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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士洁种牙补贴惠民工程即日可申请
事关百姓钱袋子

8185 39230510-

“2022 无锡种牙补贴惠
民工程”定点支持单位——
佳士洁口腔医院（无锡二级
口腔医院）。

说到看牙，很多老百姓觉得
贵，于是犹犹豫豫耽误了修复的
黄金期，影响生活质量不说，还拖
累了身体。《健康口腔行动方案
（2019-2025年）》提出了针对不
同人群的口腔健康指标，其中65
岁到 74 岁的老年人留存牙数
2025年要达到24颗。为贯彻落
实该方案，进一步加强健康口腔
工作，提升群众口腔健康意识和
行为能力，“2022无锡‘三一口福’
种牙补贴惠民工程”全面启动！
即“一次种植、一天缺牙重生、一
生恒久口福”。该惠民活动覆盖
单颗缺牙、多颗缺牙、半口/全口
无牙、口腔普查等，无锡市民均可
报名申领。

为了切实解决市民“看牙难、
看牙贵”的问题，作为本次惠民工
程的定点支持单位——佳士洁口
腔，额外设置了专项公益基金，种
牙市民在活动价基础上，还可再
申请500元-1000元补贴，有需
求的市民可拨打爱牙专线报名！

深耕无锡十三年，一城三院
即刻种植技术有口皆碑

随着种牙技术的发展，比起
传统种植，“当天种牙当天有牙
用”的All-on-4半口/全口无牙

即刻负重技术备受患者青睐，而
它也是检验医院技术的试金石。
该技术不仅对医生的临床经验和
操作技术有着很高的要求，而且
对于医院的设备和卫生条件也有
着相当严苛的规定。在无锡有资
质和能力操作All-on-4种植技
术的医院非常少。

佳士洁口腔服务锡城13年，
有口皆碑。佳士洁平均每月要操
作近500台手术，其建立的自有
的种植数据库，通过数据分析，攻
克了多项种植难题，已经通过
All-on-4技术帮助了不少被判
为“种不了、很难种”的复杂缺牙
患者，医院也因此收获了“好口
碑”的美誉。来自江阴的王叔叔
就是其中之一的受益者。

医院设备完善，专家经验丰富
当天种牙当天“啃苹果”

王叔叔属于典型的半口无牙
患者，他上半口部分残根还在，但
已经摇摇欲坠，牙槽骨也因为长
期缺牙已经萎缩低平，普通的种
牙方式难以修复。在多方了解之
后，他找到了佳士洁口腔技术院
长——甘恒木。甘院长拥有近20
年种牙经验，在经过一系列的检
查、拍片、会诊后为王叔叔定制了

种植方案——拔除剩余残根，进
行All-on-4半口无牙即刻负重
技术。仅用4颗种植体，就恢复了
王叔叔半口12颗牙齿的使用功
能。

从拍片、确定方案到做手术、
定制牙冠再到戴牙、吃东西，一天
之内一气呵成。王叔叔啃着佳士
洁口腔专程准备的苹果说道：“昨
天我还只能喝喝粥，今天连苹果
都能啃了，太神奇了！”在后来的
复诊中，王叔叔表示适应良好，没
有不适。

大额种牙补贴无门槛，即抢即种
种牙补贴惠民工程有亮点

目前，“2022无锡‘三一口福’
种牙补贴惠民工程”正式启动：患
者口腔检查费用全免，不治疗不
花一分钱；适用于所有缺牙人群，
不限年龄不限户籍，不含任何隐
形消费。

即日起，凡存在单颗缺牙、多
颗缺牙、半口/全口无牙、高龄无
牙颌、活动假牙佩戴不适者，松动
牙、残牙根、烂牙等问题的市民均
可报名，还可额外申请由佳士洁口
腔提供的500元—1000元种牙补
贴。有需求的市民可拨打爱牙专
线报名，亦可为父母、亲友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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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近几周国际油价显著回落，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与非欧佩
克产油国5日决定10月小幅减产，将
月度产量日均下调10万桶。分析人
士认为，虽然减产规模不大，但产油
国释放了明确的维持油价稳定意图，
国际油价进一步下跌的阻力增大。

近期，纽约西得克萨斯轻质原油
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
格已跌至乌克兰危机爆发前的水平，
而且呈继续下跌趋势。纽约原油期
货价格在6月8日达到每桶122.11
美元近期高点后震荡回落，目前已经
跌至每桶87美元以下。

油价显著下跌无疑对依赖原油出
口的产油国不利，欧佩克曾多次强调
维护石油市场稳定的政策目标。

欧佩克5日发布公告说，当日
举行的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部
长级会议注意到当前市场波动和流
动性下降的负面影响，以及支持市
场稳定和运转效率的需要，因而要
求对市场条件做出持续评估并准备
好根据需要以不同方式对生产做出
快速调整。

瑞银集团6日表示，尽管日均
10万桶的减产量与全球1亿桶的日
均需求相比微不足道，但这一决定传
递的信息是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
国将捍卫油价。该集团石油分析师
乔瓦尼·斯陶诺沃说，减产决定显示
产油国渴望让油价保持在每桶90美

元上方。
英国能源服务机构恩韦鲁斯宏

观研究团队负责人比尔·法伦－普赖
斯说，尽管减产措施从规模上讲无关
紧要，但传递出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
油国回到价格观察模式中的信号。

分析人士指出，目前来看，推升
油价的因素包括欧洲能源供应困局
推高石油作为替代燃料的需求，以
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将结
束释放战略原油储备等。与此同
时，欧美国家央行加息引发对经济
增长和石油需求放缓的担忧、新冠
疫情延宕反复等利空油价的因素同
样不容忽视。

多重不确定性意味着，到今年年
底油价或仍将以区间盘整为主。不
过，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所释放
的稳油价意图显示，油价继续显著下
跌或将面临阻力。

美国银行大宗商品和衍生品研
究主管弗朗西斯科·布兰奇日前表
示，主要产油国需要同时应对石油市
场重大供需风险，而这些风险可能会
在今后几个月推动油价出现每桶5
至20美元的涨跌幅。布兰奇预计，
2023年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将为每
桶100美元。

瑞银集团则预计，到今年年底，
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将处于每桶
125美元左右的水平。

（新华社纽约9月6日电）

产油国小幅减产释放明显稳价意图

国际油价下跌阻力增大

根据俄罗斯法律信息网日前发
布的文件，俄罗斯停止履行与日本签
署的关于日本原住民免签前往南千岛
群岛（日方称北方四岛）的协议。俄政
府已下令俄外交部将相关决定通知日
方。分析人士认为，乌克兰危机升级
以来，日本追随美欧等国对俄施加制
裁，被俄列为“不友好国家”，俄日关系
持续恶化。本次停止履行签证协议是
俄对日在领土议题交锋中的再度回
击，此前俄在“萨哈林2号”油气项目
等多个议题上对日反制。

敲打日方随美反俄将酿苦果

今年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日本
在对俄立场上与美欧步调一致，采取
严厉制裁措施，俄方则对日做出强硬
回击，俄日围绕南千岛群岛的领土议
题交锋也持续升级。

俄方反制措施包括：宣布停止俄
日和平条约谈判、退出与日本就在南
千岛群岛开展联合经济活动的对话、
暂停执行有关允许日本渔民在南千
岛群岛捕捞的协议等。俄罗斯近期
举行的“东方－2022”战略演习的演
习地点也涉及南千岛群岛。

不少分析人士认为，俄方本次停

止签证协议是其一系列对日强硬反制
的延续。日媒认为，俄方此举意在动
摇与美欧采取统一步调的日本。莫斯
科国际关系学院东方学教研室主任德
米特里·斯特列利佐夫也说，利用和平
条约谈判、领土议题和南千岛群岛原
住民等在日本国内被视作具有政治共
鸣的问题，可触动日本政府敏感神经，
敲打日方随美反俄将酿苦果。

俄在油气项目上对日施压

俄罗斯还在日本企业参与的“萨
哈林2号”油气项目上对日施压。俄方
表示，这意在保护俄国家利益免受美
国等西方国家的“不友好行为”损害。

今年6月，俄总统普京签署命令
变更“萨哈林2号”项目的运营商，项
目原有的外方股东需在一个月内申
请在新公司中保留股份，由俄政府决
定是否批准。

俄罗斯国家能源安全基金首席
专家斯坦尼斯拉夫·米特拉霍维奇表
示，俄在能源领域的反制措施是打破
西方孤立封锁的重要有效手段。对
于高度依赖能源进口、深度参与“萨
哈林2号”项目的日本来说没有更多
选择，只能遵从俄方条件。

俄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日本研究
中心主任瓦列里·基斯塔诺夫认为，
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日本试图摆脱

对俄能源依赖，从俄石油进口量一度
降为零以维护七国集团的团结。然
而，由于短期内无法找到能源供应以
弥补潜在能源缺口，为维护自身利
益，制裁不得不让位于需求，这也显
示出日本与其西方盟友的矛盾分歧。

日本努力维持与俄经济联系

不少分析人士认为，眼下俄日关
系已降至冰点，短期来看是因为日本
追随美欧对俄制裁；而从更深层次来
说，则是日本近些年来奉行追随美国
打压俄罗斯的战略，阻碍了俄日战略
互信的构建。

俄科学院普里马科夫世界经济
与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康斯
坦丁·卡姆金认为，受美国等西方国
家对俄政策影响，俄日关系当下处于
艰难时期。日本是七国集团成员，并
支持对俄制裁，使得俄日双方很难进
行政治对话。尽管日方出于自身利
益考量仍努力维持与俄经济联系，但
此举对双边关系积极作用有限。

日本前外务省官员孙崎享指出，
目前日本不论是自民党还是在野党都
不敢与美国“唱反调”，日本政府推出
的外交安保政策也是在为美国战略服
务，而令人遗憾的是日本国内却几乎
没有人去讨论这样做是否会损害本国
利益。 （新华社莫斯科9月7日电）

停止履行南千岛群岛签证协议，领土议题交锋持续升级

俄日关系降至冰点

来自埃塞俄比亚、埃及等非洲8国的青少年6
日通过网络视频与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
舟十四号航天员进行“天宫对话”活动。

非盟总部主会场与分会场分别实时连
线。来自 8个分会场的青少年代表提出诸如
在“天宫”上能否看到撒哈拉沙漠和乞力马扎
罗山、女航天员如何实现梦想、失重状态下的
太空生活和消遣活动是怎样的、航天员正在执
行哪些任务、优秀航天员必须具备哪些素质等
问题。

陈冬、刘洋和蔡旭哲三位中国航天员逐一答
疑解惑。他们有趣又富有知识性的回答与现场演
示引起非洲青少年的惊叹和思考。航天员们勉励
青少年“星空之路始于脚下”，希望他们认真学习
掌握技能，勇敢探索太空奥秘。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林西强介绍
了中国载人航天发展历程和“天宫”空间站概况。
他表示，“天宫”空间站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是
探索宇宙、开展科学研究的开放平台，欢迎非洲青
年今后与中国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联合飞行，共
同执行任务。

“埃及的青少年也期待有更多机会进入太空，
探索太空的奥秘。”中国驻埃及大使馆临时代办张
涛说，“天宫对话”不仅是一次有益的人文交流与
合作活动，也是中非之间进行的一次科技交流与
尝试，将激发埃及青少年对于探索太空奥秘的追
求和向往。 （据新华社电）

“天宫”上能否看到撒哈拉
神舟十四号航天员“天宫对话”非洲青少年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6日更
新的数据显示，美国已累计报告
20733例人感染猴痘病例（下称猴痘
病例），病例数居全球之首。

最新数据显示，报告猴痘病例数
排名前三的地区分别为加利福尼亚
州、纽约州、佛罗里达州，其中加利福
尼亚州病例数达3833例。

5月18日，美国马萨诸塞州公共
卫生部门报告今年美国首例猴痘确诊
病例。此后，猴痘病毒迅速传播至全
美各地。美国公共卫生专家指出，由

于检测能力不足，美国实际猴痘病例
数可能远高于官方统计数据。

美国舆论认为，继应对新冠疫情不
力之后，美国政府应对猴痘疫情依然不
力。彭博社日前刊发的文章说，从疫苗
供应迟缓到与民众沟通缺失，美国政府
应对猴痘疫情的错误一个接一个。

从新冠疫情到猴痘疫情，拥有发
达医疗资源和技术的美国，却接连在
防疫上交出不及格的“答卷”，一再沦
为“最大抗疫失败国”。美国政府防疫
乱象凸显出美国在公共卫生治理上的

严重失能，反映出美国许多政客从骨
子里漠视百姓健康，信奉“丛林法则”

“社会达尔文主义”，制度性弊病表现
得淋漓尽致。白宫新冠病毒应对工作
组前协调员德博拉·伯克斯在《无声入
侵》一书中爆料说，为了逃避责任，“白
宫西翼一些人认为，我们做得越少，那
么无论未来发生什么，我们要负的责
任就越少。”

美国舆论批评，美政府仍在重复新
冠疫情期间犯过的错误，彻底暴露美国
公共卫生政策的失败。 （据新华社电）

美国报告猴痘病例逾2万例

9月6日，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的“天宫对话”活动索马里分会场，当地学生展示活动纪念品。
（新华社发）

新华社河内9月7日电 据越通社报道，
越南南部平阳省一歌厅6日晚发生火灾，截至
当地时间7日17时 30分（北京时间18时 30
分），死亡人数由此前报道的12人上升至23
人，初步判定火灾原因是电线短路。

平阳省公安厅7日说，当地时间6日约21
时，该省顺安市一家高4层、占地1500平方米
的歌厅起火，歌厅拥有30间歌房，当时歌厅内
有不少顾客和服务人员。由于建筑物内部为木
质结构，火势迅速蔓延。

据现场目击者称，由于歌厅只有一个出入
口，有些被困在高层的人因为无法从出口脱险
而被迫跳楼。经过彻夜的灭火和救援行动，火
势7日上午已得到控制，受伤人员已被送往当
地医院治疗，火灾具体原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越南一歌厅火灾
23人死亡

深度分析

尼日尔强降雨
已致103人死亡
这是尼日尔南部马拉迪地区

一个积水的村庄（9月2日摄）。
尼日尔内政部6日发表声明

说，自6月以来，尼日尔多地持续
强降雨，死亡人数已升至103人。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