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拨打大河德贝种植牙热线0371-66855858惠享
多重植牙援助：

1.免3D口腔CT检查费；
2.免种植牙相关检验费；
3.免种植牙权威专家亲诊费；
4.免专家种植牙方案设计费。
每日前30名打入大河德贝种牙热线的市民，有机

会获得免费种植牙援助，请广大市民预约报名。

德贝植牙连锁 专业 严谨 您可信赖更多
“关注牙缺失·共铸长寿梦”德贝植牙连锁全面启动种植牙公益援助计划
来电大河德贝公益种牙热线：0371-66855858，最高免费种牙等您来！ □记者 李晓敏

核心提示丨随着医学发展以及人们对口腔健康的日益重视，种
植牙在城市范围内日渐流行起来。选择种植牙的，以35到55
岁年龄段居多。他们是社会中坚阶层，因社交和公众形象需求，
都需要一口整洁的好牙。此外，还有一些六七十岁的知识分子，
也热衷于种植牙。他们见多识广，虽已退休，但对自身形象以及
生活品质要求仍然很高，也很愿意为自己的健康投资。

科学、严谨的规范化治疗，即
种植牙精工标准。该标准使得德
国植牙科技领先世界几十年。立
足郑州，为了实现口腔种植技术
全球无缝对接，德贝植牙倾力打
造“德式专业植牙连锁”。

第一，德贝植牙团队选拔要
求更高。

德贝每一颗种植牙从全面检
查、方案制定到二期牙冠安装，均
由同一位专业植牙医生负责，这
些医生都接受过国内外种植牙技
术专业培训，拥有上万例的成功
种植经验，是各种高难度种植牙

手术中的佼佼者。
第二，国际前沿技术率先得

到应用。
作为专业种植牙连锁，德贝

整合自身国际化资源平台，在设备
引进、团队组建、技术研发方面发
挥国际实力。实时掌握国际先进
植牙技术，与国内外知名种植牙
研究机构有着密切的学科交流，
一些国际先进种植理念和研发成
果在这里率先得到应用。

第三，高度重视产品质量和
品牌价值。

德贝植牙高度注重产品质量

和品牌价值，致力打造百年植牙
专业品牌。遵循国际严谨术前检
查，运用3D口腔数码检查设备，
综合评估您的身体、口腔条件，再
由专业植牙医生制定科学、适合
的种植方案。

第四，严格执行欧洲一级灭
菌标准。

德贝严格执行欧洲一级灭菌
标准，并率先引进德国MELAG
精密灭菌监控系统，严格执行8个

“一”诊疗标准，无缝对接、消毒灭
菌各环节，杜绝交叉感染，所到之
处都无菌放心。

优胜劣汰 推动种植牙行业发展

在选择种植牙时除植牙
机构、植牙医生外，种植系统
的选择也十分重要，直接关系
种植牙的使用寿命。在种植
系统的选用上，德贝医生会非
常负责地考虑三个基本标准，
一、必须是国际著名品牌，有
良好口碑和产品稳定性;二、
必须有充分的科学依据，证明

其产品具有良好性能;三、必
须根据缺牙者口腔情况、经济
条件，选择适合个人需求的。

与此同时，德贝植牙还制
定出行业完善术后安全体系，
相对于口腔市场普遍实行的
种植牙五年质保，率先打破行
业规则，郑重承诺“种植牙终
身质保”。

打破行业旧规则 提出“种植牙终身质保”

“关注牙缺失·共铸长寿梦”
活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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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邵可强
通讯员 张正军

本报讯 昨日大河报记
者从省军区获悉，根据国家教
育部，军委政治工作部、国防
动员部有关通知要求，今年
24所地方高校将在我省招生
1146人，定向为陆军、海军、
空军、火箭军、公安消防等部
队培养士官。有意向考生可
关注“河南省征兵信息服务平
台”。

需要注意的是，报考定
向培养士官的考生须为2016
年参加全国普通高校招生统

一考试的普通高中毕业生，
年龄不超过20周岁（1996年
8月 31日以后出生），未婚，
户籍为河南省，其政治、身体
条件按照征集义务兵的规定
执行。

定向培养士官的招生，纳
入全省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
试实施，执行现行专科提前批
录取政策。

有意报考考生须于7月8
日8时至7月12日18时登录
省招办网站（http://www.
heao.gov.cn）填报志愿，填写
相应高校“直招士官生”专
业。

□记者 王迎节

本报讯 6月25日河南全
省高考成绩将正式揭榜后，考
生如何选择高校？心仪的大
学今年有哪些招生政策？多
少分报考才有把握？今日起
至6月26日，省内外19所知
名高校招生负责人将做客大
河报，为考生、家长带来一手
的招生资讯。

具体时间安排如下：
23日：华北水利水电大

学（9：00-9：30）、哈尔滨工业
大学（10：20-10：50）

24 日：北京大学（16：
20-16：50）、河南大学（17：
00-17：30）、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17：40-18：10）

25 日 ：郑 州 大 学（9：
00-9：30）、华中科技大学
（11：00—11:30）、南京大学
（15:00—15:30）、天津大学
（15:40—16:10）、浙江大学
（16:20—16:50）

26日：清华大学（8:30—
9:00）、南开大学（9：00—9:
30）、河南中医药大学（9：
40—10：10）、河南师范大学
（10:20—10:50）、武汉大学
（11：00—11:30）、中原工学
院（15:00—15:30）、中山大
学（15:40—16:10）、河南财
经 政 法 大 学（16:20—16:
50）、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17:00—17:30）

其余名校将根据学校要
求再进行安排。

根据省招办通知，我省
本科一、二批，地方专项计
划本科批志愿填报时间为7
月 2 日 8:00~7 月 6 日 18:
00；本科二、三批，专科提前
批和高职高专批志愿填报
定在7月8日8:00~7月12
日18:00。

跟往年不同的是，今年
我省在常规录取结束后，
本、专科层次均不组织补
录，考生须把握录取机会。
对高职高专批次未完成的
招生计划，延长征集志愿时
间，增加征集志愿次数。

想上军校、当国防生？6月25日率先填志愿,省招办提醒——

能否被录取，第一志愿很重要！
□记者 王迎节

核心提示 | 6月25日，河南
高考放榜日，也是军队、国防
生等提前批院校志愿填报
时。提前批报考军队和国防
生院校注意哪些问题？怎么
填志愿能提高录取成功率？
昨天下午，大河报记者从省招
办获悉，考生填报志愿时一定
要慎重，避免因选择不恰当而
错失就读军校和国防生院校
机会。

报军队院校成功与否？第一志愿很关键

今年，军队和国防生院校
在我省计划招生1168人。

根据通知，报考军队和国
防生院校的考生要在网上填
报志愿，时间为 6月 25日 8
时至28日 18时。第一志愿
可以填报 1个高校志愿，每
个高校志愿可以填报1~5个
专业；第二志愿为平行志愿，
可以填报1~4个高校志愿，
每个高校志愿可以填报1~5
个专业。

记者了解到，往年一些考
分相对较高、很有希望被录取
的考生，由于个人期望值过
高，选择的院校报考人数过
多，最终因考分达不到院校划
定的分数线而错失上军校的
机会。

据省招办相关负责人介
绍，虽然我省军队院校志愿填

报和录取规定中称，军队院校
招生过程中，当第一志愿上线
考生数量不足时，可投档扩大
到第二志愿上线考生，对非第
一志愿考生的录取，仍按从高
分到低分的顺序进行，但从往
年情况看，绝大部分院校第一
志愿上线考生数量都较充足，
很少会出现调剂第二志愿情
况。

因此，建议考生应根据自
己考分情况，在适当参考所报
院校往年分数线的情况下，慎
重选择第一志愿。

另外，省军队院校招生办
提醒，跟往年不同的是，今年
我省军队和国防生院校招录
将新增“体能测试”环节。体
能测试成绩虽仅做参考，不作
为录取依据，但无故不参加体
能测试者，取消录取资格。

今年7所司法类高校在我省招生

前日，省招办发布《河南
省2016年普通高校招生志愿
填报及录取有关规定》，其中
明确规定：

今年，西南政法大学、中
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
学、华东政法大学、甘肃政法
学院的侦查学、治安学、经济
犯罪侦查和刑事科学技术专
业，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各专
业，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的
司法警务专业，在我省提前批
录取。

需要提醒考生的是，针对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和河南司
法警官职业学院提前录取，我

省有特别规定。根据通知，凡
高考成绩达到高校要求录取
控制分数线、填报提前录取专
业的考生均须参加政审、面试
和体能测试。面试、体能测试
全省统一组织，具体要求和面
试地点、时间请考生于6月29
日注意查看省招办网站通知。

面试、体能测试、政审合
格的考生录取时，根据考生志
愿按学校招生数的一定比例
向高校投放档案，由学校进行
全面考核，择优录取。

另外，司法类高校提前录
取专业录取女生比例每校不
超过本校招生数的15%。

常规录取结束后，
所有本专科层次
不组织补录

24所高校在我省招1146人
定向为部队培养士官

19所高校招生负责人
今起做客大河报谈招生政策

特别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