2798888
活动地址：张店华光路

中房大厦对面 (可乘坐138路、
90路、2路、158路、136路公交
车到中房下车)

市市民民当当天天种种牙牙，，当当天天即即能能享享美美食食
┮淄博可恩口腔“即刻用”种植技术正式启用

┮8月12日见证六旬老人种植牙拉汽车，报名前40名免费赠送夏凉被

种植牙到底有多坚固？人工牙冠能像真牙一样啃排骨吗？
种的牙会不会掉？这些问题恐怕一直困扰着想种牙但又对种
植牙有疑虑的市民，为了让广大读者深入了解种植牙 ,8月12日 ,
淄博可恩口腔医院推出种植牙讲堂将会为市民一一解答，同
时，参加活动的市民还可详细了解和体验现代化“即刻用”种
植术，让缺牙在10分钟之内重生 ,实现当天种牙，当天享美食。

本报8月8日讯 (记者 罗
静) 8日，记者从淄博市发改
委获悉，截至7月底，今年淄博
市重大项目完成投资523亿元，
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50 . 3%。

据悉，截至7月底市重大项
目完成投资523亿元，完成年度
投资计划的50 . 3%，分别比去年
同期增长18亿元和提高2个百
分点，其中7月份完成投资90亿
元，7月份完成投资额由多到少
依次是：桓台县10 . 3亿元、张店
区7 . 9亿元(含淄博新区2 . 9亿

元)、淄川区7 . 6亿元、沂源县7 . 3
亿元、高新区7亿元、高青县6 . 4
亿元、博山区6 . 3亿元、周村区
5 . 8亿元(含经开区3亿元)、临淄
区4 . 2亿元。

截至7月底计划新开工项
目已开工108个，比去年同期减
少7个，7月份当月开工8个项
目，当月开工项目由多到少依
次是：博山区2个、高青县2个、
临淄区1个、桓台县1个、张店区
(含淄博新区)1个、沂源县1个，
淄川区、周村区(含经开区)、高

新区没有新开工项目。
此外，7月份手续共办结60

项，当月办结率由高到低依次
是：淄川区办结 7项，办结率
14 . 9%；高新区办结7项，办结率
11 . 3%；博山区办结5项，办结率
10 . 4%；临淄区办结7项，办结率
10 . 1%；沂源县办结7项，办结率
9 . 3%；张店区(含淄博新区)办
结9项，办结率9 . 3%；高青县办
结5项，办结率8 . 5%；周村区(含
经开区)办结8项，办结率8 . 3%；
桓台县5项，办结率7%。

本报8月8日讯(记者 马玉
姝) 8日，张店区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公布一批不合格产品信
息，其中，淄博大润发商业有限
公司销售的金丝芹检出克百威
(一种杀虫剂)超标，淄博海悦餐
饮有限公司使用的中华鲟检出
恩诺沙星超标。

近期，张店区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组织抽检22类食品
511批次样品，抽样检验项目合
格样品476批次，不合格样品35
批次。部分不合格产品信息有：

张店幺妹便利店销售的韭菜 ,
检出铅超标；张店元亨面食快
餐店销售的芹菜 ,氧乐果项目
不达标；张店开强牛肉板面店
销售的肉丸子，脱氢乙酸及其
钠盐(以脱氢乙酸计)项目不达
标；张店王树永熟食店销售的
酱牛肉，检出山梨酸及其钾盐
(以山梨酸计)超标；张店傅家
镇三森超市销售的标称生产企
业名称是菏泽市定陶区瑞佳食
品有限公司，样品名称是红薯
粉皮，标签检测不合格；张店麦

松烘烤店销售的标称生产企业
名称是徐州海佳食品有限公
司，样品名称是臻品巧克力装
饰插件，标签检测不合格；张店
郭彩哲饭店的尖椒，氟氯氰菊
酯和高效氟氯氰菊酯检出超
标；司光霄销售的鲜蛋，检出恩
诺沙星(以恩诺沙星与环丙沙
星之和计)。

据悉，对抽检中发现的不合
格产品，张店区食药监局已要求
相关单位立即采取下架等措施，
控制风险，并依法予以查处。

本报8月8日讯(记者 樊舒
瑜 通讯员 张同) 8日，青
年企业家创新发展国际峰会
2018经贸考察淄博行暨淄博青
商大会成功举办，270余名来自
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来
自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经
济发达地区的青年企业家、投
资人，相聚淄博，共谋发展。

市政府副市长盖卫星在致
辞中指出，淄博正处在加快新
旧动能转换，推动老工业城市
转型发展、全面振兴、走在前列
的关键时期，在改造提升传统

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做强
做优现代服务业等方面都孕育
着无限商机，热忱地邀请省内
外青年企业家来淄参观访问、
考察洽谈、投资兴业。

与会嘉宾参观考察了淄
博市城乡规划展览馆、淄博新
区金融商务中心和山东国金
汽车制造有限公司，通过对淄
博市城市总体规划、淄博新
区、淄博高新区的深入感知，
全面了解了淄博经济社会发
展状况和“双招双引”政策落
地情况。

本报8月8日讯(记者 巩悦
悦) 自去年1月份起，淄博在
全市范围内开展了城市违法建
设治理行动。8日，淄博市违法
建设治理行动小组办公室杨东
刚向记者介绍，从去年2月份到
今年8月2日，全市共拆违1510 . 4
万平方米。

一年前，张店区齐林家园
小区北侧，夜里曾乱糟糟一片，
居民夜里不敢开窗。去年8月
份，在接到小区居民的投诉后，
张店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人
员开始整治齐林家园。

8日上午，记者来到在张店
区齐林家园小区北侧，一楼大
都是医药店、口腔医院、诊所、
二手车咨询点、干洗店等服务
性店面，店面前有一处宽敞干
净的水泥路面。

短短一年时间，小区的变
化让居民刘女士感到很高兴，

“以前楼下炒菜和大排档多，店
内炒菜店外经营，楼底下根本
没法停车，第二天垃圾遍地，我
都避开那里走。现在好了，地摊
没有了，卫生干净了，车辆也能
规范停放在停车位里了。”

淄博市重大项目完成年度投资计划一半

投投资资552233亿亿元元新新开开工工项项目目110088个个
淄淄博博青青商商大大会会成成功功举举办办

11年年半半全全市市拆拆违违11551100..44万万平平方方米米

抽检511批次食品，35批次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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