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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2019！
经济稳中有变 期待降费减税

租金，以及赡养老人等六
项专项附加扣除将首次在
中国实施。
减掉的税费，充实了
老百姓的钱袋子。不仅仅
如此，中国经济稳中求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
入，
“降成本”是其中一项重
要内容，减税为企业发展
按下“加速键”。根据测算，
按现有减税政策，2019年
增值税估计将减税 3600
亿元；出口退税减税估计
约为 3200亿元；进口相关
税收减免约 3900亿元。
放水养鱼，一点点涟
漪凝聚成经济增长的内生
动力。当寒冰融化，我们总
会迎来收获的季节。

如果说 2018年年末，
新一轮个税改革的落地让
老百姓欣喜地拨起了自己
的“小算盘”，2019年，我们
有理由期待，更多降费减
税的措施将真真切切地落
到实处，成为助推中国进
一步深化改革的动力。
2018年 10月，个人所
得税每月扣税标准由 3500
元提高到 5000元。改革实
施第一个月，全国个人所
得税减税 316亿元，6000
多万纳税人不再缴纳工资
薪金所得的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
暂行办法》也一同落地，子
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
疗、住房贷款利息或住房

5G 生活初体验 国产手机等待荣光

“炫技”，尤其是手机厂商都
在拼抢首发的殊荣，5G手
机争霸赛已经热闹开锣。
不过，普通消费者要想换
手机恐怕还要等一等，成
熟、好看、价格可接受的
5G手机尚需时间的磨合。
2019年，中国手机厂
商或将迎来最辉煌的时
刻，成为“中国创造”的典
范。华为手机年发货量刚
刚已经突破 2亿台，2019
年它想冲击全球第一。同
时小米、OPPO、vivo都在
全球攻城略地，属于中国
手机厂商的黄金季节刚刚
开始。

5G的脚步越来越近，
它可能在 2019年就叩响
你的大门，更快更爽的网
络体验在向你招手。
不久前 5G频段落下
实锤，中国 5G正式步入
“商用攻坚”的关键期。三
大运营商奔跑进入 5G赛
道，按照时间表，2019年三
大运营商都将开启 5G试
商用，2020年全国将是一
片 5G的海洋。
4G改变生活，5G改
变社会。5G不是运营商的
独角戏，它是全产业链的
盛宴，芯片商、设备商、手机
商等各方势力都开始全力

“稳中有变、 变中
有忧”， 年底的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给出了略
显沉郁的调子。 外部
环境复杂严峻， 经济
面临下行压力， 坏消
息其实也是好消息。
没有回避问题， 直面
压力， 反倒能让大家
生出信心和期待：明
年， 财政政策会给力。
稳健的货币政策松紧
适度。 楼市重提长效
机制。 这不仅是 2019
中国经济的密码，也预
演了未来一年我们的
生活。
风浪有时，但大海
的深处是沉着的。 这
将是中国经济的写
照。 企业也在向更深
处的细节行进， 告别
好大喜功， 苦练内功。
个人也需要接力去杠
杆， 回归基础性消费，
告别大手大脚， 回家
做饭。 认真锻炼身体，
珍惜当下。
所以 ，2019 将 是
朴素的、理性的、低调
的， 同时酝酿着伟大
力量的一年。 走进她，
鼓足勇气，迎接变化的
大时代，拥抱大时代中
努力拨开迷茫寻找前
路的自己。
你好，2019！
加油，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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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水漫灌不会有 理财慎字当先

2019年，我们的钱该
往何处安放？“谨慎”恐怕
是新一年理财的主基调。
保证日常消费，做好风
险准备，留一部分银行存款
或者货币基金，以备不时之
需，另外还可以配置保险作
为保障。虽然资产管理新规
已经正式实施，银行理财产
品刚性兑付被打破，但银行
理财产品仍是低风险产品。

“宝宝”们的收益率持续下
滑，收益还是高于银行利
率，且仍是安全的。
随着管理层多次明确
发声，股市政策底已经探
明，而 2500点的 A股也已
具备估值底特征，2019年
能否探明市场底值得期待。
多元投资，分散投资，
做好各种配置。2019年或
许能有满意的收益。

五环外热情澎湃 互联网向下沉

当大城市的人怀揣泡
着枸杞的保温杯挤在地铁
里背单词、收听知识付费
课程时，
“五环外”的生活正
在变得越来越欢快。这里
远离了大都市的焦虑和迷
茫，不会在浪费时间和薅
羊毛中纠结，看视频、玩游
戏、去网红店打卡，时间仿
佛慢下来，能好好享受移
动互联网带来的便利。
读新闻能领金币，你一

块我一块，分享知识真不赖。
铁锅炖大鹅的香味隔着手机
屏幕都能闻到，即使是“留
守”在这里的孩子和老人，也
能通过屏幕跟几千公里以外
的家人对话，分享刚读过的
小猪佩奇或者养生知识。
热情澎湃，欣欣向荣。
谁又能拒绝“五环外”的魅
力？所以，互联网人又来了，
他们往下沉，他们去远方，边
界正在打破，藩篱终将消失。

AI 极速产业化 各行各业 AI+

语音开屏、人脸识别、
指纹锁、无人车……无处
不 AI，生活正在变得智能。
能唱歌会卖萌的智能
音箱，自动调节温度的电饭
煲，自动感应的电灯空调，
万物互联将在客厅实现；道
路上，城市间，解放双手，交
通大脑，AI将成为推动城市
出行革命的先锋兵；商场
里，结账时，车库中，智慧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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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节省了时间，也让商家
更懂你；体检、挂号、拍片、
开药，AI跟医疗的结合让
医生更从容，让你对自己
的健康状况更了解。
有多少工作需要智能
来解放双手，就有多少“人
工”需要发挥更大的价值。
人工智能已成为影响经济
生活的必答题，企业们的
答题纸已经沙沙作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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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年纪看牙四处碰壁，舟车劳顿折腾不起，老人过年想吃可口饭成奢望

“
极简种植牙”突破种牙极限 帮老人吃好饭
德国种植专家团队为钟阿姨商定种植牙方案

“我这种情况真的有种牙的希望吗？”
69岁的钟阿姨惊讶的问海德堡联合口腔
医院种植牙博士路易斯教授：“ 这些年我
不知道去了多少医院，看了多少牙医，可
医生们的说法都一样，说我的口腔条件做
种植牙很难。”
年纪大身体差也想种牙
牙槽骨条件不佳常被拒

初见钟阿姨时她情绪很低落“真的累
了，想放弃了，我在看牙这条路上走的太
久、太坎坷了。我 53岁开始看牙医，现在

69岁，16年了，做了活动假牙、烤瓷冠等
修复，也花了不少钱，但都不好用，嚼不烂
咬不断的，还经常磨牙床，牙槽骨也越来
越差。”钟阿姨说的一连串的数字很刺耳。
“我现在只有几颗前牙撑门面，没有大牙
每天只能吃流食。一直想种上牙好好吃顿
可口的饭菜，可是去了很多医院都告诉我
很难种，因为牙槽骨很薄，年纪又大，血压
也不太稳定，没有人愿意冒风险给我种
牙。”“女儿听同事说海德堡联合口腔有一
种‘极简种植牙’技术，已经帮助了很多老
年人，我就想再试最后一次，希望今年过
年能跟儿女们好好吃几顿饭，就拨打电话
010-84240895报名，预约了德国种植博
士的检查时间。”钟阿姨面露喜色的说。

数字设备心电监护全程护航
30 分钟种好
“
极简种植牙”

路易斯教授在数字化设备的协助下，
采用“极简种植牙”技术，根据导板进行精
准种植，杜绝了盲种和误差，大大降低了
手术的风险和失败率。考虑到钟阿姨血压
不稳定，在手术过程中启用心电监护设备
全程实时监测，又增加了一份保障。仅仅
30分钟，她就完成了手术，恢复了咀嚼功
能，钟阿姨很激动。
“我是快 70岁的人了，四处求医让我
身心俱疲，就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海德
堡联合口腔给了我希望。愿每一位缺牙的
老人都不要放弃希望，都能像我一样幸
运。感谢每一位会诊医生，你们真的很了

不起！”说完钟阿姨竖起了大拇指。
对于钟阿姨的赞美，路易斯教授说了
这样一段话：“‘极简种植牙’技术采用数
字化设备辅助，实现术前诊断、术中监护、
术后修复的一体化流程，使口腔种植成功
率更高、修复更快、安全性更高。有了心电
监护设施，心脏病、高血压患者种牙也不
再是空谈。”希望“极简种植牙”技术得以
推广，为广大缺牙老人带来福音，有种植
牙需要的患者可以拨打电话
010-84240895详细咨询。(石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