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为从此乐享天伦,不成
想引来一腔愤怒

南阳78岁的王大伯，去年
花了一年的退休金在当地诊所
种了一口牙，没成想给自己带
来极大困扰。原来王大伯种牙
后，回家一直牙疼，去诊所检
查，被告知注意加强口腔卫
生。之后，种的牙齿开始松动，
直至全部脱落。王大伯又愤怒
又懊悔，后悔为省1000多元钱
没去正规医院。

今年3月，王大伯来到郑

州植得口腔医院，找到了种植
中心原辉婷主任。原主任检查
后发现，失败的种植牙是因为
使用了低价劣质牙冠（俗称牙
套），种植角度和深度也存在较
大偏差，导致咬合关系紊乱，给
再次种植增加了很大难度。

仁心妙手,一日植得“一口
好牙”

考虑到王大伯年纪大，距
离远，不想奔波，有过失败种植
经历，原主任制订了技术难度
高、快捷便利的种植解决方案

All-on-4（上下颌各需四颗植
体即可种出全口牙）。为保障
手术成功，原主任请来植得种
植中心高功杰主任会诊。

原主任采用德国先进的麦
哲伦数字导航技术，并结合临
床经验，通过种植导板精准导
航，成功完成手术。“手术时没
有不适感，太神奇了，短短一天
就让我找回了真牙的感觉！”

All-on-4就像在口腔里
搭桥，岂能不稳固？

All-on-4的原理是在 4

颗植体上安装拱形连桥，即一
点受力会均匀分布到整体，该
技术的运用为万千半口、全口
缺牙患者带来“口福”！

专家特别提醒，种植牙是
一项高精尖齿科技术，出现
0.1mm的误差就可能导致失
败，医生技术直接决定种植牙
成败及后期使用效果。

植得口腔医院是德国ICX
医学项目合作医院，全面引入
了德国植体、德国技术、德国设
备和德国服务标准。种牙时计
算机全程辅助，利用导板导航，

就像给医生装了“千里眼”和
GPS导航，种牙又快又精准。

全球种植牙品牌同贺植得
7周年院庆，仅11天

11月2日~12日，郑州植
得口腔医院院庆期间，国际国
内种植领域大咖将齐聚植得，
分享一场种植大咖和植得种植
团队高度专业化的饕餮“大宴”。

7年口碑沉淀，种植牙每
满5000元送2000元；

7年感恩回馈，进口种植
体惊爆价2390元。

牙齿掉光后——

医生在我嘴里搭座“桥”，跟真牙一样，从此吃啥都香！
2018郑州种植牙重磅发布：植得口腔医院建院7周年，大河报联合植得口腔回馈读者
每满5000元送2000元，进口植体2390元，限时11天！大河报种植牙热线：0371-65795608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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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好天”数 全省仅商丘、济源达标
为实现“天蓝、地绿、水净”，全省7厅局联手打响秋冬污染防治攻坚战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郭兵 文 白周峰 摄影

生活在郑州，白领小刘的要求并不高，就是“白天深呼吸，晚上看星星”，然而有过
敏性鼻炎的她，最近不太好受。近段时间以来，河南多地出现污染天气，三门峡等地
个别时段甚至出现重度污染，10月21日，河南启动入秋以来首次重污染天气应急管
控和核查工作。进入污染天气高发季节，河南各地市的空气质量如何？优良天数“小
目标”完成得怎么样了？10月22日，河南省环保厅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今年9月份
以及前三季度全省环境质量状况。

9月份“气质”榜：
三门峡、济源、濮阳列前三

河南省环保厅副厅长王
朝军介绍，9月份按照空气质
量及同比改善程度由好到差
的省辖市依次为：三门峡、济
源、濮阳、鹤壁、洛阳、安阳、焦
作、新乡、南阳、开封、信阳、郑
州、许昌、周口、漯河、驻马店、
平顶山、商丘。

发布会也对县（市）排名
情况进行了公布。

污染天气高发季节，各地
大气污染防治攻坚任务重。
王朝军介绍，9月份有10个省
辖市未完成PM10浓度目标
值，分别为：开封、平顶山、安
阳、许昌、漯河、南阳、商丘、信
阳、周口、驻马店；PM2.5浓度
目标值未完成的4个省辖市
为：平顶山、信阳、周口、驻马
店；优良天数目标值除商丘、

济源外，其他16个省辖市均未
完成。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
今年9月份，全省18个省辖市
环境空气优、良天数比例为
78.9%，同比上升 7.9 个百分
点。

今年1~9月份，全省18个
省辖市环境空气优、良天数比
例为53.0%，同比上升1.9个百
分点；全省18个省辖市均出现
重度污染及以上天气，平均14
天，同比减少5天。

9月份“水质”榜：
开封市政府被警示

据了解，9月份省辖市地
表水环境质量前3名，由好到
差依次为：南阳、三门峡、平顶
山。地表水环境质量后3名，
由好到差依次为：开封、新乡、
濮阳。

县（市、区）水质排名情
况：地表水环境质量前10名，
由好到差依次为：洛阳市汝阳
县、洛阳市栾川县、开封市尉
氏县、平顶山市鲁山县、信阳
市浉河区、洛阳市伊川县、驻
马店市泌阳县、南阳市方城
县、洛阳市洛宁县、信阳市固
始县。地表水环境质量后10
名，由好到差依次为：南阳市
新野县、周口市郸城县、商丘
市虞城县、开封市通许县、焦
作市孟州市、周口市川汇区、
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濮
阳市台前县、三门峡市陕州
区、焦作市武陟县。

值得关注的是，发布会对
1个省辖市政府和7个县（市、
区）政府点名提出警示。

王朝军介绍，按照《河南
省地表水环境质量月排名暨
奖惩暂行办法》，对本月地表
水环境质量排名后3名的省辖

市及后10名的县（市、区），且
水质没有改善的地方政府进
行警示。分别为：开封市政
府，以及周口市郸城县、商丘
市虞城县、周口市川汇区、商
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濮阳
市台前县、三门峡市陕州区、
焦作市武陟县政府。

发布会也公布了我省9月
份生态补偿情况。

今年9月，各省辖市、省直
管县（市）共支偿城市环境空
气质量生态补偿金 589.2 万
元，得补447.5万元；共支偿水
环境质量生态补偿金92万元，
得补968万元。综合大气和水
两项生态补偿，9月份支偿金
额最高的省辖市是开封96万
元、省直管县是巩义 25.2 万
元；得补金额最高的省辖市是
南阳202万元、省直管县是滑
县26.4万元。

全省7厅局联手，
打响秋冬污染防治攻坚战

实现“天蓝、地绿、水净”，
河南环境污染防治攻坚重点
工作进展情况如何？10月22
日，河南省环保厅新闻发布会
上，省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领
导小组成员单位省环保厅、省
发改委、省工信委、省交通厅、
省住建厅、省商务厅、省工商
局分别介绍本部门本系统环
境污染防治攻坚情况。

扬尘污染专项整治：
河南省环保厅副厅长王

朝军在发布会上介绍，目前，
全省18个省辖市环境空气优、
良天数比例为 53.0%，进入秋
冬污染天气高发季节，环保压
力大、任务重。在工地扬尘整
治上，全省 98%的工地安装在
线监控监测设备，13439 辆渣
土 运 输 车 完 成 自 动 密 闭 改
造。在道路扬尘治理上，省交
通厅科技处刘江处长介绍，切
实加大普通干线公路的清扫

保洁力度，对穿城、环城公路、
城市出入口以及重要国省干
线路段、旅游线路，每天清扫2
次以上，对其他普通干线公
路，每天清扫1次以上，杜绝干
线公路路面扬尘污染。

成品油市场治理：
省商务厅市场运行调节

处副处长李少伟介绍，今年以
来，全省累计查处取缔违规非
法销售成品油行为1717起，打
击取缔黑油站570座（关停444
座，拆除 126 座），黑窝点 487
个（关停 416 个，拆除 71 个），
自建罐171个，流动车489辆，
累计罚没油品 818.6 吨，行政
拘留670人。

黑臭水体治理：
省辖市133处城市黑臭水

体中，基本完成工程整治、消
除黑臭的有112处，其余21处
也已全部开工整治；首批实施
百城提质的县（市）排查出 59
条黑臭水体，整治完成 36 处，
正在开展整治18条，处于项目
前期5处。

畜禽养殖污染防治：
今年全省初步确定规模

养 殖 场 粪 污 配 套 设 施 任 务
2953 家，已完成的 2531 家，占
比 85.7%；正在整治的有 316
家，占比 10.7%；未开工的 106
个，占比 3.6%。截至目前，全
省16079个畜禽规模养殖场累
计 完 成 粪 污 处 理 设 施 配 套
14299个。

公园绿地建设：
省住建厅城市管理和执

法监督局总队长刘洪副介绍，
今年我省每个县级市和县建
设 3 个以上面积不小于 1000
平方米的街头游园、小微绿
地，全省城市建成区绿地率
（含立体绿化、屋顶绿化）达到
35.3%，设市城市人均公园绿
地面积达到12平方米。

10月21日，郑州出现轻度污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