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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权地点 地 址 咨询电话

总行营业部

牟平区支行
3楼小会议室

福山区支行
3楼会议室

芝罘区支行
营业部

开发区支行
营业部

高新区
科技大道57号

牟平区正阳路383号
（审批中心对面）

福山区福海路93号

芝罘区西盛街26号

开发区
泰山路98-1号

0535-6691558

0535-4265086

0535-6319921

0535-6627703

0535-6956985

烟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登记确权公告
烟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为贯彻执行《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18年第 1
号）、《商业银行股权托管办法》（中国银行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19年第2号）等规章制度
的相关要求，进一步规范股权管理，本行计划将
股权整体委托齐鲁股权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集中登记托管。相关事项公示如下：

一、股权托管及登记的股东范围

本行所有法人股东及自然人股东。

二、集中办理时间

根据工作需要，确定股东集中确权时间为

2020年8月11日-14日，上午8:00-12:00、下

午13:00-17:00。

三、确权流程

现场受理、审核材料、现场确权。因本行股
东较多，为提高确权效率，股东需提前准备好相
关确权材料，自然人、法人股东办理确权手续应
准备的材料分别为：

（一）自然人股东所需资料：
1、股东本人身份证原件；
2、股金证原件。
如委托他人代办，则需代理人身份证原件、

股东身份证原件、股金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
托书需要委托人签字按手印）。

（二）法人股东所需资料：
1、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复印件盖

公章）；
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复印

件盖公章）；

3、经办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复印件盖
公章）；

4、法人授权委托书（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
签字）；

5、最近一期资产负债表（加盖公章）；
6、股金证原件；
7、携带公章、法人章。
自然人股东授权委托书、法人股东授权委

托书需使用标准的模板格式（请到公共邮箱下
载，邮箱登录名：ytnshdb@126.com,密码：
yt12345678）。

四、自然人股东办理地址及预约电话

本行在全辖范围内安排5家机构办理确权
登记手续，请全体股东根据公告内容合理安排
时间到指定地点进行确权。具体地址及电话见
下表。

五、法人股东办理地址及预约电话

法人股东在集中办理时间内统一到烟台
农商银行总行营业部办理确权。具体见上表。

六、注意事项
1、自公告之日起至股权托管完成前，暂停

办理股权转让过户业务；
2、登记确权准确与否关系到股东的权利，

请务必认真对待并如实提供和填写相关资料；
3、请各位股东在规定时间内前往确权登记

点进行股权确认；
4、股权托管后，股东股权相关信息以股权

交易中心登记系统记录为准；
5、目前仍处于疫情防控期，请到现场参加确

权的股东或代理人佩戴口罩、准备好电子健康
码，配合工作人员做好各项疫情防控措施并保持
现场安静，确保确权登记工作安全、有序进行。

特此公告，衷心感谢各位股东的配合与协助。

烟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8月6日

大小新闻直播间走进烟台山医院，让我们一起学“急救”

4分钟1条命
心肺复苏这样做

关注新闻追热点，有趣有料有温暖，烟台日
报社“主播说新闻”，与您天天不见不散。

最近有什么热点新闻？且看主播们为您一
一道来。

这共鸣很真！热播剧缘何刷屏

主播说新闻，说说热播剧。说起最近很火
的电视剧，当然要属《二十不惑》和《三十而已》
这两部“年龄剧”。《二十不惑》以即将步入社会
的四名大学生站在人生的转折点展开，讲述她
们的青春烦恼和成长困惑；《三十而已》为我们
呈现了三位三十岁的女性，在复杂的家庭和艰
辛的职场勇敢向前的故事。

或许，在电视剧的角色里，我们都能找到一
些自己的影子，因此产生共鸣。女性社会角色
的不断变化，让她们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评价，
也面临着更多的考验。《二十不惑》和《三十而已》
在为女性发声的同时，也在鼓励女性，要表达自
我的态度和主张，始终保持一份坚韧和飒爽。

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不论处在什么样的
年纪，性别和年龄只是一种标注。二十几岁的
你，青春无敌，要学会不停地为未来的自己增加
砝码；三十岁的你，找到了自己愿意从事一生的
职业，拼尽全力探索人生；四十岁的你，以阅历
锤炼内涵，更要以“学而不倦”的勇气去迎接未
来。年龄，不该成为一种定义。

这“反转”真棒！大义司机好人好报

主播说新闻，说说正能量。上月，吉林长春

的货车司机孙刚在辽宁省一条省道的修理铺维
修货车时，因电焊火星点燃了货车后车厢的草
帘，从而引发大火。当时，周边有车辆、居民区
和加油站，情况十分危险。危急时刻，孙刚果断
上车，冒死开着着火的货车离开闹市，一直开到
空旷的无人区域。就在孙刚下车后短短几分
钟，油箱就爆炸了。事故虽没有造成任何人员
伤亡，但烧毁了孙刚贷款买来的货车，而货车运
输是全家唯一的经济来源。

“冒死开走货车”的司机孙刚感动了无数
人。7月31日，一汽解放将一台崭新的解放货
车送给了孙刚。孙刚说，他要把第一笔运费捐
出去，把爱心永远传递下去。一起意外事故，一
个平凡英雄，结局因互助互爱而圆满。

就在两个月前，在四川，海尔服务工程师胡
云川外出工作路过一个小区时，发现一名女童翻
到六楼窗户外侧，随时有掉落的危险，他毫不犹

豫地加入了救援。凭借多年的高空作业经验，他
从五楼窗户翻出，顺着雨棚攀爬到6楼，把女孩抱
进了屋内。随后海尔官方发布信息，将奖励胡云
川价值60万元的房产一套，公司负责人回应，奖
励不是目的，奖励的是见义勇为的精神。

从曾经老人摔倒无人敢扶，到如今以身犯
险不求回报；从货物散落群众哄抢到自发拾起
别人掉的钱“完璧归赵”，每一个善举都是社会
的进步，都值得被真诚对待。让做好事的人得
到应有的肯定、回报、奖励，让为他人付出的人
不寒心，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能得到更温暖
的回报，这才是真正的正能量。

这“自信”太蠢！挑战酒驾酿悲剧

5月的一个凌晨，北京海淀区27岁的王某

与同事聚餐并且饮酒之后，将本已找好的代驾
赶走，并扬言“挑战北京酒驾”。王某将视频发
出后，立刻遭到了朋友在微信上的阻止，此后朋
友发起了两次语音通话，都没有阻止悲剧的发
生。视频发出后仅一分钟时间，王某的车辆就
与道路东侧的围挡及井台相撞，王某当场死亡，
车内一名同事也严重受伤。

挑战酒驾丧命，真实案例令人震惊、惋惜。
前段时间，烟台一名男子驾车在路口为逃避检
查违规掉头，将执勤工作者顶在车头逃窜300
多米。经调查，男子属酒后无证驾驶，并且未按
期年检车辆，最后，男子涉妨害公务罪被刑拘。

为何酒驾屡禁不止？无外乎两点：一是存
在侥幸心理，认为自己不会被抓；二是挑战规
则、挑衅法律，觉得自己不会那么“倒霉”出事
儿。

可往往拿规则当赌注的人，最终都会输。
明知酒驾可能造成严重后果，仍任性妄为，甚至
将“挑战交警”作为一种炫耀资本发在网络上，
这不仅是在挑战法律底线、危害社会交通安全，
更是在挑战生命，拿自己和他人的性命开玩笑。

生活中的诸多悲剧，都来源于对规则的践
踏而付出沉重的代价。当你凝视深渊时，深渊
也在凝视着你。当你选择挑战生命，你就很可
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尊重规则是对生命的敬畏，驾车不是儿戏，
酒后别当司机。

烟台日报社“主播说新闻”专栏在烟台日报
社大小新闻客户端、烟台日报官方抖音号同步
更新。（请扫描左侧二维码收看节目视频；请使
用最新版抖音扫描右侧二维码或抖音搜索“烟
台日报”关注烟台日报官方抖音号）
YMG全媒体
实习记者 李
歆 茹 黄 钰
峰 张洁 刘
昭 洋 王 一
鸣 李伟嘉

最近有什么热点新闻？主播为您一一道来

追剧的时候，我们在追什么？

这些行人横穿马路被曝光
有你熟悉的身影吗？

近日，烟台交警又曝光了一批横穿马路
的行人，快来看看有你眼熟的人吗？

提醒市民，千万别任性，图一时方便不
走斑马线，随意横穿马路既不文明更是对生
命不负责任的表现，既给自身安全带来隐
患，同时也扰乱和破坏了交通秩序。

同时，提醒驾驶员在驾驶过程中，特别
是行经人车集中的区域时，要及时调整车
速，注意观察道路前方及周边情况，保持注
意力高度集中，遇到紧急情况随时采取应对
措施。

不管行人还是驾驶员，请记住：道路千
万条，安全出行第一条！

天热了，去海边吧！
这份“赶海说明书”收好！

对靠海吃海的烟台人来说，赶海是一个
“收获”的游戏。近日，小康一家来到烟台芝
罘岛西海岸西侧，开启了“收获”之旅。为什
么选择西海岸呢？小康网上找的攻略起了
作用！烟台赶海地图如下：西海岸西侧；夹
河口东；金海湾大酒店东至滨海假日酒店
西；海韵广场南至第二海水浴场东；黄海游
乐城北；黄海游乐城南；养马岛后身；东泊子
渔船停泊点西；辛安河口西……这些地方都
是赶海的好去处！下午，到了西海岸，小康
从包里翻出小网兜、小铁铲、小耙子、小桶、
手套、遮阳帽……这些都是
烟台人赶海的标配啊！赶海
还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快扫
码阅读烟台日报传媒集团公
众号原创新闻吧。

随着现代人生活节奏的加快、学习工作压
力的加大，每年因心脏疾病猝死的人数都在不
断递增。心脏骤停可能发生在任何时间、任何
地点及任何人身上，一旦发生心脏骤停，人体大
脑和其他重要器官的血液灌注将会停止，如果
不及时接受治疗，就会导致猝死。在正常室温
下，心脏骤停4分钟后脑细胞就会出现不可逆
转的损害，如果时间在10分钟以上，即使病人
被抢救过来，也会留下很严重的后遗症。所以，
对心脏骤停病人的急救时间有“黄金四分钟”之
说。

对于突发心脏骤停的患者，第一时间进行
心肺复苏是抢救生命的关键。昨日，大小新闻
直播间走进烟台山医院急诊科，与医护人员们
一起向大众普及急救知识。

“高质量按压”是抢救关键

“护士长，我在电视和网上看过别人做心肺
复苏抢救，您看我做一遍，有没有什么错误。”节
目一开始，主持人刘绍洋就亲自上阵，对着假人
模型“演示”了一套心肺复苏流程。

当她气喘吁吁站起来时，却被急诊科护士
长刘晓玲告知“错误不少”。

“许多人只知道心肺复苏的大概流程，但具
体到每个动作做得都不标准，这是达不到抢救
效果的。”刘晓玲说，当发现有人倒地时，应第一

时间做相应检查看是否是心脏骤停。“应该贴近
患者耳边，轻拍肩膀呼叫，看其是否有意识，把
手指放在喉结上，旁开两横指，触摸颈动脉，同
时观察胸廓起伏，看有没有呼吸。”刘晓玲边说
边做演示。

“当确认病人没有呼吸，应立即采取心肺复
苏，第一步就是要进行胸外按压。”刘晓玲演示，

“跪地双手交叉掌根放在乳头连线中间位置，以
髋部为支点用上半身力量进行按压。刚才主持
人这一步就做得不到位，注意不是用胳膊力量
去按压，双臂不能弯曲，要夹紧绷直，是用身体
力量去按。”刘晓玲说，一定是高质量的按压，压
下去5-6公分，频率是每分钟100-120下。

“按压中要交替进行人工呼吸，一般是按压
30下，人工呼吸两下。”刘晓玲说，在进行人工
呼吸前，应该把患者头微侧，清理其口腔，然后
捏住鼻子并抬起下颌，保证吹气时胸腔有鼓起
效果。“在做心肺复苏过程中要时刻关注患者呼
吸和心跳是否恢复，如果恢复，守护患者至专业
救护人员到达，如果没有恢复，需要持续做心肺
复苏。”

普及急救知识十分必要

在演示完心肺复苏急救动作后，刘晓玲又
演示了一下“海姆立克急救法”。

“海姆立克急救法主要用于急救呼吸道被

异 物
卡 住
的 病
人，比
如 吃
东 西
噎 着
了 ，孩
子 不 小
心吞食异
物卡住喉
咙。”刘晓玲
演示了一下具
体动作。“首先站
在患者背后，一只
脚 在 患 者 两 脚 之
间，让患者稍低
头弯腰，双臂自 背
后环抱患者，拳 头 半 握 ，
虎口处平面抵住患者 肚脐上方位置，然后另
一只手握拳，双手用力，向内向上进行挤压。”
刘晓玲强调，不要一直向内挤，一定要有个向
上的力，目的是增加胸腔压力，冲击气管，5次
为一个循环。

演示完毕后，刘晓玲说，她想借助大小新闻
直播间栏目呼吁大众多来学习急救知识。“很多
急救方法并不复杂，却能在第一时间抢救生命，
人人都应该掌握一些基本的急救常识。”刘晓玲

说
，医

院 经
常举行

医护人员
进社区的活

动，她们
发 现 百 姓

对于急救 知 识 掌
握得很少。

“无论是社区还是学校、企业，都应该定期
进行急救知识培训，多普及急救知识。”刘晓玲
说，应该让急救从专业领域
进入寻常百姓家，成为国民
教育必修课。（扫码观看节目
视频）YMG 全媒体记者 赖
皓阳 通讯员 栾秀玲 潘
晶 摄影报道

霉菌超标十倍！你买的
“网红坚果”可能是假货！

坚果是不少消费者都爱吃的零食。近
日，有人买网红坚果牵出了大案，涉案价值
1000余万元，这是怎么回事呢？

去年底，家住浙江海盐的姚先生，在网
上以126元的价格购买了2盒国内网红品牌
的坚果，这比他以前在线下超市购买的同款
坚果要便宜一半，原以为是捡了个大便宜，
没想到买回来一尝，味道不太对劲。经过厂
家鉴定，商品确实是假冒产品。

警方顺藤摸瓜，在制假
现场查扣了坚果产品1000
多箱，经过初步计算，总案
值达到了1000多万元。扫
码关注烟台日报官方公众
号阅读视频及图文报道。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