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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一口歪牙屡失缘分
海口的林小姐是一名公司职员，

已经奔三的她一直走在大龄剩女相亲
的路上，因为明显的龅牙而屡屡相亲
失败。

为了改变境况，收复美丽。林小姐
在一家牙科诊所做了矫正。看到自己
的龅牙变齐了，林小姐也自信了不少。
但好景不长，矫正过的牙齿几乎咬不了
硬物，尽管找医生反复修复，但效果仍
不理想。花了钱，矫正过的牙齿中看不
中用，这让林女士很失落……

“有半年多吧，外表看不出什么问
题，但牙不好用，嚼不烂食物。”日前来
海南口腔医院寻求补救的林小姐向正
畸科主任范晓枫博士抱怨，之前对牙
齿的知识不够，自己也贪图价格便宜，
在小诊所整了牙，结果钱花了，罪却没
少受。

非专业牙齿矫正隐患多
像林小姐这样矫牙后又来“返工”

的病例，海南口腔医院的范晓枫博士

已见怪不怪了，因为该院正畸科每年
都会接到不少因正畸失败、不见效果
而需要补救的病例。

作为海南目前引进的唯一一名口
腔正畸科博士，范晓枫主任指出，牙齿
矫正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的工作，口腔
正畸的专业技术要求极高，一定要有
经过训练的正规医生方可正畸治疗。
富有经验的医生在进行牙齿矫正之前
考虑的不仅仅是如何排齐牙齿，还应
充分考虑如何使矫正后的牙齿咬合关
系更为自然，会根据患者牙齿畸形的
状况选用最恰当的矫正方法，以缩短
矫正时间，提高牙齿矫正的舒适度和
效果。

从目前海南口腔医院接到“返工”
病例来看，非专业的正畸治疗造成的
影响较大。范晓枫博士说，非专业矫
牙一般不会对患者进行完整设计，效
果难以把握，正畸复杂性难以预料。
比如：将不该拔的牙拔了，该拔的牙不
拔等。

海南正畸界的“黄埔军校”

目前，许多口腔机构没有正畸专
科医师，一个口腔科医生“大包大揽”，
专业细化程度明显滞后。就以口腔正
畸为例，其中涉及到肌肉、骨骼、患者
生长发育、年龄等情况，如果医生对患
者的病情评估不准确，治疗效果肯定
差强人意，特别是在疑难正畸病例方
面，技术不全面的后果就是正畸的失
败，这不仅延误了患者的最佳治疗时
机，也给二次治疗增加了难度。

有海南口腔诊所领域“黄埔军校”
美誉的海南口腔医院，是口腔技术标
准的领导者。医院坚持“医、教、研”为
一体的办院方针，建院20年来，已成
长为海南省口腔医学会副会长单位，
在省口腔医学会拥有15个专家席位；
有省级课题五项，SCI论文五篇，开展
省级继续教育项目多项，是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基地之一。

海南口腔医院正畸科称为一支
“精英团队”可谓恰如其分——该科拥
有海南目前惟一的正畸科博士，另有
正畸专业硕士3名，主任医师2名，主
治医师2名，分别来自华西医科大学

等国内著名高校，其中主诊医师不仅
是海南口腔医学会的常务理事，也担
任着中华口腔正畸专业委员会常务会
员。这样一支团队不仅奠定了在海南
正畸界的领军地位，放之全国都处于
一流水平。

医院同时拥有先进的数字化口腔
医学影像室、进口齿科锥形束CT、显
微根管技术、热牙胶技术和瑞典诺贝
尔等五种种植体系统，技术力量雄厚。

海南口腔医院正畸科每年都会接到不少因正畸失败、不见效果而需补救的病例——

“问题牙齿”：拿什么拯救你？
海南口腔医院博士正畸、修复团队确保矫牙、镶牙成功率。咨询预约电话：66552727 66553737

温馨提示：
从 2 月 5 日至 3 月 5 日，海南口腔

医院将开展缺牙修复治疗即“镶牙”的
援助活动，优惠幅度12%。另外寒假到
来，给予正畸治疗优惠最高2000元。

春节来临，如果您和您的孩子正
被牙缺失、牙齿拥挤、牙齿不齐等所困
扰，可拨打咨询预约电话 66552727、
66553737重获好牙齿。

海南口腔医院地址：海口市龙昆
北路15-1号（玉河路路口）；国贸路69
号华昌大厦（新达商务对面）。

在4日召开的全国工商系统消
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视频会议上，国
家工商总局副局长马正其透露，今
年将制定网络销售商品质量抽检有
关规范，推进网络销售商品质量的
抽检。虽然阿里与工商总局因为抽
检问题爆发的“口水战”以双方握手
言和暂告结束，但这次会议透露出
的信息显示，网络电商今年仍将是
监管重点。

在提到今年的消费维权工作重
点时，马正其表示，要坚持“消费者
至上、依法行政”几项原则。工商总

局今年将制定《流通领域商品质量
监督管理办法》和网络销售商品质
量抽检有关规范，出台《电商企业落
实新〈消法〉7日无理由退货指引》，
提高消费维权的规范化、程序化和
法治化。同时，工商总局今年将牵
头组织手机、服装、儿童玩具、电动
自行车、电线电缆等商品质量的抽
检，并同步推进网络销售商品质量
的抽检，促进源头治理。

马正其同时要求规范抽检行
为，严格抽检程序，并注重全系统抽
检的上下联动、信息共享等。

马正其解释，以前有企业埋怨
不同地方的工商部门抽检同一种商
品，今后工商部门在抽检时将会实
行联动，不同的工商部门抽检的商
品也将有区别。至于信息共享后，
某地工商抽检的不合格商品信息能
否在全国工商系统认可，工商总局
并未做进一步解释。

据马其正介绍，针对消费者投
诉和商品质量抽检问题集中的重点
行业和企业，工商部门将开展行政
约谈，督促经营者整改，“经营者约
谈了还不行的，就要狠狠的惩处”。

此前，因为抽检淘宝网上销售
的商品问题，阿里与工商总局双方

“大战”多个回合。在4日的会议上，
马正其虽然并未提到这个事件，但
在提及抽检和消协的比较试验时，
他的表态仍相当坚决：“只要依法，
只要稳、准、狠，该做的必须做”，“工
商不惹事，同时也不怕事，遇到事不
要慌”。

谈到公布信息时，马正其表示，
公布相关信息时要提前有预案，并
做好风险评估，“胆子要大，心要细，
遇事一定要稳”。 （据京华时报）

国家工商总局谈抽检网购商品：

不惹事不怕事不要慌

56万辆新速腾
召回方案启动
部分车主拒修

在经历了近5个月的漫长等
待后，一汽大众速腾断轴召回终
于有了着落。2月2日起，一汽
大众开始在中国召回装配了耦合
杆式后悬架的56万多辆一汽-
大众新速腾和1.7万多辆大众进
口汽车甲壳虫。不少车主收到了

“新速腾耦合杆式后悬架10年保
障函”。不过，对于“打补丁”
这个颇具争议的召回方式，很多
车主陷入两难抉择。有部分车主
拒修，与经销商陷入“拉锯战”。

4日，一汽大众广州骏凯店
售后服务负责人黄经理告诉记
者：“按照厂家要求，我们已经
启动了召回方案，相关的零部件
准备充足，随时可接受车主的预
约。目前一天能够召回安装20
台左右，一台车大概用时1个小
时，没有出现排队等待的情
况。”记者采访发现，之所以没
有出现排队现象，其中一个重要
原因是，仍有不少车主对大众的
召回方案表示不能接受。但是，
如何争取权益，这些车主并无方
案，只能与厂家陷入拉锯战中，
等 待 相 关 部 门 的 处 理 。

（据信息时报）

新年将至，银行异地转账汇款
激增。据了解，目前银行转账的渠
道主要有柜面、网上银行、手机银
行等。这其中，手机银行可能是比
较划算的方式。

此前为了抢占手机银行市场，
商业银行不约而同地打出了免费
牌。但随着业务的推广，部分银行
的手机银行已开始收费。比如，农
行手机银行转账业务从2015年元
旦起开始收费，本行异地、跨行转
账和漫游汇款手续费执行柜面3折
优惠。此外，工行和建行手机银行
转账手续费，是柜面的2到3折。

5大行中，仅中行对手机银行
转账还实行免费优惠，期限截至今
年6月底。

相比之下，中小银行的免费午
餐较多：民生银行、广发银行、平安
银行、中信银行、华夏银行、光大银
行都表示，目前手机银行转账汇款
免手续费；招行和兴业银行对于手
机银行转账免费优惠的活动将延
续至2015年底。

这几年，第三方支付平台异军
突起，也成了不少人转账的首选，原

因除了便捷方便外，免费是最大的
吸引力。白领王小姐表示，自己就
经常通过第三方平台转账。“操作起
来很简单，先把一张银行卡的钱转
到第三方支付平台，然后再通过第
三方平台，转到另一张卡里，既方便
又没有手续费，一举两得。”目前，支
付宝、易付宝和微信钱包等都是比
较热门的第三方支付平台。

易付宝不管是在PC端还是在
手机端转账都免费。但支付宝必须
选择用手机才能免转账费用，若是
通过PC端仍需收取相关服务费，而
微信钱包只能通过手机免费使用。

除了上述手段，实际上，部分
证券账户也是能实现免费转账功

能的，但前提是你的证券账户要能
关联多张银行卡。

股民王先生是一家大型券商
的客户，他的证券账户就关联了工
行和建行各一张卡。“有时候为了
把工行的钱转到建行，我就先把工
行的钱转入证券账户，再从证券账
户转出到建行，没有手续费，操作
也很简单。”不过，王先生所在的券
商工作人员表示，根据规定，客户
需要设定一张银行卡为主账户，其
他为子账户，主账户和子账户资金
可以互转。“不过转账只能在股市
交易时间段才能进行，节假日和周
末都不能进行转账。”

（据现代快报）

权重回调
沪指剧震跌1.18%

昨 日 截 至 收 盘 ，沪 指 报
3136.53 点 ，跌 37.59 点 ，跌 幅
1.18%，成交3482.67亿；深成指报
11065.58 点 ，跌 50.97 点 ，跌 幅
0.46%，成交2837.36亿；创业板报
1774.31 点 ，涨 16.57 点 ，涨 幅
0.94%，成交660.55 亿；i100指数
报4265.69点，跌0.12%。

央行突然宣布调降存款准备
金率，但沪指却呈现冲高回落走
势，市场情绪为何未见高涨？

交银国际首席策略分析师洪
灏认为，降准背后含义更多是对储
备资产的管理，而非大幅度宽松，
而上海股市在3400点仍然遭遇强
大的阻力。

市场疲弱应有三个主要诱因：
一是管理层对股市态度有变，这已
持续地压制了人气；二是新股发
行；三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下降。

年底汇款如何省钱？
手机银行比较划算

昨日市况

长城资产海口办事处
捐建文化广场获锦旗

南国都市报2月5日讯 （记
者 吴雅菁 通讯员 吴元元） 2
月5日下午，定安县石锦村党委书
记和村长一行专程来到中国长城
资产管理公司海口办事处赠送锦
旗，感谢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对该村的多次捐助和帮扶工作。

据介绍，2014年，为响应海
南省委省政府和海南银监局的号
召，在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总公司
的大力支持下，中国长城资产管
理公司海口办事处对口扶贫石锦
村。近一年来，办事处向石锦村
捐赠台风救灾物资，并往石锦村
派驻3名扶贫干部，为石锦村捐建
文化广场，有效地改善了当地的
贫困状况，彰显了国有企业在支
持地方经济建设上的支撑作用，
得到了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监管
部门的一致好评。

黄春鹏博士利用高倍显微镜为
“问题牙齿”患者修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