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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进口种植牙包干价 3980 元/
颗（种植体+基台+牙冠）；

2.挂号费、CT 拍片检查费、种
植方案设计费全免；

3.添加微信 BYBO-doctor，彭
布强医生一对一解答种植牙问题，
并享9.2折优惠。

拜博口腔“穿颧种植术”专种“难种”之牙
拜博口腔全国连锁，25年历史,全国200余家，省市医保定点单位，当天种牙当天用。大河报种牙专线：0371-65795671

核心提示 | 53岁的江苏建筑工程师不远千里飞到郑州，找拜博口腔王中杰医生种牙，为什么？牙槽骨极度萎缩不符合种植
牙条件，植骨周期长，手术失败风险大是许多老人种不上牙的原因。大河报种牙专线：0371-65795671

“我在江苏跑了多家口腔医
院，北京、天津的一些医院也去
了。可是牙槽骨条件实在太差
了，他们说有钱也没法种！”夏先
生是一位履历丰富的成功人士，
做记者、当编辑、经商，现在是一
位高级建筑工程师，设计过不少
山水园林、图书馆、博物馆。

可是牙齿问题，让这位成功
人士“人前风光，人后受罪”，就在
夏先生求医无门的时候，一位刚

在郑州拜博口腔种过牙的朋友，
向他强烈推荐了王中杰医生。夏
先生当即买好机票飞到郑州。

工程师千里赴郑州 只为种上一口好牙

□记者 刘静

据王中杰医生介绍：“夏先
生上颌骨极度缺损，神经管位
置分布复杂，种牙难度如同悬
崖栽树。经分析，我们采用我
院引进的瑞典穿颧骨种植技
术，完成了这一高难度种植病
例。”目前，在国内掌握瑞典穿
颧骨种植技术的医生凤毛麟
角，因此夏先生遇到的许多医
生都不敢给他种牙。在拜博口

腔，夏先生完成了他的种牙梦，
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拜博口腔是联想控股成员
企业，有25年辉煌历史，覆盖
全国50多个城市，拥有200多
家医院和门诊部。去年，拜博
集团种植复杂病例诊断设计中
心成立，会集国内外一流种植牙
专家，为疑难病例提供全方位的
治疗方案，专种“难种”之牙。

手术难如悬崖栽树 瑞典穿颧种植术力挽狂澜

（为保护客户隐私，本文图片已模糊处理）

顾客为拜博口腔点赞

拜博引进了瑞典穿颧骨种植技术

资讯

大河报
口腔健康

□记者 李岚

本报讯 3月 2日，记者从
荥阳市林业局获悉，该市今年
要建一座占地1万多亩的塔山
森林公园。该公园有山有水，
建成后将成为郑州一座综合性
的郊野森林公园。

据了解，荥阳市塔山森林

公园初步规划建设面积1万余
亩，计划投资（仅公园建设部
分）3.14亿元，建设期限为2018
年至2020年。该项目将打造
融合田、林、山、水等特色景观
资源综合性郊野森林公园，市
民活动参与的城市绿洲，历史
文化积淀的特色公园，可持续
发展的生态森林。

□记者 樊雪婧

本报讯 昨日，大河报记者
从教育部门了解到，日前，教育
部在京召开支持和提升中西部
高等教育发展座谈会，部署启
动部省合建工作：通过部省合
建支持中西部 14 所高校，其
中，我省郑州大学在列。

据了解，通过部省合建这
一新的机制和模式，在尚无教
育部直属高校的省份，按“一省
一校”原则，重点支持河北大
学、山西大学、内蒙古大学、南
昌大学、郑州大学、广西大学、
海南大学、贵州大学、云南大
学、西藏大学、青海大学、宁夏

大学、新疆大学、石河子大学等
14所高校建设。

未来，在不改变现有隶属关
系和管理体制基础上，发挥部、
省、校和支援方的作用。教育部
将会同有关部门，参照教育部直
属高校模式，对合建高校的发展
予以指导支持，在学科专业建
设、科学研究、师资队伍建设、考
核评价、对外交流合作等方面
与直属高校同等对待。

据了解，郑州大学是国家
“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一
省一校”国家重点支持建设高
校、河南省人民政府与教育部共
建高校。2017年9月进入国家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行列。

□见习记者 杨书贞 文
记者 吴国强 摄影

本报讯 2日上午，伴随着卢
森堡—郑州专线货运飞机降落郑
州机场口岸，11匹法国小矮马经
过16小时的空中“旅行”首次入
境河南，这也是该口岸2018年首
批活动物进口。短粗的小腿，厚
厚的鬃毛，憨态可掬的“萌样儿”
顿时让围观者心都化了。

大河报记者发现，和高头大
马不同，法国小矮马有着较厚的
鬃毛、马尾，全身体毛密实，小腿
矮粗，脖子粗壮。因为小巧玲
珑、性情温驯，目前广泛应用在
少儿马术及赛马中。

小矮马的新东家——武汉
某体育文化公司负责人李芸告
诉记者，这批小矮马价值200多
万。早在去年9月份，公司就想
购进，但是因为武汉还没有开通

相关国际航线，所以一度搁置。
后来发现郑州—卢森堡航线的
货运班机很便利，于是就这样将
这群萌宠买回国。

法国小矮马只是河南“空中
丝绸之路”建设的一个缩影。大
河报记者了解到，2017年郑州
新郑国际机场货邮吞吐量首次
突破50万吨，稳居全国第七，跻
身全球50强，客货运规模实现
中部机场“双第一”。

□记者 陈骏 郭兵

本报讯 任性收费哪家强？
“冠军”当数停车场。无论是我
省，还是全国价检系统最新统计
结果均显示，在各类价格投诉中
关于停车收费的投诉数量均排
名第一。

在“数说维权”栏目的第二
期，咱们一起来看看关于价格举
报方面的大数据。河南省价格
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以下简称
省价检局）向大河报“一站式”维
权平台介绍了刚刚出炉的我省
在今年一二月份关于价格举报
的最新数据统计情况。

据了解，在刚刚过去的 2
月，河南省12358价格监管平台
共受理举报2567件，其中，价格
举报、投诉251件，占比9.8%；咨
询 2316件，占比 90.2%。对比
此前统计数据，2月份的价格举
报情况显示出的明显的“假日特

点”，集中体现在宾馆酒店和旅
游业受关注程度明显提升，以宾
馆酒店即餐饮住宿方面为例，举
报受理量同比增长130%。

值得关注的是，虽然“假日
消费类投诉”呈现了大幅增长，
但“风头”仍未盖过停车收费这
一“老大难”问题。据悉，今年2
月，在全省总体举报受理量相较
1月份下降23.3%的情况下，停
车收费受理量却“逆市上扬”，增
长了1.3%，以535件的总量占据
2月河南全省价格投诉类别的

“头名”，而在今年1月，停车收
费问题的投诉总量在我省也达
到了528件之多。针对这类问
题，投诉者的“槽点”主要集中于
四个方面，分别是：停车场超标
准收费问题；停车场不执行免费
停车政策问题；停车场没有明码
标价公示牌问题；小区停车场临
时停车收费标准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停车收费领

域中存在乱象不单单在河南出
现，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
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发布的《全国
12358价格监管平台2018年 1
月分析报告》显示，今年1月，全
国12358价格监管平台共受理
各类价格举报、投诉、咨询、信访
共计56499件，其中，涉及停车
收费的问题占比31%，数量达
14305件。对此，省价检局工作
人员向大河报记者介绍，停车收
费类问题高居投诉榜首位的情
况已成为12358平台日常受理
投诉的常态。

如果您在生活中也遇到过停
车乱收费的问题，如果您对此类
问题的整治有话要讲，请拨打大
河报记者的电话向我们“吐槽”，
我们一定还您一个满意的答复。

大河报政务产品部记者陈
骏电话：15639075551；大河报政
务 产 品 部 记 者 郭 兵 电 话 ：
13525568604

部省合建 支持中西部14所高校

“一省一校”郑大入围

乱收费“冠军”仍是停车场
要“吐槽”停车乱收费，请拨打大河报记者电话

哎呀妈呀，法国小矮马！
身高相当于6岁小孩，首次“空降”郑州，将去武汉

荥阳要建塔山森林公园
该公园占地1万余亩，计划投资3.14亿元

“大家好，我们还有个名
字叫pony马，身高都在1.05米
左右，和 6 岁小孩个头差不多
高。我们要从郑州中转去武
汉，服务武汉一家马术俱乐部
的青少年马术爱好者。

下一站，我们要去湖北省
的一个隔离场，在那里被隔离
检疫30天。30天后，如果我们
是健康的，那就可以载上中国
小朋友练马术啦！”

小矮马
自我介绍

经历了16个小时的飞行，刚刚落地的小矮马看到这么多人有点蒙。

大河 一站式维权平台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 96211
0371

数说维权

□记者 李岚

本报讯 昨天，记者从荥阳
市教体局获悉，从2018年春季
学期开始，荥阳市正式实施普通
高中免费教育政策：凡在荥阳市
普通高中公办学校就读、具有荥
阳市普通高中正式学籍的学生
均可享受免费教育政策。

荥阳市教体局的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此次免费项目主要
包括学费、课本费、寄宿生住宿
费，每生每年1124元。据该局

初步预算，今年该政策将惠及
全市 3 所普通高中在读学生
10795人，减轻学生负担共计
1213万多元，经费全部由政府
财政支出。实施普通高中免费
教育政策是荥阳市委、市政府
落实十九大提出的优先发展教
育的一项有力举措，也是一项
增进人民福祉的惠民利民工
程，必将大力激发普通高中教
育发展活力，为提升荥阳整体
教育质量、提高荥阳人民教育
获得感提供强有力支撑。

荥阳从今年春季学期开始
实施免费高中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