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3月15日讯 今天，2016
年湖南省第三届国际社工日主题
宣传周启动仪式暨首届潇湘社工
发展论坛在长沙举行。活动现场，
省民政厅发布了2016年湖南社工
品牌和标识征集通知， 向全社会

广募创意金点子。 如果你有好的
创意，可在5月15日前将作品电子
稿发送至征集邮箱：hunanshe-
gong@126.com， 或将作品邮寄
至湖南省民政厅。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邓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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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齿缺失十二年不治疗，
牙槽骨萎缩

十二年前， 家住郴州市的范
先生因为一场意外， 失去了上颌

左右两边共三颗牙齿。
“因为是里面的牙齿，外面看

不见，所以凑和着过。 ” 尽管进食
受到很大影响， 范先生仍旧没有
重视， 直到三年前牙齿缺口临近
又有两颗牙齿出现松动。

听说种植牙技术后， 范先生
特意赶到长沙美奥口腔医院，牙
科医生给他做了详细的检查。“医
生说虽然我的牙槽骨萎缩太多，
骨量不足， 还是可以用智能种植
牙技术种植牙齿。 ” 听到这个消
息，范先生很是高兴。

“对于传统种植技术来说，骨
量不足意味着无法进行种植体植

入， 或导致种植修复的长期效果
不佳， 甚至可导致骨裂开、穿
孔。 ” 美奥口腔医院种植中心主
任叶宝定表示 ， 医院引进的
All-ON-4种植牙技术， 代表着
新一代智能种植牙技术， 率先打
破了传统种植技术瓶颈， 可以帮
助范先生实现种植牙。

引导骨再生技术，
骨量不足也能种出一口好牙

“这种智能技术，是利用先进
引导骨再生技术， 以及受力更强
的‘拱形连桥’牙冠，使种植区骨
床的质与量皆明显提高， 极大地

扩宽了种植牙适应症， 令牙槽骨
缺失患者也能种出一口好牙。”美
奥口腔医院种植中心主任叶宝定
透露。

以美奥口腔 All-ON-4 种
植牙技术为代表的智能口腔种
植技术，采用了数字化智能无缝
链接方法，提高植牙修复手术的
精准性；利用计算机图形图像技
术对放射影像资料进行处理，重
建三维医学图像模型，结合空间
定位实现植牙过程中牙根的精
准定位。

All-ON-4 种植牙技术是
一项综合实力强的口腔医院才
能落户的技术， 因为其显著的
种植时间短、创口小、无疼痛、
无不适感、即刻恢复正常使用、
使用期限长等技术特点， 所以
无论是前期拔牙、 种植牙手术
还是术后恢复， 都要求在微创
无痛中进行， 并且要求一次手
术当天完成。

美奥口腔All-ON-4种植技术
8颗种植牙可恢复全口牙齿

近年来， 美奥口腔医院致力
于智能口腔种植技术的追求和探
索，多次引进国际先进种植技术，
其中尤以 All-ON-4 种植牙技
术为代表的智能口腔种植技术，

凝聚了当下前沿和理想的缺牙修
复科技。

该技术可以让缺牙人士获得
与天然牙功能、 结构以及美观性
最为相似的修复效果， 因此广受
各地缺牙患者所推崇。“我们集合
美奥口腔所有的力量， 引进更多
的智能口腔种植牙技术， 让更多
的缺牙顾客受惠。”美奥口腔医院
技术院长赵鑫说。

All-ON-4种植牙技术于术
前能够在智能软件中参考种植体
与修复体、 邻牙及相邻重要解剖
结构的关系，进行种植体类型、尺
寸、植入位置、角度的设计，进一
步设计并加工制作种植位点、深
度及角度都十分精确的种植导
板；同时根据顾客缺牙情况、牙槽
骨的厚薄、 密度以及全身情况选
择种植体和型号， 智能选择好适
合自己的种植体。“五分钟即可完
成一颗种植牙， 全口缺牙仅需两
小时种植， 4-8 颗种植牙就可以
恢复半口和全口（12-24颗）的牙
齿。 ” ■记者 李琪

智能口腔项目开辟种植牙新模式
口腔种植新技术研讨会全省招募 100名体验者

长沙市民范先生 63 岁 ，
牙齿缺失十二年没有重视，
导致牙槽骨萎缩。 现在想做
传统的种植牙， 却因为牙槽
骨量不足而放弃。

长沙美奥口腔医院新推出
的智能种植技术或许能帮他。
笔者今天了解到，“世界科技 安
全健齿———2016 口腔种植新
技术研讨会”将于 3 月 23 日在
长沙美奥口腔医院举行。 研讨
会邀请了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
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口腔医学中
心副主任曹颖光教授、 武汉大
学口腔医院口腔种植科副主任
夏海斌教授莅临。 他们将现场
讲 解 当 前 包 括 美 奥 口 腔
All-ON-4 种植牙技术在内的
种植牙新技术与新趋势并进行
相关案例分享。

此外，与会的多名专家将现
场会诊，为多牙缺失顾客提供解
决方案。 今天起，美奥口腔医院
面向长沙征集 100 名多牙缺失
案例。

美奥口腔种植科主任刘靖为种植牙顾客做口腔基本检查

本报3月15日讯 今日，全
省基层卫生和新农合工作会议
在长沙召开。会议透露，我省将
全面推行全科医生（乡村医生）
签约服务， 向签约居民提供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 帮助解决常
见健康问题等服务。 今年全省
人均筹资标准提高至540元，其
中农民个人缴费120元，各级财
政补助420元。

新农合平均
住院补偿率达59.8%

据悉，2015年全省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参合率达99.03%，
全年统筹基金共补助4927.91
万人次，其中住院补助676万人
次，次均补助2192.67元，较上
年度上升139.64元， 住院费用
政 策 范 围 内 报 销 比 例 达
77.37%， 超额完成国家年度目
标任务7.37个百分点， 平均住
院实际补偿率达到 59.8% 。
2015年， 我省大病补偿金额达
16.62亿元。

今年全省将稳步推进城乡
医保整合， 不断提升参合群众
补偿水平，确保全省新农合平均
实际住院补偿率不低于60％。新
农合人均筹资标准在2015年的
基础上提高70元， 达到540元，

其中农民个人缴费120元，各级
财政补助420元。

全面推行
全科医生签约服务

会议透露， 我省将全面推
行全科医生（乡村医生）签约服
务。 省卫生计生委基层卫生处
处长陈卫红介绍，今年我省人
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补
助标准由40元提高到45元，新
增5元经费将全部用于签约服
务， 优先将65岁以上老年人、
0-6岁儿童、孕产妇、高血压、
糖尿病、重性精神疾病、结核病
患者等重点人群纳入签约服务
范围。

将根据健康人群、 高危人
群、 患病人群以及疾病恢复期
人群分层分类需求， 有针对性
地设计个性化健康服务包，将
免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融
入其中， 切实提升群众满意度
和获得感。 另外， 充分发挥财
政、医保、物价、医药等综合政
策杠杆引导作用， 吸引城乡居
民自主选择签约。

我省去年已在14个县市区
试点乡村医生签约服务， 覆盖
面达到90%。据悉，今年底前，
其他县市区乡村医生签约乡、

村试点面力争达到60%以上。

四个“精准倾斜”医疗扶贫

今年是“十三五”开局之
年，也是扶贫攻坚之年。省卫
生计生委党组书记詹鸣介绍，
“十三五”期间，全省卫生计生
部门将做到四个“精准倾斜”：
县级医院的专科建设向贫困
地区精准倾斜；全科医生的培
训和人才的培养政策向贫困
县精准倾斜；村卫生室的建设
向贫困村精准倾斜； 整合医
保、救助等政策向贫困人口精
准倾斜。

城市以三级医院为龙头，
将与二级医院、 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建立城市医疗联合体，每
个贫困县的综合医院都将有一
个三级医院牵手帮助。

县域以县级公立医院为龙
头， 与乡镇卫生院建立县域医
疗联合体， 同时强化乡镇卫生
院与村卫生室一体化管理。在
医疗联合体内建立分工协作机
制， 通过技术骨干到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轮岗、 远程诊疗等多
种行之有效的形式， 推动优质
医疗卫生资源下基层医疗机
构。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章小林 王锐

全省基层卫生和新农合工作会议召开：今年新农合筹资增至人均540元

我省将推全科医生与居民签约

社工品牌和标识求“金点子”

去省植物园看多肉
3月15日，湖南省森林植物园多肉植物馆开馆，馆内展出的4万余盆、

近千个品种的多肉植物吸引了众多游人前来观赏。展馆内的多肉植物来自
日、韩、美等多国原产地及国内诸多基地，囊括景天科、番杏科、十二卷等多
个门类。 记者 陈月红 田超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