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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世卫组织（WHO）8020 计划之中原口福大行动·造福缺牙市民

中原口福行动“即刻种·即刻用”“All-on-4、All-on-6”高龄种牙首批报名接近尾声

口福行动“即刻种·即刻用”公益种牙
圆健康长寿之梦

中原口福行动以“学术
无界、医术无疆”人才理念，
吸纳世界高级医学人才，如
英国爱丁堡皇家外科学院
植牙博士、认证监考官、国
际植牙专家资质认证的全
球 60 位 特 级 专 家 之 一
ZannarOssi 博士；郑大一
附院种植科主任、省口腔医

学会种植专业委员会主任
委员、省口腔医院种植中心
主任吴豪阳教授；美国加州
大学种植博士、北京大学口
腔医学院客座教授时绍忠
院长；省口腔医学会种植专
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省人
民医院口腔种植科主任刘
兴国教授；首都医科大学种

植医学博士、中华口腔医学
会种植专委会委员、国际口
腔重建科学委员会（FOR）
会员李会龙教授等世界一
流医学人才加盟，实现“大
德为医·名医汇集”，为全口
无牙、半口无牙、多颗牙缺
失患者，提供优质、快捷、无
痛、微创种植服务。 （案例图片）

许会锋 李会龙 时绍忠 ZannarOssi 吴豪阳 刘兴国 李时顺

□记者 李晓敏

听闻口福行动是全国性
公益活动，有专门研究高龄人
群的种牙专家团坐镇，洛阳的
梅先生远道而来，到口福行动
指定种牙机构——德贝植牙。

因长期缺牙，梅先生口腔
情况不太乐观，牙槽骨仅剩薄
薄一层，修复难度大。“虽然我
今年 61 岁，但身体像 90 多
岁。”梅先生哀叹道。他迫切
希望通过种牙改善饮食，增强
体魄，改变提前老去的现状。
长期缺牙，牙槽骨大量吸收，
老年人身体恢复机制较弱，情
况复杂，不可盲目种牙，一定
要到技术高超、专家经验丰富
的种植牙机构才能保证成功。

针对高龄老人特殊缺牙
环境，口福行动专家组采用

“即刻种·即刻用”新技术，根
据牙床平整度、身体承受力等
诸多因素综合评估，采用新一
代精密微创种植技术，通过人
工智能计算避开密集牙神经，
严格控制微创伤口面积，把握
种植角度、深度、吻合度，根据
牙槽骨骨质密度、高度、宽度
精确定位，将种植体精准嵌入
牙槽骨，出血少、恢复快，种植
过程几乎无疼痛。

以ZannarOssi博士为首
的国际种植牙知名专家团携
手“即刻种·即刻用”种牙技
术，引进德国进口高级诊疗设
备，让每位老人都可以拥有一
口健康牙齿，安享晚年口福。
中原口福行动报名接近尾声，
请及时预约。

缺了牙，60岁年龄90岁身体
种了牙，享受口福吃回年轻

大河植牙热线:
0371-65796135

进口植体2980元

□记者 田园

养老金如何调整，何时调整到位，退休人员都非常关心。昨日上午，河南省人社厅发布消息，经省政府同意，并报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财政部批准，2017年7月5日，河南省已发布《关于2017年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从2017年起，为2016年12月31日前已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的退休人员增加基本养老金，总体调整水平为2016年退休人
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的5.5%左右。

□记者 梁新翠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省
财政厅综改办获悉，今年我省
田园综合体建设试点名单对
外公示。鹤壁浚县、洛阳孟津
县、永城市、汝州市、长垣县、
南阳唐河县分别排第1至第6
位，如公示期间无异议，按照
方案，6 县（市）将分别获得
2500万元财政“红包”。

据介绍，田园综合体是今
年中央1号文件中出现的一
个新词，随后，财政部确定在
包括河南在内的18个省份开
展试点建设。试点立项的条件
是，各地必须在美丽乡村建设
基础上，优先选择有基础、有
特色、有潜力的乡镇（村），全
域统筹开发。项目范围应为
乡镇内或相邻乡镇3~5个村
以特色产业、特色景观、特色

文化等为枢纽连接成片的区
域。试点在省辖市、省直管
县推荐基础上，经过专家评
审、实地考察、现场答辩、
网上公示等程序确定。中央
及省财政按照每个试点2500
万元左右进行支持，先建后
补、分批拨付。并要求试点项
目1~3年完成，1年有成效，
2~3年有大发展。

今年，全省共有25个县

（市、区）申报该项目，经过专
家评审、实地考察、现场答辩
环节，共选出6支优胜队伍，
按得分高低，依次为鹤壁浚
县、洛阳孟津县、永城市、汝州
市、长垣县、南阳唐河县，按照
建设方案，排名靠前的2支将
作为国家试点进行建设推广，
如7月15日至7月21日的1
周公示期间无异议，鹤壁浚
县、洛阳孟津县将获此资质。

□记者 王迎节 通讯员 秦高磊

本报讯 7月中旬,郑州轻工业学
院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八方援”助力
扶贫攻坚基层调研服务团，来到河南省
周口市郸城县南丰镇郭店村开展调研
和志愿服务活动。

在调研和志愿服务活动中，郸城县
南丰镇党委书记张波给队员们详细介
绍了南丰镇精准扶贫措施，驻村工作组
负责同志胡宇帆给队员们详细介绍了
郭店村光伏发电、修建道路、建立农贸
市场、开办爱心超市、创办扶贫企业等
方面的扶贫工作。随后,队员们深入贫
困户家中进行走访调研，对国家精准扶
贫政策进行了宣讲，并协助驻村工作组
对贫困户提出的精准扶贫相关问题进
行了耐心解答。队员们还看望了村中的
留守儿童，热心帮助他们解决暑假作业
中的难题，并给留守儿童送上了精心准
备的书籍。

河南6地进入田园综合体建设试点名单
排名靠前的浚县、孟津县公示无异议将作为国家试点进行建设推广

退休人员养老金上调约5.5%
涉及全省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

此外，在普遍调整基础
上，再适当提高部分人员的
基本养老金。

其中包括，截至2016年
12月31日年满65周岁的高
龄退休人员，分年龄段按以
下标准每人每月再增加基本
养老金：年满65周岁不满70
周岁20元；年满70周岁不满
75周岁25元；年满75周岁不
满80周岁30元；年满80周
岁不满85周岁35元；年满85
周岁不满90周岁50元；年满
90周岁60元。退休人员的
年龄计算，以批准退休时确

定的出生时间为准。
此外，按照《通知》进行

普遍调整和高龄退休人员适
当倾斜标准增加养老金后，
月养老金仍未达到1000元
的退休人员，再增加 20
元，但增加后不得超过
1000元。企业退休军转干
部在按以上规定调整后达不
到所在省辖市、省直管县
(市)企业退休人员平均养老
金水平的，补足到所在省辖
市、省直管县(市)企业退休人
员平均养老金水平。

挂钩调整中，企业退休人
员按调整范围内退休人员本
人的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
限，不含折算工龄)，每满一年
增加2.4元。缴费年限不满一
年的按一年计算。在上述基
础上，再按企业退休人员本人
2016年 12月份基本养老金

(统筹项目内部分，不含取暖
补贴)的0.5%计算增加。

同时，机关事业单位退休
人员按调整范围内退休人员
本人2016年 12月份基本养
老金(统筹项目内部分，不含
取暖补贴)的2.8%计算增加。

《通知》要求，河南省这次
调整增加的退休人员基本养
老金，要在 7月底前发放到
位。

除了发放时间，养老金能
涨多少是退休人员关心的问
题。

记者了解到，此次调整，
统一采取定额调整、挂钩调整
与适当倾斜相结合的调整办
法。

其中，定额调整体现社会

公平，全省各类退休人员调整
标准一致；挂钩调整体现“多
工作、多缴费、多得养老金”的
激励机制，使在职时多缴费、
长缴费的人员多得养老金；适
当倾斜体现重点关怀，主要是
对高龄退休人员等群体予以
照顾。

定额调整就是每个人先
增加相同的金额。根据规定，
我省定额调整范围内的退休
人员每人每月增加50元。

哪些人员可得到政策倾斜？增加的养老金何时发放？

挂钩调整如何计算？

农村留守儿童
获赠书籍

贫困县高中生
获邀参加夏令营
□记者 王迎节 实习生 胡孟强

本报讯 助力农村学子圆大学梦，
梦想的种子应该早种下！昨天，郑州大
学第一届优秀高中生夏令营正式开
营。我省260余名优秀高中学子齐聚
一堂，开始为期3天的郑大之旅。据了
解，这些学生全部来自我省睢县、淅川、
淮阳等贫困县，这次活动是郑州大学精
准扶贫的一项重要举措。

开营仪式上，郑大副校长刘国际介
绍说，教育扶贫能让贫困地区的孩子受
到更好的教育，从而改变命运，是最有
效、最精准的扶贫。“今年首次夏令营，
我们的目标是贫困县中学。”刘国际说，
本届夏令营选取了3所贫困县的优秀
中学，邀请260余名高中生到郑大参
观、访问，通过聆听大师讲座，感受大学
文化，使营员增长见识，拓展视野。

据介绍，国家再次同步
安排适当提高企业和机关事
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水
平，进一步体现了机关事业
单位和企业养老保险制度的

“并轨”。
预计全省将有300多万

企业退休人员、100多万机关
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受益，共
将惠及400多万退休人员。

惠及400多万退休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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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攻坚 高校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