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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成大学教师对所在高校满意

西安限购升级：
本市户籍限两套

房补最具吸引力

：
东北地区高校教师工作满意度最高
近日，针
对教师节，第
三方机构发
布调查数据
显示，超八成
大学教师对
所任职高校
满意，教学科
研人员满意
度高于行政
管理人员及
辅导员。

参与调查的大学教师中，83%
表示在目前所任职高校工作感到
满意。
从不同岗位职责来看，教学科
研人员满意度相对较高、高校行政
管理人员、辅导员的满意度较低。
从不同地区高校来看，东北地

区高校教师满意度最高， 为89%，
其后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 西部
地区高校教师满意度相对较低，仅
为62%。
在大学教师眼中，理想雇主需
要具备哪些条件？ 调查显示，最具
工作吸引力的大学最需具备3大条

件：满意的薪酬福利、有力的职业
发展支持、公正透明的管理制度。
参与调查的教师中， 有62%选
择“除公积金以外的住房补贴、教
师宿舍或购房优惠”和“高质量的
子女入园入学机会”是最具吸引力
的福利待遇。

8%大学教师未来3年很可能离职
研究显示，8%的教师明确表示
未来3年内极有可能离职。 最主要
原因是个人发展空间不够。
从不同院校类型看， 民办高职
院校教师未来3年内极可能离职比

例最高，为17%。 从教龄分析，从教
16~20年教师未来3年内极可能离职
比例最高，为12%。 从不同地区来看，
西部地区高校教师未来3年内极可
能离职比例相对较高，为12%。

在极有可能离职的教师中，主
要原因依次是： 个人发展空间不
够、对学校管理制度和文化不适应、
工作要求高压力大、薪资福利偏低、
华商报
想改变职业或行业等。

8月被举报钓鱼网站前十出炉
这些网站不要点
工信部官微12日援引12321网络不良与
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的统计情况， 公布8
月份12321举报中心收到钓鱼网站前十名，
提醒用户警惕钓鱼网站假冒知名品牌及网
站的可能性，包括：假冒苹果公司、奔跑吧兄
弟、中国新歌声、爸爸去哪儿、10086、工商银
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民生银行、交通银
行的钓鱼信息。

专业人士分析指出, 假冒苹果技术支持
网站一般通过邮件或短信的方式传播, 并在
邮件或短信中提供钓鱼网站地址链接。 用户
登录邮件、 短信中的网址并按照要求填写
Apple ID密码, 会造成Apple ID密码和手
机私密信息的泄露；中奖类钓鱼网站一般通
过短信、微信等方式传播。 值得注意的是，一
旦用户点击登录中奖钓鱼网站并填写个人

西安市人民政府昨天下午发布“关于进一
步稳定住房市场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 其中，
关于强化住房消费引导方面，通知要求，在新城
区、碑林区、莲湖区、雁塔区、未央区、灞桥区、长
安区行政管理区域和高新区、 经开区、 曲江新
区、浐灞生态区、航天基地、国际港务区、沣东新
城等限购区域内， 将暂停向已拥有2套及以上住
房（含新建商品住宅及二手房）的本市户籍居民
家庭（包括夫妻双方及未成年子女）、拥有1套及
以上住房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售房。
公积金购房贷款最高额度由75万元调整为
65万元， 最低缴存时限由连续6个月调整为一年
西部网
以上，并停止办理商转公贷款业务。

信息后，不法分子还会实施进一步的诈骗步
骤，通过假冒公检法机构以法院传票等方式
继续威胁、恐吓用户，从而实施诈骗；而假冒
银行等机构的钓鱼网站，一般通过伪基站短
信群发扩散其地址，引诱用户点击，从而钓
取用户的个人信息、银行卡号和密码。
12321举报中心提醒网友， 如果收到此
北青网
类短信，不要打开短信中的链接。

淮安市防空警报试鸣

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和
《江苏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
法〉办法》，按照全省统一部署，决定组织全
市防空警报试鸣。 试鸣时间为2017年9月18
日上午10时至10时19分。
防空警报信号规定如下：预先警报，鸣
36秒停24秒，反复3遍，3分钟为一个周期；空
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3分钟为一
个周期；解除警报，连续长鸣3分钟。
防空警报试鸣期间， 将组织防空防灾
疏散演练， 请广大市民保持正常的工作和
生活秩序。
特此公告。
淮安市人民政府

2017 年 9 月 13 日

牙齿掉了，家门口看“韩国种牙专家”！
本周六、日，韩国种牙专家崔容硕首次来淮亲诊，免专家会诊费
专家介绍《
《
《
《
《
《
“缺牙 5 年只能喝粥抿面条，种牙后当天可以啃排骨；掉了几
颗牙嘴里总有口臭，口香糖当饭吃也没用，神奇的是种牙后口臭就
没了；戴假牙都不敢大笑，就怕假牙从嘴里飞出来，种牙后笑口常
开”……日前，笔者在走访淮安诺贝尔口腔时发现：种植牙改变了
缺牙市民的生活！ 据了解，继韩国朴东信院长之后，该院
“
中外专家
团”再添实力成员——
—韩国种植牙博士、教授崔容硕将于本周六、
日首次在该院亲诊，缺牙市民在家门口就能轻松看韩国专家。

患者赞誉：

看牙屡碰壁
感恩遇到崔教授
“我有轻微的高血压，不能用
钻；我在小牙科诊所吃过烤瓷牙的
亏，不能做烤瓷牙；我受过活动假
牙挂钩的苦， 不能带挂钩……”去
年， 崔容硕教授在上海巡诊时，时
年 58 岁的半口牙缺失患者王阿姨
在邻居的推荐下找到崔教授，双颊
深陷的她看似苍老不已。 说起自己
的看牙经历， 王阿姨声泪俱下：做
了烤瓷牙，真牙一次次被磨，情况
越来越糟糕， 不得已戴上挂钩假
牙，不是下巴鼓得圆圆的，就是瘪
瘪的，颜面尽失。 跑了很多地方看
了很多医生，都说没办法！
在系统地检查后，崔教授仔细
分析了王阿姨的牙齿及身体健康
情况，之后明确地告知她可以通过
先进的“水激光无痛种植牙”解决

缺牙的难题，不用电钻、不戴挂钩，
只有流水般的温柔舒适。“专家就
是专家，别人看不了的，他轻松就
给解决了！ 幸好遇到崔教授，他人
好技术也好！ 种牙一点都不疼，我
都不敢相信， 还特意摸了牙齿，现
在我都分不清哪颗是种植牙了！ ”王
阿姨对崔教授技术赞赏不已。 后期
随访发现：王阿姨咬得了核桃、啃得
了螃蟹，脸型饱满、越活越年轻！
业内典范：

20 年种牙 5 万颗
每一颗都经典
韩国整形技术之发达众所周
知，种植牙亦是如此——
—发展历史
悠久，技术更加成熟完善，由于时
间积淀的原因，牙医们见到的案例
更多，对于种植牙的细节把握的更
到位。 二十年来，崔容硕的足迹已
遍布亚洲多个国家，尤其在中国北
京、上海、广州及南京等一二城市

更是家喻户晓，5 万余颗种植牙颗
颗都“经典”，如此高植量、高质量
的种牙记录让崔教授成为业界响
当当的“佼佼者”。
“每年慕名找崔教授种牙的患
者来自世界各地，像王阿姨这样半
口、全口牙缺失者甚至伴有全身慢
性疾病等高难度种植牙，他总是能
妙手种植，‘难度种植牙就找崔教
授’的口碑就这样形成了！ ”崔教授
的助理医师表示，“崔教授对每一
例种植牙要求都高标准、 严要求，
对他来说，种植牙要同时满足缺牙
者对功能性、 美观性的各种需求！
从他身上我深刻地感受到了‘不忘
初心和匠心精神’！ ”
对话院方：

专业种植牙
诺贝尔值得信赖
“种植牙相比于传统的活动假
牙、烤瓷牙，种植牙固力更好、更舒

适、不磨邻牙。 ”据崔容硕教授介
绍，种植牙是将与人体组织结合极
好的纯钛金属，经过精密设计成牙
根形状，植入牙槽骨，再在人工牙
根上制作牙冠，是国际公认的修复
缺失牙的方法。 无论是单颗、多颗
或全口牙缺失、 活动假牙不适、烤
瓷牙失败等情况，只要身体情况允
许均可种植牙。
目前，淮安诺贝尔口腔的种植
牙技术已收获极大口碑，医院种植
中心汇聚韩国崔容硕、 朴东信、国
内马华祥及省内张玉峰等一大批
中外种植牙专家；还斥资引进全套
进口前沿设备、 全球尖端种植系
统，以及水激光种植牙、生物种植
牙及即刻种植牙等多项金牌技术，
已发展成口腔种植领域疑难病症
解决专家，多颗牙缺失、种植牙失
败修复、全口无牙种植等“老大难”
问题在诺贝尔轻松解决。

崔容硕 （从医 20 余年 | 擅长：种
植牙、修复）
美国纽约大学种植研究学会会员
| 口腔种植牙博士、教授
毕业于韩国庆北大学， 国际口腔
种植学术界领军人物， 淮安诺贝尔口
腔种植中心首席韩国专家。 多次担任
“国际种植牙专家学术交流峰会”的临
床示教专家， 从医以来已成功实施 5
万余颗种植牙，在多颗、半口及全口牙
缺失等高难度种植牙方面造诣深厚，
尤其擅长将美学理念融入到种牙技术
中，数次被评为“最满意的国际种牙专
家”之一，在业内享誉盛名。

崔容硕教授会诊公告》》》
会诊时间：9 月 16 日—9 月 17 日
会诊范围：牙缺失、牙齿松动、活
动假牙不适、烤瓷牙失败、种植牙
诊疗优惠：免费拍全景片，种牙免
CT 费、享千元减免，种植多颗享“满额
送”
温馨提示：本周六上午 8:30，崔教
授将开展口腔健康公开课， 广大缺失
牙读者可报名参加， 听课即送伴手礼
一份（送完即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