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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洋过海！ 只为缺牙者找回“真牙”
本周，韩国种植牙专家全允植博士来淮亲诊

他数度来到中国， 凭借“精细手法，
匠心精神” 的种植技艺， 助中国牙缺失患
者找回“
真牙”； 他获殊荣无数， 凭借“快
速种牙， 舒适种牙” 的种植造诣， 被誉为
“种牙高手”！ 继朴东信、 崔容硕之后， 诺
贝尔口腔医院“中韩专家团” 再添韩国实
力专家——
—全允植博士， 这位从事口腔种
植领域 20 余载的种植牙专家将首次来淮巡
诊。
相比于活动假牙、 固定义齿， 种植牙
“
不伤害邻牙、 牢固持久、 无异物感、 咀嚼
有力”， 只需在缺牙区植入纯钛金属的牙根
状种植体， 之后再带上牙冠， 即可恢复真
牙般功能。 对于缺牙者来说， 种下去的不
仅是牙齿、 更是健康， 改变的不仅是面容
和进食、 更是生活。
全允植博士表示， 目前， 在北京、 上
海等一二线城市， 种植牙已成为缺失牙的
“国民化” 修复方式， 尤其以下 5 类人急需
种牙： 1.单颗、 多颗缺失： 吃什么都塞牙，
牙缝越大越塞牙； 2.全口或者半口牙缺失：
牙槽骨严重吸收、 低平， 面容凹陷； 3.活
动假牙不适： 异物感重， 冷热酸痛无法感
知， 咀嚼无力； 4.传统义齿失败： 活动假
牙松动， 出现牙龈疼痛、 红肿、 恶心或呕
吐反应； 5.烤瓷牙失败者： 出现牙龈红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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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线， 牙龈萎缩牙根暴露。
如今， 中国的种植牙技术已经开始得
以发展， 但是， 为何牙齿种植还是要找外
籍医生来看呢？ 第一， 国外牙科发展历史
悠久， 技术更加成熟完善， 经验更丰富，
对于种植手术的细节把握的更到位。 第二，
国外对于牙科的评审标准极其严格， 制定
的诊疗标准非常苛刻， 这也使得外籍牙医
的基本功更扎实， 技术更过硬； 第三， 国
外病人的自保护意识更强， 他们的强势，
也对医生的技术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四， 国外各种牙科设备的研发， 也更为
先进。
“
专家兴院、 技术强院” 是诺贝尔口腔
医院的发展根基， 尤其在重点学科种植牙
领域， 技术及专家力量在苏北地区遥遥领
先——
—全 套 进 口 种 植 系 统 、 美 国 卡 瓦
CBCT 等， 朴东信、 崔容硕、 全允植等国
外种植专家的定期巡诊， 让淮安市民在家
门口就可以享受到国际化、 高标准的种植
服务。 本周， 这位每年近万颗种植牙“魔
术师” 全允植将空降诺贝尔口腔医院， 会
诊各类缺牙难题， 如果您和您身边的亲友
有“牙缺失、 牙松动、 假牙不适、 烤瓷牙
失败” 等难题， 请即刻预约。

全允植国籍：韩国（从医20余年丨擅长：种植牙）
毕业于韩国首尔加图立大学，淮安诺贝尔口腔医院种植中心首席技术顾问，现任NOBEL种植系
统技术总监，韩国奥齿泰种植系统公司中国首席技术顾问、讲师，拥有每年近千余名种植牙患者的会
诊案例经验，业内享有种牙“魔术师”美称。
：牙缺失、牙松动、活动假牙不适、烤瓷牙失败
：预约免会诊费2000元
：韩国、瑞士品牌植体厂商年终回馈，在淮安诺贝尔口腔医院种植牙的市民，可享受
“种
1颗送1颗（冠）”种牙优惠，多颗牙种植限送2颗冠，全城限200颗免费冠，送完即止（详见院内公告）

会诊范围
诊疗优惠
种牙优惠

保队伍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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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派出所指导学校开展应急演练
南陈集派出所组织学习十九大知识竞赛 南陈近日，淮阴区南陈集派出所民警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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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淮阴区南陈集派出所组织了
“
学习十九大 我该怎么办”知识竞赛，本
次竞赛从所长到联防队员全员参与，通过
竞赛不断凝聚了全警共识、增强了全所行
（
）
动自觉性。

辖区校园，指导学校安保人员开展应急演
练，全面提高安保人员应对突发事件和抵
御不法侵害的能力，强化校园安全防范工
（
）
作。

倪义明

李二付
南陈集派出所
南陈集派出所开展法治进校园讲座
开展防盗防骗法制宣传活动
为有效提高辖区在校学生的法制意

识，切实增强在校学生的自我保护和防范
能力，近日，淮阴区南陈集派出所联合镇
政府在南陈集小学开展了南陈集镇法治
（
）
进校园讲座。

倪义明

南陈集派出所
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宣教活动
为深入贯彻落实各级党风廉政建设
要求，淮阴区南陈集派出所采取“六个一”
措施扎实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宣教活动，确

警务工作进行分析，所长、教导员和民警
一起深入村庄， 走进辖区企业和群众家
中，心贴心开展走访，了解企业发展状况，
征求辖区群众对公安工作的意见建议。

全隐患排查工作，进一步强化了辖区内重
点单位、要害部位的内部安全工作，切实
排除隐患， 坚决杜绝发生各类盗抢案件、
（
）
重大灾害事故。

为进一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律
知识，形成知法、懂法、守法和增强安全防
范意识的良好氛围。 近日，淮阴区南陈集
派出所深入到辖区村庄开展法制宣传教
（
）
育活动。

“村务卡”开通之日
采用非现金结算，各村
起，村级财务非现金结算范围做到三个全
覆盖：一是对象全覆盖，包括全镇村委会、
居委会；二是项目全覆盖；三是资金全覆
盖，不论金额多少，均采取转账等非现金
结算方式。 通过村级财务非现金结算，使
（
）
村级财务管理更加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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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兴村级财务非现金结算全覆盖
南陈集派出所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
从10月份起，淮阴区王兴镇村级财务

李二付

为进一步密切警民关系，切实加强治
安防范工作，有效遏制入室盗窃、通讯网
络诈骗、 机动车被盗等可防性案件发生，
有效提升群众居家安全感，确保全区社会
治安大局稳定，南陈集派出所民警深入所
管辖区开展防盗防骗法制宣传活动。

南陈集派出所
开展网吧专项清查整治行动
近日，淮阴区南陈集派出所协同南陈
集镇政府等相关单位，对南陈集镇的几家
网吧进行专项清查整治，对存在乱象网吧
（
）
实施
“零容忍”。

李二付）
倪义明
南陈集派出所全力做好为民服务工作 南陈集派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工作
（

为了提高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水平，今
年以来，淮阴区南陈集派出所多次对辖区

近日，淮阴区南陈集派出所组织民警
对辖区重点单位和人员密集场所开展安

张小静

淮阴区全面实行村务卡管理
淮阴区对全区行政村全面实行村务
卡管理。村务卡仅限于村务消费支出的支
付结算，不得用于个人消费性支出，主要
用于以下三方面： 一是300元以下小额办
公用品购置、零星劳务费用；二是村级办
公水费、电费等；三是支付处理其他突发
（
）
事件的费用。

张小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