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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牙科疾病日益
受到重视。公立大医院的牙科专家号一号难
求，患者需求无法完全满足，记者在成都、长沙
等地了解到，不少患者涌向民营机构。

“种植牙对医生、技术、材料等要求很高，
一颗好的种植牙需要经过充分的术前口腔检
查和全身的健康评估，确立种植计划，而现在
一些民营诊所为了追求利润，没有对患者进行
术前检查，就盲目开始种植牙，给患者的口腔
健康带来更大的隐患。”成都一位从事口腔医
学多年的业内人士透露。

在良莠不齐的口腔医疗市场，还夹杂着不
少“黑诊所”和“黑牙医”。市场需求大、投入
少、利润高，非法行医者在菜市场、超市里支个
摊子，配一些药水，摆几把钳子、镊子，就可以
为患者拔牙、补牙、镶牙了。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感染科专家李异认
为，在“黑诊所”进行口腔医疗暗藏感染风险，
如果口腔诊疗器械的消毒灭菌不严格，可能导
致乙肝等疾病的交叉感染。

“近年来，口腔医疗行业高度市场化趋势
明显，社会资本纷纷投资口腔医疗行业，民营
牙科连锁机构遍地开花。”湖南好牙依口腔医
疗集团董事长陈颖告诉记者，由于缺乏统一规
范，质量良莠不齐，杀价竞争严重。

“进口种植牙只要 4985元一颗起”“多重
豪礼优惠套餐”“特价 4150元包干”等种植牙

“大礼包”在很多民营医院随处可见，不少患者
在决定种植牙时，没有被告知具体的细节和治
疗过程，以至于后期被迫不断加钱，基本上做
下来，一颗牙均价轻松过万元。

“先以较低价或优惠套餐吸引患者，然后
在治疗的过程中随机‘添加’项目，以增加总
价，这是一些牙科种植牙的常见套路。”成都一
位民营口腔医院负责人透露。

长沙一家口腔医院院长告诉记者，种植牙
收费较高，医院引进的口腔材料基本上都是洋
品牌。“医院购入韩国种植牙，要花3000元；购
进瑞士 ITI种植牙，要花4000多元。加上数千
元的检查费、手术费、麻醉费等，患者需要花 1
万多元完成整个种牙过程。”这位院长说。

目前种植牙齿不属于医保报销范畴，患者
只能自掏腰包。花 1万多元种一颗牙齿，一些
患者只能“望牙兴叹”。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认为，种
种乱象显示，当前口腔医疗市场亟待加强监
管，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逐步规范种
植牙市场，让口腔药品和医疗器械流通、销售
等环节公开透明，才能矫正当前畸形的市场。

（据新华社长沙9月19日电）

□本报记者 陈小平

9月 17日，记者来到焦作市解放区焦
北街道花园街社区公园楼院，平坦的路
面、整洁的环境、精心设计的文化墙等都
让人感到舒心、温馨，已经完全看不到老
照片里路面坑坑洼洼、电线密密麻麻、墙
体破破烂烂的样子。

“2015年 5月，我们楼院开始参与‘美
丽楼院’创建工作。全院70多户居民选举
产生了居民议事会，齐心协力、自己动手
为楼院创建出力。”公园楼院居民议事
会主任李馥郁告诉记者，几年来，从安
装大门到整修路面，从清理垃圾到安全
巡逻，从成立老党员服务队到组建爱心
车队……公园楼院不仅环境美了、设施全
了，为居民服务也越来越贴心。

不让无物业管理、无主管部门、无人
防技防的“三无楼院”成为创建的“文明盲
区”，解放区积极探索“334”楼院协商治理
模式，实现了全辖区 88个无主楼院、老旧
楼院变身为文明楼院、和谐楼院。

我省把老旧楼院改造提升作为一项
重要工作，从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和居住
条件入手，着力构建党政联动、上下贯通、
功能整合、便捷高效的便民服务体系，不
断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城市形
象和文明程度。

南阳市宛城区仲景街道聚合了老旧
楼院、无物业管理小产权居民小区等多种
居民楼院。近年来，仲景街道党工委、办
事处成立以书记、主任为组长的领导小
组，专人专班组织推进文明创建工作。该
街道在去年投资 1600余万元用于辖区环
境提升的基础上，今年又专门拿出93万元
以奖代补资金，鼓励社区对辖区环境、居
民楼院进行整治提升。一个个楼院环境
干净了，风气好转了，居民们的幸福感和
满意度也显著提升。

“通过改造，小区安装了太阳能路灯、修
建了停车场……小区能有这么大的变化，真
没想到。”灵宝市涧东区亚武小区居民李晓
松感叹。今年5月，为深入实施老旧楼院改
造提升工程，涧东区政府筹资80万元对亚
武小区进行了改造。据悉，灵宝市目前共
有老旧楼院(2000年以前建的)290个、背街
小巷 154个，该市计划用两年时间全面完
成老旧楼院、背街小巷改造任务。③5

本报讯（记者 宋敏 通讯员 王玮）9 月
19日，记者从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
了解到，为助力中秋、国庆“双节”出行，该集
团公司增开 G9787 次（安阳东—郑州东）、
G9789 次（商丘—郑州东）两趟管内高铁列
车。列车抵达郑州东站后，将改变车次，接续
发往成都东方向，进一步方便豫北、豫东旅客
节假日出游巴蜀地区。

据了解，G9787次（安阳东—郑州东）开
行时间为 9月 21日至 24日、9月 28日至 10
月 15日。安阳东站始发时间为8点27分，沿
途停靠鹤壁东、新乡东，9点 24分抵达郑州
东站，抵达后将更换车次为 G2205 次，9 点
53分接续发往成都东站。

G9789次（商丘—郑州东）开行时间为9
月 21日至 10月 15日。商丘站始发时间为7
点46分，沿途停靠民权北、兰考南、开封北，8
点 57分抵达郑州东站，抵达后将更换车次为
G2213次，9点17分接续发往成都东站。③8

安阳商丘加开高铁
直通成都

加开的两列高铁。②39 王玮 摄

本报讯（记者 栾姗）9 月 19 日，记者从
省发改委获悉，《河南省电子证照管理暂行办
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印发，我省全面推
行电子证照数据共享应用，群众和企业同一
种电子证照只需要提交一次，就可在多个政
府部门间互通使用，这意味着群众和企业办
事有望“零跑腿”。

长期以来，在行政审批过程中，存在大量
纸质证照的提交和流转，造成资源浪费和审批
效率低下。为方便群众和企业办事，我省按照

“省市分建、省级集中”的要求，分别建设省、市
两级综合电子证照库，用于存储电子证照目录
数据、电子证照内容数据以及电子证照文件
等。按照安全规范要求生成并包含电子印章
的电子证照与纸质证照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可
作为办事依据和归档材料。目前我省企业电
子证照特别是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和组
织机构代码证已率先完成电子化转换。

电子证照转起来，网上办事自然快起来。
《暂行办法》明确要求，证照应用单位应积极引
导服务对象使用电子证照，支持通过网络提交
电子证照。除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外，凡对于
采用数据共享方式能够获得电子证照的，不得
要求服务对象到现场提交证照。③5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9 月 19 日，省公
安厅高速交警总队发布中秋假期出行提示，预
计中秋假期期间，郑州、洛阳、开封等城市周边
高速公路及京港澳高速、连霍高速、大广高速
等主干高速公路及郑州周边西南绕城高速、郑
少高速、商登高速车流量会大幅增加，假期出
行驾车上高速公路请避开九大易堵路段。

据悉，这九大易堵路段是：京港澳高速郑
州圃田、新郑段；兰南高速平顶山方城段；郑
尧高速新郑始祖山隧道至禹州段；京港澳高
速刘江黄河大桥至郑州东服务区段；连霍高
速郑州巩义段 627公里东向西隧道路段；连
霍高速商丘段东向西方向；郑少高速新密段；
二广高速洛阳段；连霍高速开封段。

高速警方提醒，预计中秋假期期间，省内
主干高速公路车流量会比较大，特别是中秋
假期前一天（9月 21日）和中秋假期第一天(9
月 22日)上午是出行高峰时段；预计中秋假
期最后一天（9月 24日）下午返程车流量会
骤增，特别是 16时以后是返程高峰，在郑州
等周边高速公路收费站下站通行压力会非常
大，极易拥堵，请错峰出行，错峰返程。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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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牙“水很深”“黑诊所”危害大
——口腔医疗行业乱象透视

A 市场需求大、利润高
“黑诊所”盘踞城乡

种植牙“套餐价”
暗藏玄机B

种植牙暴利
口腔医疗市场亟待加强监管C

出彩中原在行动
文明的力量

老旧楼院大变身
小区居民尽开颜

9月18日，“2018商城县全国科普日活动”在该县168商业广场机器人科技馆举行，吸引了500多名中小学生和干部群众参观体验。活动展
示了目前国内最具有代表性的机器人、VR技术以及AR技术，并将课本上抽象难懂的科学知识和物理现象制作成了实物器材，让孩子们亲手操
作，体验科学的奇妙。⑨6 杨绪伟 摄

□本报记者 李若凡

“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穿上棉。”近
段时间我省大部出现降雨，9月 19日，北中部
最高气温 20℃上下，夏凉被已经抵挡不住夜
晚阵阵寒凉。

连绵秋雨何时能结束？省气象台预测，22
日，全省天气晴好!

据统计，9 月 17 日 17 时到 9 月 19 日 17
时，全省平均降水 29.3毫米,地市平均降水量
前三位依次为济源82毫米、焦作66.7毫米、三
门峡 54.5毫米。国家自动站降水量前三位依
次为博爱 95 毫米、济源 82 毫米、焦作 75 毫
米。有 24个区域雨量站降水量超过 50毫米，
区域自动站降水量前三位分别为博爱 95 毫
米、济源82毫米、焦作75毫米。

省气象台最新数据显示，20 日，全省阴
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南阳、驻马店、信
阳三地区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有大雨。全省
偏北风 2级到 3级。最低温度：西部山区 15℃
到 17℃；东南部 20℃到 22℃；其他地区 18℃
到20℃。最高温度：西部19℃到21℃；其他地

区23℃到25℃。21日，东南部阴天到多云，部
分地区小雨逐渐停止；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
22日，全省晴天间多云。21日到 22日，中西
部部分地区有西北风4级左右。

省气象局农业气象专家建议，目前全省将
进入秋收秋种的关键时期，周末以前我省多阴

雨天气，已完成收获的地区，要注意作物合理
堆放，保持通风，勤翻勤晾，防止霉变。21
日到 27日以晴好天气为主，豫北、豫东等地玉
米尚未完全成熟的地块，在不影响小麦适时播
种的情况下，应适当晚收；其他地区已完全成熟
的地块，应趁晴天及时收获、晾晒和入仓。③9

本报讯 (记者 董学彦)“有一种语言，它
很神秘，它蕴含着一个民族上下几千年悲喜
交加的情感；有一种语言，它很古老，古老
到那刻在骨头上的文字里都找不到它的起
源……”襄城县文昌小学诵读的作品《中国
话》，以崭新的形式，演绎着中国话、传诵着中
国话，赢得阵阵热烈掌声。

9月 19日下午，由许昌市文明办、许昌
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2018许昌市“庆中秋迎
国庆·经典照亮人生”中华经典诵读优秀节目
展演暨颁奖典礼落下帷幕。

许昌市已连续多年举办中华经典诵读活
动，在全市营造了阅读经典、感悟经典、传承
经典的浓厚氛围。今年5月该活动启动以来，全
市1000多所学校的5万余名师生参赛。③5

“湿”意不再 未来七天“晴”意绵绵

9 月
19日，郑州
街 头 冒 雨
出 行 的 市
民 。 ⑨ 6
本 报 记 者
聂冬晗 摄

诵读经典迎中秋

图/王伟宾

本报讯（记者 王平）9月 19日，在第 30个
“全国爱牙日”到来之际，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
院口腔科在门诊一楼大厅举行了专家义诊咨询
活动。“今年的爱牙日主题再次聚焦‘口腔健康，
全身健康’，这足以证明看似小小一颗牙齿的影
响力。”该院口腔科主任闫长山表示，口腔健康
是全身健康的基础，龋齿更是危害儿童健康的
常见疾病，家长要引起重视。

2017年第四次全国口腔疾病流行病学调
查结果显示，与十年前相比，我国 5岁和 12岁
儿童的龋齿患病率分别上升了 5.8 和 7.8 个百
分点。“龋齿的发生与糖的摄入、口腔卫生等因
素密切相关。”闫长山说，“龋齿直接影响孩子的
咀嚼、消化以及恒牙的萌出等，从而影响孩子的
正常生长发育。”

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刷牙？闫长山说，其
实从孩子出生的第一天起，就要做好口腔的护
理工作。家长可手上缠一块纱布，沾点白开水，
然后把孩子口腔内部包括牙床部位擦洗一遍；
等到孩子半岁时，口腔内会萌出第一颗牙齿，这
时就要做好牙齿的护理，仍是采用纱布擦洗牙
齿的办法坚持每天护理；到一岁半时，就可以尝
试让孩子使用儿童保健牙刷自己动手操作，但
仍然以擦洗牙齿为主；到了三岁以后，可以开始
逐渐让孩子使用少量涂氟牙膏自行刷牙。③6

口腔健康从孩子出生做起

依靠党政主导、居民主体和

社会协同三种力量，实施“三上三

下”三步工作法，构建共商共推、

共筑共融、共创共管、共建共享四

种机制，建设“四好”楼院。

“334”楼院协商治理模式

公立大医院的牙科专家号一号

难求，牙科“黑诊所”却盘踞城乡，暗

藏感染风险；种植牙洋品牌充斥，动

辄 3倍暴利，不少患者只能“望牙兴

叹”……“全国爱牙日”来临之际，记

者在多地调查发现，口腔医疗市场乱

象重重，亟待加

大对牙科“黑诊

所”“黑牙医”的

打击力度，逐

步 规 范 种 植

牙市场。

第30个“全国爱牙日”到来，专家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