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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牙嫌贵？领补贴省钱种新牙
“广东爱牙工程社区行”派福利，即日起致电020-8375 2288申领高额种牙补贴，享博硕种植名医

亲诊，免挂号费、专家会诊费！ 文/路得

“广东爱牙工程社区行”
福利进行中

“广东爱牙工程社区行”由广东省临床医学学
会携手德伦口腔共同推进“粤口腔健康”建设，为
了让缺牙街坊重新拥有好牙享口福，针对缺牙、无
牙等口腔问题，提供多方面的公益援助，帮助市民
解决牙齿问题。市民均可拨打 020-8375 2288
申领种牙补贴，实现健康好牙梦想。

缺牙就一定要种牙吗？
缺牙的症状越來越多，那么缺牙就一定要种

牙吗？缺牙会使容貌苍老，脸部凹陷，其次是影响
生活质量，咀嚼能力下降，增加胃肠负担。种牙会
更加持久，不伤邻牙，也有效保护了牙槽骨。种植
牙患者1965年成功种植，直到2007年他去世的时
候，种植牙还完好无损，整整为他服务了42年！

种牙的价格等于一辆宝马？
“种牙很贵的”,“家里没点钱怎么敢去种

牙”,“去种牙的都是有钱人”……这种声音你是
否有经常听到？正因为这种声音，使得很多缺牙
人士不敢去种牙，从而让自己的生活质量降低并
饱受缺牙的折磨！但自“广东爱牙工程社区行“推
行以来，不断发放爱牙补贴，使得种牙不再是梦想！

“广东爱牙工程社区行”受益者
30多岁的周先生本来是朝气蓬勃的小伙

子，但最近却饱受折磨，原因是因为牙周炎而
导致全口牙齿松动并脱落，30多岁的小伙子
看上去就像五六十岁！后来通过“广东爱牙工
程社区行”种牙每颗补贴5000元，周先生重新
种上新牙也省下一大笔钱！

博硕学位团队，医保定点单位
德伦口腔是华南地区著名的口腔品牌机

购，由国内口腔种植名医领衔庞大的“三高”
医疗团队——高学历、高准入门槛、高临床经
验。团队医生皆拥有认证的诊疗资质，接诊
医生平均拥有十年临床经验，确保精准、安
全、高效的诊疗！

种上新牙后的冯姨容光焕发 博硕专家一对一亲诊

羊城晚报讯 记者鄢敏报道：
在广州，妇女儿童的生活有多幸
福？3月9日，广州市政府新闻办
公室召开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
暨广州妇女事业发展情况新闻发
布会，介绍广州市妇女儿童事业
十年发展概况。

广州市妇联党组成员、副主
席李艳林表示，《广州市妇女发展
规划（2011-2020 年）》《广州市儿
童发展规划（2011-2020年）》实施
以 来 ，效 果 显 著 ，达 标 率 为
98.26%，居全省首位。

从健康指数来看，广州市婴
儿纯母乳喂养率高达65.54%，远
超全国平均水平。2020年3月，
广州率先制订了《广州市母乳喂
养促进条例》，开全国之先河。截
至目前，广州已建成900多间母
婴室，是全国第一个重点公共场
所母婴室全覆盖的城市。李艳林
指出，当前广州女性人均预期寿
命高达85.48岁，位居国家中心城
市第二，高于联合国极高人类发

展水平。
在社会保障方面，截至2020

年 11月底，广州市社会保险（养
老、失业、工伤）女性参保人数达
1076.9万人次，占总参保人次的
46.69%。同时，广州每月 2570
元的孤儿养育标准位居全省第
一。李艳林强调，农村妇女“集
体收益分配权”得到依法有力保
障，从源头上确保了农村妇女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此外，全
国首创“广州万事兴”家事司法
品牌和“羊城金不换”少年司法
品牌，为妇女儿童权益撑起了有
力的保护伞。

在基层社会治理领域，广州
妇女深度参与，居委会女性达到
63.29%，村委会女性达到32.3%，
排在全省前列。

着眼未来，广州妇女儿童发
展新的十年规划正在制定中。李
艳林透露，在已有12个领域的基
础上，将增加“妇女与家庭”“儿童
与家庭”“儿童与安全”等新领域。

近日，若你路过北京路
商业街，也许你会在某个回
眸与一间小而雅的花舍不期
而遇——简洁的线条，暖黄
的灯光，店内摆满了洋甘菊、
郁金香、洋牡丹等40余种花
卉，馥郁而温馨；外部装潢亦
采用真花铺排而成，点点小
灯闪烁其间，宛若花的呼吸。

这家仅用三天时间装
修、开店不足十天、面积共
18平方米的小店，自其亮相
之日起便吸引了众多市民围
观打卡。“‘花时花季’鲜花体
验店是广州市第一家全屋内
外都用鲜花做装饰的花店，
目前日均销售约 400 单，单
日销售额可达2万元左右。”
花店负责人王永钜介绍。

近年来，以低价、款多、

量少为特点的“快时尚”产
品深受年轻消费者青睐。
而鲜花体验店正满足了消
费者的消费需求：价格实
在，每束花的定价在 10 元
至 40 元间，种类繁多，共有
40 余种花卉供挑选。精美
的店面装修更是为顾客提
供了好“晒点”，频频有市民
来此拍照打卡。“整体环境
很不错，店内花束的价格也
比较实惠，感觉颇为惊喜。”
顾客陈小姐评价道。

王永钜告诉记者：“北
京路商圈人流密集，文化底
蕴深厚，所以我们选择在北
京路把花城的形象和岭南
花卉市场推广出去，传递广
州花文化，提升市民的生活
幸福感。”

羊城晚报讯 记者梁怿韬、
通讯员赵雪峰报道：记者9日从
广州市水务部门获悉，多部门联
手采取措施加强东江北干流广
州增城段执法工作，部分非法采
砂洗砂当事人被“法办”。

东江北干流广州增城段约
30公里，与东莞隔江相望，左岸
是东莞，右岸属增城，上游为广州
增城、东莞、惠州交界的石龙断
面，下游为广州市黄埔区。近年
来随着城市建设步伐加快，砂石
需求量激增，该河段复杂的地理

环境让一些不法分子心存侥幸，
长期将洗砂船舶不在规定停泊区
停泊，在两市交界处来回游走，
在水上洗砂、泡砂，大量废渣、废
水直接排放到东江北干流，不仅
对河流产生污染，还影响到国考
大墩断面的水环境。2019年至
今，增城累计对涉嫌非法洗砂船
立案查处5宗，对河道管理范围
内违章堆放海砂行为立案查处
11宗，对相关作案嫌疑人作出行
政拘留5人，移交涉嫌非法采砂
案件线索1宗，刑事拘留1人。

过去十年，广州妇女儿童工作98.26%达标

女性人均预期寿命高达85.48岁

增城守护生态红线

严打东江北干流非法采砂洗砂严打东江北干流非法采砂洗砂

花城卖花也玩
市民买花乐享快时尚

鲜花体验店、鲜花自助售卖机……

广州人爱花，也爱买
花。2020 年广州市花
卉总产值达57亿元，种
植面积约34万亩，约占
全省花卉种植面积的
30%。随着购物渠道渐
趋丰富，嗜花客们已不
仅限于在传统花店、花
卉市场购花。鲜花体验
店、鲜 花 自 助 售 卖 机
……各式各样的场景式
营销带着前卫创意和温
馨服务，让市民买花成
为快时尚。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汪曼
实习生 林少娟

地 铁 站
里 出 现 的 鲜
花自助售卖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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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地铁三号线体育西路站，因
其数以十万计的单日客流量常年叱咤
于国内地铁，人流密集、行色匆匆是这
里不变的主题。但去年10月以来，地
铁站内出现了另外一种“生态”：行人
在一台名为“MEGARDEN”的鲜花自
助售卖机前停下步伐，掏出手机扫码，
从售卖机里抱了一束馨香回家。

“MEGARDEN”是以鲜花为产品
的自助鲜花售卖机，外形较之普通饮料
自动售卖机稍大，透明的玻璃柜里被分
为4层12格，每一格里都摆放了不同的
鲜花，如玫瑰、小雏菊等。令人惊喜的
是，售卖机内花束价格颇为亲民，多数
鲜花价格在10元以下。

“相较于实体花店，鲜花自助售
卖机在人力成本、店铺成本等方面
均有压缩，使其较之于一般实体店
购买的花束要便宜。”易植科技旗下
MEGARDEN 品牌运营经理麦泳安
介绍。

这台没有售货员的自助鲜花售
卖机，虽少了现场服务，但却凭借地
铁巨大的人流量获得了较高的用户
黏性。羊城晚报记者从麦泳安处了
解到，目前广州地铁站内已进驻 20
台鲜花自助售卖机，日均销售约 500
单左右，节日时可销售千单以上，每
隔 1-2 天就需补货一次。麦泳安表
示：“后期希望在更多地方入驻鲜花
自助售卖机，服务更多市民，让鲜花
自主售卖机走进市民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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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周哲报道：
广佛新干线及西延复合通道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以下
简称“环评公示”）日前发布。该
项目建成后，南海大沥、狮山、丹
灶三镇可一线通达广州，为南海
城乡融合发展和推动广佛全域同
城化提速。

广佛新干线及西延复合通道

工程总投资 2631281 万元，全线
位于佛山市南海区。项目由高速
通道和地方快速通道两部分组
成。其中，高速通道路线总长
33.861 公里，按高速公路标准建
设，采用双向6车道；共设互通立
交6处（横江枢纽立交、金沙互通
立交、佛山一环西线立交、大沥互
通立交、广佛高速互通立交和佛

山一环东线互通立交），服务区1
处（小塘服务区），特长隧道 1处
（大浩湖隧道）。地方快速通道路
线总长 30.735 公里，按一级公路
（集散型）标准兼顾城市道路功能
建设，采取主道+辅道设计，主道
双向6-8车道。

据悉，广佛新干线及西延复
合通道工程有望今年实施建设。

广佛将再添一快速通道
建成后佛山南海大沥、狮山、丹灶三镇

可一线通达广州

羊城晚报讯 记者付怡、通
讯员公新文报道：2020年10月
24日晚，广州市公安局政治部
原主任李世全在检查指导安保
工作、看望慰问一线民警时，突
发心脏疾病，经送医院全力抢
救 无 效 ，不 幸 牺 牲 ，年 仅 52
岁。日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公安部决定，追授广东省
广州市公安局李世全同志“全
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以
下简称“一级英模”）称号，这
也是广州公安历史上第二位

“一级英模”。10日上午，广州
市公安局隆重举行“一级英模”
称号颁授仪式，向李世全同志
致以崇高敬意。

颁授仪式上，广州市副市
长、市公安局局长孙太平为李
世全同志的女儿颁发“一级英

模”奖章、证书，省公安厅政治
部副主任吴伟宣读人社部、公
安部《关于追授李世全同志“全
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称
号的决定》。

曾推动成立反电诈中心

李世全同志生前任广州市
公安局政治部主任，三级警监
警衔。从警30年，他始终以强
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全身心
扑在工作上，创造了突出的工
作业绩。李世全从事治安工作
18年，每逢大型活动和急难险
重任务，总是冲锋奋战在第一
线，探索推出一套科学、高效、
实用的安保工作模式，有力确
保了广州各项大型活动安全顺
利进行。2008年从事勤务指挥
工作后，李世全创新完善“110”
接处警勤务指挥体系，牵头建
成“六位一体”社会治安防控体
系，推动成立反电信诈骗中心，
为构建“智慧安防”作出了突出
贡献。2017年担任广州市公安
局政治部主任后，他大力加强
队伍建设，积极谋划推进公安
改革，开创了广州公安政治工
作新局面。李世全一心为公、

清正廉洁，曾荣立个人一等功1
次、二等功1次、三等功1次，获
个人嘉奖9次，获评广东省优秀
人民警察、广东省公安系统奥
运安保工作先进个人，被追授
广州市优秀共产党员、广东省
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

父亲精神激励女儿前行

李世全同志牺牲后，省委
书记李希、公安部部长赵克志
等作出批示表达深切哀悼，并
向其家属表示慰问。广东省公
安厅、广州市委专门印发学习
决定，号召广大民警、党员干部
向李世全同志学习。

在颁授仪式上，李世全同
志的女儿讲道：“父亲一直是
家里的顶梁柱，是我和母亲的
主心骨。”她说，同时，她和母
亲深知，父亲是一名人民警
察，有必须坚守的使命担当。

“父亲没有给我留下丰富的物
质财富，但他留给了我最宝贵
的品质和坚韧的风骨，他勇于
担当、夙夜在公的精神，一丝
不苟、甘于奉献的作风，将永
远照亮我的前路，也将永远激
励我矢志不渝勇往直前。”

广州市公安局李世全同志被追授“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称号

向英雄模范致以崇高敬意
今天今天
消息消息

羊城晚报讯 记者陈泽云报
道：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发布2
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数据显示，2 月 CPI 同比下降
0.2%，降幅比上月收窄 0.1 个百
分点。环比上涨0.6%，涨幅比上
月回落0.4个百分点。扣除食品
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同比由上
月下降0.3%转为持平。

鸡蛋价格下降4.5%

CPI 同比下降，主要系由于
去年同期食品价格特别是猪肉
价格基数较高。2月份，食品价
格由上月上涨 1.6%转为下降
0.2%，影响CPI下降约0.05个百
分点。其中，猪肉价格同比下降
14.9%，降幅比上月扩大 11.0 个
百分点；鸡肉和鸭肉价格分别下
降 8.7% 和 2.6% ，降 幅 均 有 收
窄。此外，非食品类中，飞机票
价格下降28.2%，汽油和柴油价
格分别下降 5.2%和 5.8%，同样
形成了CPI向下的拉力。

从 环 比 来 看 ，CPI 上 涨
0.6%，涨幅有所回落。食品中，
受春节期间消费需求增加和运
输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水产品
和鲜果价格分别上涨 8.7%和
6.1%，涨幅分别扩大5.4和3.8个
百分点；生猪出栏持续恢复，猪

肉价格由上月上涨 5.6%转为下
降3.1%；天气转暖，蛋鸡产蛋量
提升，加之局部地区疫情好转后
调运渠道逐步畅通，鸡蛋价格由
上月上涨11.1%转为下降4.5%。

PPI同比有较大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2 月份，由
于居民就地过年，文娱消费需求
有所增加，电影及演出票价格环
比上涨13.0%；受国际原油价格
上涨影响，汽油和柴油价格环比
分别上涨 3.4%和 3.7%；春节期
间人工成本有所上升，洗车、家
政服务、美发和出租车费用等价
格对比1月份均有上涨，涨幅在
1.2%—6.3%之间。

同日发布的工业生产者出
厂 价 格（PPI）数 据 显 示 ，2 月
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同 比 上 涨 1.7% ，环 比 上 涨
0.8%。PPI 同比涨幅出现了较
大幅度提升。对此，有分析指
出，得益于新冠疫苗在全球范
围内大规模推广并接种、主要
发达经济体的大规模财政刺
激、持续的量化宽松以及极低
的利率水平，未来几个月全球
大宗商品价格和通胀预期有望
进一步上行，推高了中国 PPI
的上涨预期。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月CPI
同比下降0.2%

猪肉鸡蛋价格下降
电影票价环比涨13%

今天今天
消息消息

三天建成鲜花体验店

地铁站现鲜花售卖机

李世全李世全（（广州公安供图广州公安供图））

广州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孙太平为李世全同志的女儿颁发“一级英模”
奖章、证书 羊城晚报记者 梁喻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