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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最潮最新资讯最后，“超级种植体”西南

地区推广第2期正在火热地进
行，厂商特供的100颗免费种
植体大获市民的欢迎，现在，多
颗、半口、全口缺牙市民市民还
可通过 028-86969233 进行申
领，先到先得。

智能牙科“超级种植体”引爆蓉城
“即刻用”种植牙当天恢复满口咀嚼，终身使用！

超级种植体推广第2期，厂家特别开放100颗免费种植体名额申请（仅限全口/半口缺牙者、多颗缺牙者），通过口腔健康热线028-86969233优先预约
五一将近，特别是今年新调整后的

4天“小长假”，更是激发市民的出游热
情，很多市民已经早早地准备着了。智
能牙科也与往年一样，又迎来了“五一”
前的种牙小高峰，很多缺牙市民想趁着
这不冷不热的天气，赶紧把牙给种上，
那么无论是“五一”假期出游，还有6月
外出避暑，都有了好口福的保障。特别
是，本周“超级种植体”100颗免费名额
的开放，更是引起了缺牙中老年的极大
关注，这款来自意大利的种植体被即刻
用种植牙研究院选定为专用种植体，它
拥有优秀的初期稳定性和长期稳固性，
即便是“薄如纸”、重度疏松的牙槽骨
条件，也能快速进行骨结合，牢牢地“生
根发芽”，让过去种不了牙的市民，现在
不仅可以种，而且可以当天种当天用，
终身用牙有保障。

为什么“超级种植体”如此受
多颗、半口、全口缺牙市民的
关注？

其实，“即刻用”种植牙在蓉城已落
户两周年，很多缺牙市民对于“当天种
牙当天用”并不陌生，也清楚这项新型
的种植牙技术意味着什么，它带来的不
仅是微创无痛的舒适种植，更是全新的
种植修复体验，30分钟就能完成种植，
当天就能戴牙吃饭，“困扰多年”的缺牙
痛苦轻轻松松就能解决了。

但“即刻用”对牙槽骨有一定要求，
有不少缺牙市民、特别是缺牙中老年群
体，由于缺牙颗数多、缺牙时间长、长期
佩戴活动假牙，导致牙槽骨严重吸收，
部分老人的牙槽骨更是“薄如纸”，加之
中老年的骨头条件疏松，他们的种植难
度极大，同时又迫切希望“当天种牙当

天用”。所以，“超级种植体”在蓉城首
度亮相，马上就引起他们的关注。这款
种植体是来自意大利的高端种植体，由
瑞典哥德堡大学、意大利帕多瓦大学、
意大利米兰大学等著名学府的世界顶
尖口腔种植专家共同参与设计研发，从
设计阶段就已经明确，要求具备优秀的
生物相容性和骨结合能力，可以适用于
Ⅲ-Ⅳ疏松骨，在植入后可在血液循环
的作用下迅速地与牙槽骨牢固地结合，
并有效刺激骨生长，加速骨结合，为“即
刻负重”（即刻戴牙）创造有利的条件，
也让“当天种牙当天用”不再是少部分
人的“特权”，而是广大缺牙患者都能享
受到的技术成果。

“即刻用”专用种植体
30分钟种植，终身使用

智能“即刻用”种植牙进入蓉城

两年来，不仅得到上万市民的肯定，
也收到了不少口腔同行的关注，希望
进行交流。智能牙科蔡明河院长也
表示，“即刻用”种植牙是难度系数非
常大的手术，智能牙科凭成都、上海、
深圳三城之力构建口腔产业升级平
台，并邀请全国各地的专家组建即刻
用种植牙团队，才取得了今天小小的
成就。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不是所
有的缺牙都可以“当天种牙当天用“，市
民 有 任 何 种 植 方 面 的 疑 问 ，拨 打
028-86969233，智能牙科种植专家即
刻解答。

目前，智能牙科已形成“以麦哲伦
数字化系统”为中心、以“口内扫描、面
部扫描、CBCT、口腔大数据中心为辅”
的数字化种植体系，加之近期超级种
植体的引进，这就意味着，患者来到智
能牙科就诊，无论年龄大小和疑难复
杂程度，都能轻松的拥有一口好牙，而

且，术前有让人放心的流程、术中非常
舒适、术后也很少有肿胀和疼痛。同
时，智能牙科为每一位做“即刻用”的
市民免费提供定期检查，“超级种植
体”厂商承诺终身质保，让蓉城缺牙市
民不仅可以舒适、快速地种上一口好
牙，而且后续的牙齿使用也有了长期
的品质保障。

《复仇者联盟4》预售票房达3.7亿
概念股率先启动

截至4月18日12时，《复仇者联盟
4》预售票房破3.7亿。截至目前，《复仇
者联盟4》在淘票票与优酷双平台累计
想看人数破303万。《复仇者联盟3》中
国票房达23亿，复联4的预售情况火
爆，最终票房有望超过《复仇者联盟3》
或达25到30亿。

二级市场上，作为发行方之一的
中国电影股价已提前启动，4月15日股
价一度站上20元，4月18日低开高走，
截至收盘上涨6.62%，至20.78元，创近
两年股价新高。

长城证券预计，中国电影在《复仇
者联盟4》的发行收入预计为2.5亿元左
右。但投资者在追踪热点时不妨回看
因《流浪地球》爆红的北京文化。2月
12日北京文化冲高至15.17元的近期高
位后，就开始缓慢下跌。今年2月12日
至今，股价累计下跌11%，完美错过今
年初的A股的上涨行情。距离复联4上
映仍有数天，投资者入市前仍需冷静
观察。

发行收入预计为2.5亿元
《复仇者联盟4》作为漫威宇宙的

最后一部电影，将于4月24日在中国内
地上映。据猫眼平台数据显示，《复仇
者联盟4》上映前11天1时55分预售票
房破1亿，创中国影史预售最快破亿纪
录。而根据灯塔APP统计中，已经有
303万人表示想看。截至4月17日最新
数据，预售票房已经达3.7亿。

复联4预售成热门话题的主要原
因是，中国成为复联4全球最早上映国
家，美国本土上映时间为4月26日，提
前观看首映场能有效避免被剧透。另
外，该片是复联系列电影最终章，时长
达182分钟。

机构普遍预计，复联4票房预测在
25亿至48亿之间。而复联4作为进口
分账片，其模式是由中影负责引进，中
影和华夏进行发行，在参与分账的总
票房总扣除 5%的电影专项基金与
3.3%的税款之后，剩余总票房的91.7%

作为净票房。净票房扣除院线影院的
分成之后（院线 7%，影院 50%），中影
和华夏共分成18%的发行代理费，剩下
的25%留给进口片片方。

长城证券预计，中国电影在《复仇
者联盟4》的发行收入预计为2.5亿元左
右。此外，2019年将持续有多部进口
大片，中国电影都是其进口发行方如
《X 战警：黑凤凰》《玩具总动员4》《星
球大战9》等，叠加《流浪地球》的投资
收益，公司2019年业绩有望保持快速
增长。

会否步北京文化后尘
二级市场上，作为发行方之一的

中国电影股价已提前启动，4月15日股
价一度站上20元，4月18日收盘上涨
6.62%，至20.78元，创近两年股价新
高。

类似影视作品票房大卖而推升股
价的，北京文化已有先例。今年2月12
日，随着《流浪地球》票房冲破20亿元，

北京文化也冲高至15.17元的近期高
位。但其后股价就经历漫长下跌。今
年2月12日至今，股价累计下跌11%，
完美错过今年初的A股的上涨行情。

有投资者认为，北京文化前两次
行情共同的特点都是很多人可以提前
看到成片，他们有机会提前判断会不
会成为爆款，提前埋伏股价，等到电影
上映成为包括，往往就剩下高位出
货。事实上，在《流浪地球》在春节假
期上映前，北京文化在去年11月至春
节假期前这一区间，股价已经累计上
涨34.32%。

事实上，北京文化的暴涨暴跌，只
是影视行业的一个缩影。一直以来，
对于影视板块股票该如何投资都是资
本市场的一个难题。现在电影或电视
剧投资规模越来越高，而且一旦主演
中出现丑闻的话，甚至可能出现血本
无归的风险。距离复联4上映仍有数
天，投资者入市前仍需冷静观察。

综合证券时报

亚马逊中国停止非自营业务
“断臂”调整

7月18日停止为第三方卖家服务

4月17日，有消息称，亚马逊将在
本周宣布退出中国，今后亚马逊在中
国仅保留两块业务，一是Kindle，二是
跨境贸易，其他业务将全部裁撤。

在18日的回应中，亚马逊提到将
深化这一转型战略，持续利率用亚马
逊全球资源，优化运营效率，提升客户
体验，集中资源推动海外购业务的快
速发展。

不过，亚马逊没有正面回复是否
退出中国市场，或者裁撤中国市场业
务。这份模棱两可的回应并不足以解
答大众心中的疑问，此后，亚马逊发出
了第二则回应。

回应称：在过去几年中，亚马逊
中国持续聚焦并发力跨境在线零售
业务，获得了中国消费者的积极反馈
和认可，为了深化这一战略转型，亚
马逊将于2019年7月18日停止为亚
马逊中国网站上的第三方卖家提供
卖家服务。

亚马逊2018年Q4财报显示，去年
四季度的购物季，亚马逊平台售出的
商品之中，50%以上都来自中小企
业。第三方销售增长超过了第一方直
销，2018年，将近20万家中小企业在亚
马逊平台的销售额都突破了10万美
元。不过亚马逊中国第三方卖家占比
多少，集中在哪些品类，亚马逊方则表
示“目前暂时没有更多消息”。

但在极度活跃的中国电商市场，
亚马逊“瘦身”战略已经明确。调整后
的亚马逊将重要资源放在亚马逊海外
购、亚马逊全球开店、Kindle和亚马逊
云等优质业务上。

存在感弱
入华15年零售市场占比仅0.6%

2004年，亚马逊以7500万美元收
购卓越网，进军中国市场，彼时淘宝网
一岁，京东多媒体网刚刚成立，中国电
商市场还如待开发的处女地。但更成
熟，已经开辟了法国、日本市场的亚马
逊，并没能成功将电商业务嫁接到中

国市场，反而呈现出各种水土不服。
调查显示，2018年上半年国内

B2C网络零售市场（包括开放平台式与
自营销售式，不含品牌电商），排名依
次为天猫（55%）、京东（25.2%）、拼多
多（5.7%）、苏宁易购（4.5%）、唯品会
（4.3%）、国美（GOME）（1.2%）、亚马
逊中国（0.6%），不足1%，仅略高于当
当（0.5%）。论国际化，亚马逊赶不上
天猫国际、京东全球购以及网易考拉
等带给消费者的满足感，论接地气，亚
马逊更远比不上拼多多。

据亚马逊2018年财报显示，亚马
逊全年净利润101亿美元，其中亚马逊
云AWS以47%的强劲速度增长，为公
司带来了大部分利润，甚至挤掉了亚
马逊北美电子商务部门，成为2018年
运营收入最高的部门。

以退为进
或以资本投资控制中国市场

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
曹磊表示，亚马逊退出中国的消息不

全面客观，曹磊指出，除了国内电商和
物流、海外购业务外，亚马逊global
selling全球开店、亚马逊阅读以及
AWS亚马逊等业务在中国的发展还是
非常稳健的，特别是亚马逊“全球开
店”业务在中国蓬勃发展，牢牢占据出
口跨境电商全行业第一。

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
研究员、宁波新东方工贸有限公司
CEO朱秋城也提出观点：亚马逊这个
电商巨头是不会真正放弃中国的跨境
进口市场。他认为，中国的跨境进口
市场会越来越大，越来越诱人，因为中
国本土电商企业的强大，亚马逊中国
在中国跨境进口市场的水土不服，亚
马逊中国应该会采取以退为进，或者
资本间接控制的方法来持续中国的跨
境进口市场。而目前来看最佳的合作
方式就是选择网易考拉，其实市场上
已经有过类似的传闻，早在2018年亚
马逊和网易考拉就传出过合作的新
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王婷
实习生张越熙 赵紫萱

一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增速跑赢GDP

国家统计局17日发布的全国居民收
支情况季度报告显示，2019年一季度，全
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493元，比上年同
期名义增长8.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
长6.8%。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跑赢
GDP。从收入来源看，工资性收入占比最
高，财产净收入增速最快。

“从收入来看，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6.8%，这个速度比上
年同期加快了0.2个百分点，一季度GDP
增速6.4%，收入增长跑赢了GDP。而且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缩小，城乡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比值是2.53，比上年同期下降
0.0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
司长毛盛勇说。数据显示，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11633元，增长7.9%，扣除价
格因素，实际增长5.9%；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4600元，增长8.8%，扣除价格因
素，实际增长6.9%。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所副研究
员关博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我国增
收结构改善，农村居民收入持续保持较快
增长，带动城乡居民整体增收明显。同
时，我国各项降税减负政策红利释放，工
资性收入在可支配收入统计中占有相对
优势地位，城乡居民的税收负担直接下
降，对可支配收入形成了明显推高效应。

数据还显示，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
工资性收入4838元，增长8.7%，占可支配
收入的比重为57.0%；人均经营净收入
1486元，增长8.3%，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
为17.5%；人均财产净收入721元，增长
12.2%，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8.5%；人
均转移净收入1449元，增长7.3%，占可支
配收入的比重为17.1%。

“居民财产净收入成为主要增收亮
点，和2018年同期相比，增幅提高了1.9个
百分点。”关博指出，一方面“房住不炒”理
念引领下，房屋租赁市场平稳发展，带动
城乡居民出租房屋收入增加。同时，农村
居民的土地经营权承包转让租金收入有
序增长。

在专家看来，下一步居民增收仍有红
利可期。“从政策导向来看，一方面，要在
分好蛋糕方面着力，落实好个人所得税改
革和下调社保费率政策，推进农村‘三权’
等关键领域改革，继续为收入增长创造空
间。继续采取多种政策措施激励重点群
体收入增长，带动进一步优化收入分配格
局。另一方面，也要在做大蛋糕方面发
力，推动重点产业结构性优化升级，创造
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使高质量发展释放
更多居民增收红利。”关博说。 据新华社

今非昔比

问：周四沪指低开，盘中窄幅震荡，收
盘下跌，你怎么看？

答：大盘股指周四遭遇集体收跌，个
股呈普跌状态，市场主流热点分化严重，
白酒、氢能源表现稍好。截至收盘，两市
涨停61只，跌停1只。技术上看，尽管两
市小幅收跌，但仍未失守5日均线；60分钟
图显示，沪深股指收盘时均小幅失守5小
时均线，但60分钟MACD指标仍保持金叉状
态；从形态来看，周四沪指最低3241点，顽
强地守住了笔者提到的3239点，依然显示
出较强的特征，由于周五是一个小的时间
窗口，市场面临方向选择，只要继续震荡
不破3239点，那么是可以向上突破的，而
在沪指没有突破3288点前，是不需去考虑
系统性风险的。期指市场，合约累计成
交、持仓均减少，各期指合约负溢价水平
整体变化不大。综合来看，尽管有所谓的
4·19魔咒，但市场环境今非昔比，甚至出
现放量长阳也很正常。操作上，只需观察
量能和上攻力度，若继续出现回踩，则可
继续大胆低吸。

资产：周四按计划以16.15元买入华
工科技4万股，以15.1元买入大冶特钢4万
股，以9.69元买入鄂尔多斯6.5万股，另以
7.29元卖出大悦城10万股。目前持有南
玻A（000012）30万股，六国化工（600470）
30万股，华工科技（000988）4万股，大冶特
钢（000708）4万股，鄂尔多斯（600295）6.5
万股。资金余额4668510.73元，总净值
9787560.73元，盈利4793.78%。

周五操作计划：南玻A、六国化工、华
工科技、大冶特钢、鄂尔多斯拟持股待涨，
另拟买入待过会个股东湖高新（600133）
不超10%仓位。 胡佳杰

白 杰 品 股
风云诡谲的中国电商市场，既

是资本家博弈的竞技场，也是每个
细微消费者最有话语权的地方。
天猫、京东以及后来居上的拼多
多，还有唯品会、网易考拉、网易严
选等，都让亚马逊感到压力。

4月18日，亚马逊公关就近期
“亚马逊退出中国市场”的相关消
息，向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进行了回复。亚马逊回应称：“在
现有的良好业务基础之上，我们将
继续投入并大力推动包括亚马逊
海外购、亚马逊全球开店、Kindle
和亚马逊云计算等各项业务在中
国的稳健发展。”

断臂
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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