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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强齿科水激光 3D 数字化完美结合

美丽三月 开启种牙、矫牙、美牙新体验
美丽三
月春季到，
伟强齿科开
启“ 春 季 爱
牙”活动，旨
在帮助大家
关注牙齿健
康 ，让 健 康
美丽的牙齿
陪您到永
远。

应用美国水激光及德国数字化技术
实现精准、微创、无痛种好牙
伟强齿科引进的 YSGG 水激光
治疗仪，它的技术亮点在于实现了
种植手术的微创、无痛、少麻醉。术
前：它能代替传统手术刀切割、出血
少、
手术视野清晰、
创伤小。术中：
能
有效杀菌消毒，
减少感染的几率，
提高
种植手术的成功率。术后：
可以降低
疼痛、肿胀，促进牙槽骨与种植体更
紧密结合，
缩短疗程并能有效预防种
植体周围炎，
大大延长了种植体的使
用寿命。伟强齿科采用数字化种植
技术，
根据数字化采集的口腔信息，
采
用 3D 打 印 技 术 制 作 种 植 导 板 及

CAD/CAM 技术使种牙更安全、可
靠。骨质好的朋友可做到即刻种牙，
即刻修复，
当天就可吃饭的效果。
应用德国 CAD/CAM 设备
实现义齿的快速精密修复
伟强齿科斥资引进了德国阿曼
吉尔巴赫的口腔 CAD/CAM 全套设
备，建立了义齿数字化制作中心，实
现了患者种牙、
镶牙、
牙齿修复、
美容
一站式服务，
真正实现了立等可戴的
神话，确保了义齿的质量，免去了模
型的周转流程，
确保了种牙后修复的
精准化和便利化，
避免了修复体的反
复修改和患者朋友不必要的多次复
诊，
避免了颞颌关节紊乱和副功能并

发症的发生，
为患者提供了舒适的就
队，
他们经过系统严格的培训，
积累了
诊体验。
丰富的临床经验。张伟强主任曾连续
两年分别到美国凯斯大学进修矫正专
隐形矫正，
业和哈佛大学进修种植专业，
她希望为
让您重建美丽自信笑容
更多朋友提供优质的服务。目前，
伟强
隐形矫治器可自行摘戴，保持
医保卡及爱牙热
良好的口腔卫生，使牙齿更健康。 齿科已开启刷泰康卡、
线13893414167 等多项便民服务，
从
更胜一筹的是：当您佩戴隐形矫治
开始，
为您的健康服务。
器时，大部分人甚至意识不到您正 “齿”
（刘佳）
在矫治牙齿，对工作、生活无影响。
伟强齿科春季爱牙活动
舒适的治疗体验可以减少复诊次
数，帮您重拾迷人的笑容。对于想
1.女性免费口腔检查；
矫治牙列不齐但又工作繁忙的朋友
2.阿曼吉尔巴赫全瓷牙做三送一；
来说，隐形矫治治疗方案绝对是理
3.隐形矫治最高享受3000元优惠；
想之选。
4.种植牙做三送一。
伟强齿科拥有专业的种植正畸团
5.活动时间：2018 年 3 月

兰州市 61 家食品经营店
获
“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店”
称号

蜂胶对糖尿病的三级预防

本报讯（兰州晨报/掌上兰州记者赵汇）甘肃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近日通报了全省食品安全示范
创建工作情况，
目前我省有 6 个示范城市、31 条示范街、90 家示范学校食堂、382 家示范店。
6 个省级食品安全城市分别
是 ：武 威 市 凉 州 区 、天 水 市 麦 积
区 、白 银 市 白 银 区 、平 凉 市 华 亭
县、酒泉市肃州区、陇南市徽县。
兰州市获得“省级食品安全
示范街”称号的有 7 条：七里河区
万辉国际广场、安宁区金牛街、万
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四楼、
红古区红古路、城关区华联商厦
四楼美食城、七里河区兰州民族
金街、永登县佳宁步行街。
兰州市获得“省级食品安全
示范学校食堂”称号的有 12 家：甘
肃省保育院食堂、城关区保育院
食堂、兰州城市学院学生食堂、榆
中县新营中学食堂、皋兰县忠和
中学食堂、甘肃省商务厅幼儿园
食堂、兰州市新兴物业服务有限
责任公司窑街第一幼儿园食堂、
永登县新城区幼儿园食堂、西固
区品格百合苑幼儿园食堂、永登
县幼儿园食堂、西北民族大学后
勤管理处（集团）饮食服务部大众
餐厅、兰州理工大学西校区东楼
餐厅。
兰州市获得“省级食品安全
示范店”称号的有 61 家：甘肃华
润万家生活超市有限公司海鸿分
公司、兰州西太华工贸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西太华超市总店、永登

县城关镇家宝乐孕婴童用品店、
永登城关贝婴美孕婴童用品超
市、兰州虹盛百货购物广场有限
公司芙瑞分店、兰州市西固区文
兴粮店、兰州福润德商贸有限责
任公司、榆中鑫益商贸有限责任
公司、甘肃华润万家生活超市有
限公司兰州临夏路分公司、兰州
市三超瓜果经销行、兰州莲实商
贸有限公司一分公司、甘肃物美
新百超市有限公司宝迪店、安宁
萌宝孕婴店、皋兰石洞安旗西饼
店、甘肃华运高速公路服务区管
理有限公司北龙口分公司、兰州
红古新金海湾综合超市、兰州海
鸿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狗不理
大酒店、七里河区人人渔港西站
店、兰州伊火吧餐饮店、兰州红河
谷生态园餐饮管理中心、兰州马
老六清真餐饮有限公司、甘肃陇
能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甘肃伊
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鼎火锅）、
兰州马老六清真餐饮有限公司西
站分店、兰州宏大餐饮有限公司、
兰州市西固区西苑酒家、方大碳
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食
堂 、银 馨 春 天 火 锅 城 、湘 鸭 村 火
锅、开元盛宴、榆中森淼餐饮生态
园、兰州民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亚欧商厦超市、兰州华联综合

超市有限公司城关分公司（南昌
路店）、兰州华联综合超市有限公
司(红星巷店）、永登县城关镇贝贝
乐儿童用品店、金港糖酒市场米
之林食品销售部、甘肃华润万家
生活超市有限公司西固中街分公
司、兰州西固区虹盛百货购物广
场、皋兰石洞妈咪宝贝母婴用品
生活馆、兰州皇冠假日大酒店、甘
肃宁卧庄宾馆 2 号楼餐饮部、飞天
大酒店有限公司、七里河区尚味
宫火锅店、甘肃伊鼎餐饮管理有
限公司七里河店、甘肃国泰安宁
酒店有限公司、兰州理想聚大酒
店、兰州民心中央大厨房物流配
送有限公司、兰州大润发商业有
限公司、甘肃华润万家生活超市
有限公司兰州雁滩路分公司(天水
北路)、甘肃国芳综合超市有限公
司七里河店、兰州市安宁区欣海
便利店、兰州市永登县苦水大路
村王兴佳超市、兰州市皋兰县悦
美超市有限公司、兰州市红古区
海石湾红石头母婴用品店、甘肃
宁卧庄宾馆（1 号楼餐饮部）、兰州
海鸿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西津
东路大酒店、君悦楼餐饮店、榆中
陇鑫大酒店有限公司印象餐厅、
兰州市庆阳大厦、兰州黄记煌甲
子餐厅、海石湾德克士快餐店。

一：蜂胶可预防糖尿病发生
我国每年约有 100 万糖尿病高危人群成为新增糖
尿病人。专家指出：有糖尿病家族史、肥胖者、长期精
神紧张工作压力大、妊娠女性、睡眠不足的人群，尤其
是空腹血糖大于 6.0，餐后血糖大于 7.8 的糖尿病前期
人群，已经存在糖耐量受损和胰岛素抵抗，单靠饮食、
运动的生活管理，无法从根本上预防糖尿病，必须配合
药物或非药物干预。
蜂胶在非药物干预中起着重要作用，蜂胶能迅速
对受损的胰岛组织进行修复，使胰岛素恢复正常，有效
降低胰岛素抵抗。同时蜂胶又对血糖、血脂、血压有明
显的调节作用，避免胰岛过度受累。现代医学证明，
90%的Ⅱ型糖尿病完全可以得到有效预防。
二：蜂胶可预防糖尿病并发症出现
糖尿病能引发 100 多种疾病，从头到脚，从皮肤到
内脏，几乎无一幸免。糖尿病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并
发症。并发症的出现，
患者的医疗费用将大幅增加。并
发症一旦出现，患者的生活质量将急剧下降，甚至致残
和死亡。
并发症预防绝不能靠
“单一降糖”
，
它是一个系统防
治工程。医学证明，并发症种类虽多，但直接病因均集
中在血液循环、神经系统、代谢系统和免疫系统四个方
面。天然物质蜂胶，富含 300 多种功效成分，以其精妙
的配伍，
能够同时保护血管、
改善血液循环，
修复及营养
神经，
促进代谢，
调节免疫等，
是阻止和延缓并发症的首
选物质。
三:蜂胶可减少糖尿病的致残率和死亡率
全球每年约有 380 万人死于糖尿病，避免伤残和
早亡关键在于及时发现，有效防控。首先及时发现，一
旦出现皮肤瘙痒，手脚麻凉、针刺感，便秘、腹泻，失眠，
视力下降、模糊，免疫力下降，三多一少、血压和血脂升
高等早期、可逆转的并发症。应马上有效防控，在控制
血糖的基础上服用蜂胶，是控制和消除并发症是关
键。在《中华本草》记录的几万种物质中，只有蜂胶同
时具备了抗病原微生物、保护血管、改善代谢、修复神
经、促进组织再生、保护肝脏、平衡自由基、无毒副作用
等八大功效，而这八大功效恰恰是并发症防治中缺一
不可的。糖尿病人一定要选择卫生部批准的具有相应
功能的蜂胶服用。

省食药监局通报：韭菜等 7 批次食品不合格
本报讯（兰州晨报/掌上兰州记者赵汇） 省食药监局近期组织抽检食用农产品、
食用油、
油脂及其
制品、
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
酒类、
粮食制品共146批次，
抽检合格样品139批次，
不合格样品7批次。
不合格产品具体是:
城关区盐场路街道上川社

区肉菜市场（黎光宇）销售的韭
黄；七里河区继顺便民蔬菜店

销售的桔子；城关区金昌南路
孙德智蔬菜店销售的菠菜；七

里河区一家水果蔬菜店销售的
皇帝柑；城关区雁北路鸿泰宜
家生活超市销售的韭菜；城关
区科教城美琪园果蔬店销售的
韭菜；标称兰州市土门墩植物
油储备库有限公司生产的亚麻

籽油。
对在抽检中发现的不合格
产品，兰州市食品药品监管部
门已要求有关单位立即采取下
架等措施，控制风险，并依法予
以查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