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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泰实业杯”千人登山大赛来啦

本本周周六六壹壹家家邀邀您您共共登登佛佛慧慧山山
本报4月11日讯（记者

张九龙 唐园园） 春风和
煦，正是登山踏青之时！为
普及全民健身活动，保持居
民群众健康体魄，宣传倡导
低碳环保的健康生活，从本
周末起，齐鲁晚报壹家社区
服务中心、祥泰实业有限公
司将连续两周举办“祥泰实
业杯”千人登山大赛活动，
分别走进佛慧山、英雄山。
既能锻炼身体，又有机会赢
取丰厚的奖品，乐享健康生
活，等您来报名！

4月1 6日（星期六）9：
00—11：30，“祥泰实业杯”
千人登山大赛活动首站将
走进美丽的佛慧山。作为市
区制高点，登临山顶可俯瞰
泉城，山上还有多处历史遗
迹，无论是喜欢自然风光还
是历史文化的市民都会不
虚此行。

壹家社区服务中心是
我省首家由媒体创办的社
区服务品牌，是齐鲁晚报、
大众报业（集团）发行有限
公司推出的智慧社区项目，
包括壹家手机客户端和壹
家社区服务中心，集社区新
闻、社区服务、社区活动于
一体，通过线上线下有效衔
接，为社区居民带去高品质
生活服务。

祥泰实业有限公司是
一家集开发建设、建筑施工、
国内外贸易、中介服务、物业
管理等产业链环节于一体，
住宅开发与商业地产运营并
重的综合性房地产发展商。
同时，祥泰实业长期关注公
益事业，旗下祥泰义工协会
有计划地开展诸多公益活

动，包括扶幼助老、扶危济困
等，并吸引更多热心公益的
人士一起行善事、献爱心。
2015年，齐鲁晚报齐鲁志愿
者祥泰义工联络站挂牌成
立，祥泰义工将秉承“有爱
心、说到做到”的核心价值
观，结合公司实际和目标帮
扶群体的需求，结合齐鲁晚
报公益理念和项目，有计划
地开展许多公益活动。

本次“祥泰实业杯”千
人登山大赛采用分组记时
赛的方式，随机分组，每组
用时最少者为冠军，以此类
推。比赛项目分为个人组和
家庭团体组登山赛，随机分
组。各参赛人员如遇意外受
伤或体力不支无法完成比
赛时，可以选择退出比赛。
各参赛人员可以携带必要
的登山保护用品、工具、饮
用水、高能量食品。

为了鼓励大家低碳生
活，所有成功报名的参与人
员均将获赠一件专业速干
登山衣。同时，组织方还为
市民准备了丰厚的奖品，包
括品牌正宗5S压榨花生油、
竹纤维高档卫生纸等。

“祥泰实业杯”千人登
山大赛参赛选手应身体健
康，无过往病史，并同意签
署免责协议。本次活动通过
壹家社区服务中心实体店、
壹家APP、壹家服务热线400
-1176-556进行报名，报名
限500个名额，先到先得。报
名时间：4月1 1日至4月1 5
日，人满截止。本次活动最
终解释权归组织方所有，如
因天气等客观原因产生变
化将提前通知报名者。

7744路路公公交交

明明起起临临时时调调线线

本报4月11日讯（记者
孟燕 通讯员 赵东云） 记
者11日从济南市公交总公司
获悉，因二环西路铁路桥段道
路全封闭施工，公交车辆无法
通行，4月13日起，74路公交线

临时调整部分运行路段。
74路临时调整后由杨家

庄公交站点始发，沿二环南路
向东恢复原线，临时撤销省建
筑机械厂、大庙屯东、井家沟
站点。

今起可去

九如山观瀑啦

挂失

曹县庄寨镇骉驰木制品厂，营
业执照注册号371721600442358

本报4月11日讯（记者 万兵）
11日，记者从九如山景区了解到，

九如山门口的道路修整工作终于圆
满完成。从12日开始，不管是旅游大
巴还是自驾小车，市民都可以继续
来九如山赏花观瀑啦！游客还可以
乘坐天天发车的游709路公交专线
直达景区。

医院免费送“种牙保险” 种牙质量无需担忧

我我省省首首例例种种植植牙牙保保险险落落户户济济南南圣圣贝贝口口腔腔医医院院
5年内种植牙脱落崩瓷

中国人寿全额报销修复费用

据济南圣贝口腔医院种植科
主任姜桂波介绍，今后凡在圣贝
进行种牙的顾客，都可免费获得
该种植牙保险，顾客的种植牙（非
意外伤害或人为因素）在5年内出
现种植体脱落、牙冠崩瓷等问题，
其修复费用将由中国人寿保险公
司全额报销。

同时，由于种牙的顾客以老
年人为主，圣贝还为种植牙顾客
投保了1年的交通意外保险，保额
为10万元。

据保险业内人士介绍，其实
在欧美国家，种植牙保险属于常
规险种，但是由于保险公司对国

内口腔医疗机构的医疗质量缺乏
信心，此险种在国内极为鲜见。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之所以选
择圣贝，中国人寿保险公司该项
目负责人靳涛告诉记者：“推出种
植牙保险前，我们对全国众多的
口腔医疗机构都进行了详细、全
面的考察，只有圣贝符合我们的
要求，目前我们的种植牙保险也
只为圣贝的种植牙顾客承保。”

韩国种植专家亲诊

圣贝种植牙研究所技术支持

据悉，影响种植牙成功率的
因素有很多，例如专家的技术和
临床经验、种植体及牙冠的材
料、患者身体健康状况及牙槽骨
情况等。因此，患者在选择种植

牙时，应尽量选择大型正规口腔
医疗机构。

济南圣贝口腔医院院长相
金贵表示，为确保种植牙质量，
圣贝种植牙研究所邀请了众多
国内外知名口腔专家，对疑难种
植牙问题进行专项攻关。同时，
圣贝与德国弗莱堡大学、英国邓
迪大学等国际知名院校建立了
长期合作关系。

15日，圣贝种植牙研究所专
家组成员——— 韩国疑难种植牙专
家崔容硕将抵济亲诊，和种牙患
者面对面沟通。崔容硕在疑难种
植牙领域建树颇多，加盟圣贝4年
来，为2000多位种植牙患者提供
了诊疗服务，受到广大患者的欢
迎。市民拨打87878000预约崔容
硕亲诊，可免除专家挂号费。

三大援助为患者省钱

8020公益行动持续进行中

在此期间，圣贝慈善基金会
联合本报、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等
多家机构，共同发起“8020拒绝老
掉牙公益行动”。同时，济南圣贝
口腔医院为满足患者需求，推出
一款高品质特价种植体仅需3998
元/颗。

8020公益援助期间，市民还
可享多项援助或减免政策：（1）到
院可享价值500元口腔精细检查；

（2）到院即可领取200元基础爱牙
礼金；（3）3岁以上青少年儿童到
院可免费享受价值280元牙齿涂
氟保护一次。咨询电话：0531-
87878000。

历历下下首首届届青青少少年年

器器乐乐大大赛赛落落幕幕

本报 4月 1 1日讯（记者
范佳 通讯员 杨荣超
吴莹 实习生 赖星）

11日上午，历下区首届青少
年器乐大赛落下帷幕。此次
比赛吸引了全区 1 5 0 0多名
青 少 年 参 赛 ，经 过 两 轮 选
拔 ，共 有 4 2 名 选 手 进 入 决

赛。按照选手的年龄分为学
前组、小学组和中学组三大
组；按照乐器种类，则分为
民族乐器和西洋乐器两大
类，下面各设3个和5个小类
进行比赛。最后，每个组别
按照乐器分类各评出金奖1
名、银奖3名、铜奖5名。

由于种植牙具有几
乎等同于天然牙的功能，
近年来选择种植牙的缺
牙患者越来越多，与此同
时，种植牙的质量问题也
越来越突出。如何才能放
心种牙成为缺牙患者关
注的焦点。近日，记者从
济南圣贝口腔医院获悉，
即日起到圣贝种植牙的
顾客（不含特价顾客）均
可免费获赠5年种植牙质
量保险，无需再为种植牙
的质量问题担忧。

本报记者 陈晓丽

本报4月11日讯（记者 唐园
园 张九龙） 截至2015年底，济
南市新建、续建的山体公园已经达
到18处，济南市园林局还编制了

《山体公园游览指南》，盘点出济南
市山体公园的游览攻略。报名参与

“祥泰实业杯”千人登山大赛的市
民，即有机会获得该“登山地图”，
可以拿着它带着家人，将济南的山
体公园游个遍。

根据济南市山体绿化指挥部公
布的计划，2015年济南市计划建设山
体公园16处，但在2015年底济南市新
建、续建的山体公园达到18处，超出
计划规定两处。据悉，这18处山体公

园中有8处是新建地，分别为燕翅山、
转山、汉峪公园、舜奥公园、葫芦顶、
平顶山、金鸡岭、泉子山。续建的10处
山体公园为牧牛山、郎茂山、腊山、
药山、文昌山、卧虎山、卧牛山、大山
坡、七里山、英雄山。而按照山体公
园建设三年计划，到今年年底济南
将建设23处山体公园。

根据前期的调研和选择，此次
登山比赛确定在佛慧山、英雄山。
该两处山体公园属于在原有山体
上经过改造提升形成的山体公园，
在设施、道路、周围配套等方面更
为完善。

佛慧山属于大千佛山风景名胜

区的一部分，为了建成“市民乐园、
游客景区”，佛慧山以开元胜境游览
区开元寺遗址保护、环境、道路、景
观建筑、水系建设等为主要内容，打
造“寻幽、探古、正信”的佛教文化黄
金游览线。市民参与登山比赛的同
时，还能欣赏优美的景色。

为了增强全民健身意识，培养
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凡是参与本
次“祥泰实业杯”千人登山大赛的
市民，有机会获得由济南市园林局
编制的《山体公园游览指南》，拿着
这份登山地图，不仅能登家门口的
山体公园，济南市20多座山体公园
也可任您爬。

参参与与登登山山比比赛赛，，可可领领山山体体公公园园地地图图

佛慧山美景。（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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