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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一词在生活中的
提及度很高，那么，您对金
融真的了解吗？由于大家
缺乏基本的金融知识，有关
银行卡、信用卡、网上银行、
ATM机、基金投资等方面
上当受骗的案例增多。为
了您的财产安全与幸福生
活，《烟台日报》于近日起开
设金融知识大课堂专栏，为
大家讲解一些生活中的金融
小知识，以共创美好生活。

金融知识和我们日常
生活息息相关，在今后的生
活中，您有哪些想了解的金
融知识，欢迎拨打我们的投
稿热线：13356901233。

中国银行“中银企E贷”全系上线 小微企业身边的“备用金”
小微企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持续

高质量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大
力发展普惠金融，服务小微企业，是金融
机构落实“六稳”、“六保”，提升服务实体
经济质效的重要举措。中国银行大力支
持小微企业，服务实体经济发展，隆重推
出“中银企 E 贷”系列普惠金融贷款产
品，目前已全系上线。实现全流程线上、
无接触申请、自动审批、随借随还，信用
贷、银税贷、抵押贷三款产品，总有一款适

合您。今天的金融知识大课堂，小编带领
大家来了解这款线上融资产品——“中银
企E贷”系列。

中银企E贷•信用贷：一点就贷，贷动
未来

“中银企E贷•信用贷”是中国银行面
向小微企业的全线上、纯信用贷款。贷款
额度最高100万元，期限一年。

中银企E贷•银税贷：银税互动，一点
即贷

“中银企E贷•银税贷”是中国银行推
出的面向小微企业的纯信用线上贷款产
品，贷款额度以企业纳税信息为主要测算
依据，最高300万元，期限一年。

中银企E贷•抵押贷：抵押线上贷，
成就好未来

“中银企E贷•抵押贷”是中国银行
面向小微企业以房产作为担保提供的线
上贷款。贷款额度最高1000万元，期限
分一年期和三年期。

“中银企E贷”信用贷、银税贷两款
产品，具有纯信用、免抵押、免保证的特

点，并且手续简单，线上申请、自助提款、
无需任何纸质材料。同时自动审批、秒
批秒贷，额度有效期内随借随还。最大
的亮点在于贷款仅凭信用，不需抵押物，
而且还款时企业按需求灵活提款，随借
随还，使企业“无债一身轻”。“中银企E
贷”抵押贷，是基于可提供优质房产抵押
的小微企业，为其提供押品线上估值、自
动审批、随借随还，手续简单，审批快，成
本优惠，低于同业贷款利率，周转方便，
期限灵活。企业只需登陆中行企业网
银和手机银行即可在线申请贷款，从发
起申请到贷款到账只需要短短十几分
钟，真正实现了企业贷款线上全流程操
作，为客户提供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务，
更好地满足了小微企业短、频、急的融
资需求。

“中银企E贷”系列产品将充分运用
大数据、机器学习、生物识别等人工智能
技术，顺应普惠金融数字化、智能化的发
展趋势，将小微企业难以流通的“硬资
产”转化为“软实力”，为小微企业提供多

元金融服务，更好地满足了小微企业短、
频、急的融资需求。

中国银行烟台分行将通过“中银企E
贷”三款产品，进一步提升普惠金融服务
能力，加快普惠金融数字化转型，把线上
业务打造为服务小微企业的重要引擎，
助力小微企业成长。

今天的金融知识大课堂就到这儿啦!
大家都做好笔记了吗?后续我们也将定
期向大家介绍金融类知识及同类产品，
相信有了这些，大家一定能享受有效率
的金融生活。我们下期再见！

小微企业主如有需求，请咨询如下
电话：

开发区 6935383、莱州 3451960、保
税港区 6858298、福山 6327282

蓬莱 5663319、栖霞 5212126、招远
8261202、芝罘 6612209

南大街 6293056、高新区 8206116、
海阳 3107017、龙口 8535977

莱山 6719187、市南 6699772、牟平
4262079、莱阳 7222726

烟台中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司全体股东：
经董事会研究，决定于2021年4月13

日（周二）上午9：30在幸福南路7号万华集
团一楼会议室召开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以下议案：

1、审议《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
告》；2、审议《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3、审议《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4、审议《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请公司全体股东（或股东委托代理人）持
身份证及复印件、授权委托书等相关证明，于
2021年4月9日9：00-17：00到开发区正海
大厦1705A室办理参加会议登记手续。

会议材料请各位股东到公司查阅。
地址：烟台市幸福南路7号
联系电话：0535-3031238（赵先生）
特此通知。

烟台中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3月17日

股东告知书
姜涛：

鉴于烟台市三维饲料有限公司（以下
称“公司”）于2016年12月31日已终止与
您的劳动合同，根据公司章程第三章第九
条“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出资或
部分出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限公司
内部职工）转让其出资时，必须经全体股
东过半数同意”和第十条规定，您已不再
具备公司员工持股资格。为此公司于
2020年5月-6月间数次与您沟通股权转
让问题，均未得肯定答复。

今再次要求，望您按章程规定将所持
股份于2021年3月10日起至2021年4
月9日止，一个月内转让给三维公司内部
持股股东。逾期不办，将被视为违反公司
章程约定，不享受股东权利。

特此告知。
烟台市三维饲料有限公司

2021年3月10日

3月17日，工作人员在菲律宾马尼拉街头进行消杀作业。
近期，菲律宾疫情呈现快速反弹趋势。菲律宾卫生部16日报告，当天全国新增

新冠确诊病例4437例，累计确诊超63.1万例。 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 以色列国防部16日宣布完成升
级“铁穹”火箭防御系统，使之可同时拦截无人机、火箭弹及短
程导弹。

以色列国防部长本尼·甘茨发表声明说，“铁穹”系统接受
一系列复杂情况下测试，成功拦截并摧毁“模拟现有威胁及新
兴威胁的目标”，包括无人机以及齐射的火箭弹和导弹。

“铁穹”主要由侦测跟踪雷达、战斗管理与武器控制系统和
导弹发射单元三大部分组成，2007年入选以色列国防军导弹防
御系统，2011年正式部署，用于拦截短程非制导火箭弹。

根据美联社报道，部署以来，“铁穹”已击落巴勒斯坦武装
人员自加沙地带发射的大约2500枚火箭弹。

甘茨说，完成升级的“铁穹”将交付以色列空军和海军使
用，以加强以色列多层次导弹防御体系能力。

“铁穹”与“大卫弹弓”和“箭”式反导系统共同组成以色列
多层次导弹防御体系，分别应对短程、中程和远程导弹威胁。

以色列升级“铁穹”防御系统
可同时拦截无人机和短程导弹

美国国土安全部长亚历杭德罗·马约
卡斯16日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和墨西
哥边境非法移民数量达到20年来最高水
平，美方驱逐了大多数单身成年非法移民
和非法移民家庭，但不会驱逐无人陪伴的
非法移民儿童。

马约卡斯说，美国政府正在建设新的
非法移民儿童收容设施，与墨西哥合作助
其接收被美国驱逐的非法移民家庭，并针
对避难申请者制订方案。他说，拜登政府
的目标是建立“安全、合法、有序的移民体
系”，既要保障边境安全，又要依法解决非
法移民儿童困境，促使他们家庭团聚。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数据显示，今
年2月，美国执法人员在美墨边境逮捕或

驱逐了逾10万名非法移民，为2019年以
来单月最高。美媒16日报道说，目前在
美墨边境被拘留的非法移民儿童超过
4200人，其中近3000人被拘留时间已超
过72小时法定时限，两个数据均创历史
新高。

据报道，美墨边境非法移民主要来自
墨西哥及中美洲国家萨尔瓦多、危地马拉
和洪都拉斯。面对美墨边境再度涌起的
移民潮，美国共和党人指责拜登政府放松
移民政策，导致美墨边境“危机”；拜登政
府则将移民潮归因于非法移民来源地国
的“贫困、暴力和腐败”、新冠疫情冲击及
特朗普政府举措。

新华社华盛顿3月16日电

美墨边境出现20年来规模最大非法移民潮

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 伊朗国家媒体17日报道，伊朗民
众庆祝跳火节期间至少3人死亡，1030人受伤。

伊朗紧急情况部门主管皮尔侯赛因·库利万德告诉国家电
视台，庆祝活动自16日日落时分开始，持续至深夜，自制烟花和
炮仗造成伤亡，其中87名伤员断臂或丧失下肢。

伊朗是中东地区新冠疫情最严重国家之一。路透社说，不
少伊朗民众忽视政府关于限制聚集的疫情防控措施。伊朗法尔
斯通讯社报道，警方在首都德黑兰逮捕25人。

今年3月21日是伊朗重要传统节日诺鲁孜节、即伊朗新
年。跳火节在新年前最后一个周二夜间到周三凌晨举行，民众
通过跳过各种火堆的方式辞旧迎新。民众也会在跳火节活动中
燃放烟火和土制鞭炮，经常导致伤亡。

伊朗跳火节期间发生事故
至少3人死亡1030人受伤

据日本共同社16日报道，神奈川县
政府当天宣布，两名变异新冠病毒感染者
死亡。这是日本首次报告感染变异新冠
病毒死亡病例。此外，日本首相菅义伟当
天接种了新冠疫苗。

共同社报道说，这两名居住在神奈川
县的男性感染者是本月死亡的。他们都
没有去过国外，感染途径不明，目前尚不
清楚他们感染的是哪种变异新冠病毒。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日本已
有300多变异新冠病毒感染确诊病例，有
的感染了英国出现的变异新冠病毒，有的
感染了南非或巴西等国出现的变异新冠
病毒。

菅义伟16日接种了由美国辉瑞公司
与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联合研发的新冠
疫苗。据日本媒体报道，菅义伟计划4月
前往美国会见美国总统拜登，在赴美之前
菅义伟和随行人员将全部接种两剂新冠
疫苗。

日本2月17日启动新冠疫苗接种计
划，截至3月16日，日本共完成约36万剂
疫苗的接种工作。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日本16
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1134例，累计确诊
449739例；新增死亡病例57例，累计死亡
8689例。

新华社东京3月17日电

日本首次报告
感染变异新冠病毒死亡病例

智利总统皮涅拉16日宣布，智利大
约1900万人口中已有超过500万人接种
了至少一剂新冠疫苗。英国牛津大学等
机构开展的“用数据看世界”项目统计显
示，截至3月15日，智利每百人的新冠疫
苗接种量为36.59剂，居全球第四。智利
是如何做到快速推进新冠疫苗大规模接
种的？

首先，作为智利现阶段主要接种疫苗
的中国科兴疫苗今年一季度及时足量到位，
为智利顺利开展大规模接种提供了保障。

智利科技部长顾夫日前介绍说，吸引
疫苗生产企业在智利开展Ⅲ期临床试验，
是智利优先、充足获取疫苗的重要策略，
包括中国科兴疫苗、康希诺疫苗在内的多
款疫苗在智利开展了Ⅲ期临床试验。顾
夫还表示，智利有过多次参与这类临床试
验的经验，有一批高水平的免疫学家和流
行病学家为相关研究提供支持。

在智利主持科兴疫苗Ⅲ期临床试验
的智利免疫学与免疫治疗千年研究所所
长卡莱尔希斯说，他所在机构早在疫情暴
发前就同中国科兴公司建立了良好合作
关系，因此2020年年初双方就已开始探
讨疫苗合作。

智利卫生部长帕里斯告诉新华社记
者，智方对科兴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有
着很好的评估结果，这款疫苗可在2至8
摄氏度的条件下保存，方便分发运输。“我

们非常高兴、非常感谢能使用这款疫苗。”
今年1月下旬起，多批科兴疫苗陆续

运抵智利，助力智利于2月3日启动全国
新冠疫苗大规模接种。总统皮涅拉已于
日前接种了第二剂科兴疫苗。

智利早在疫情初期便积极关注相关
动态消息，制定了灵活、务实的疫苗获取
策略。智利外交部副部长亚涅斯日前在
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说，智利政府发动驻外
机构和人员积极在全球收集最新权威信
息，与有关机构保持密切沟通，参与世卫
组织主导的“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设
定多套疫苗获取备选方案，成功规避了部
分地区限制疫苗出口以及部分药企延迟
交货的风险，保障新冠疫苗大规模接种顺
利进行。目前智利已批准3款新冠疫苗
在该国紧急使用。

此外，智利坚实的基层医疗网络和民
众对疫苗接种的支持，也是该国顺利推进
疫苗大规模接种的关键因素。

智利多年来打造的公立医疗体系和
全国免疫计划在这次新冠疫苗接种中发
挥了巨大作用。此次智利在全国设立了
约1500个疫苗接种中心，疫苗的预订、分
发、接种以及统计数据上传等各环节高效
有序。智利民众接种疫苗的积极性也很
高，有利于疫苗接种顺利推进。

智利卫生部16日宣布，截至15日21
时，该国较前一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4591例，累计确诊900782例；新增死亡
病例17例，累计死亡21789例。智利政
府计划今年上半年完成1500万人的接种
目标。虽然现阶段智利日增确诊病例数仍

然较多，但该国政府预计，4月中旬以后，
随着完成两剂新冠疫苗接种的人群比例上
升，疫苗预防新冠的效果将逐步显现。

新华社圣地亚哥3月16日电

智利超500万人接种新冠疫苗
每百人的新冠疫苗接种量为36.59剂，居全球第四

3月12日，智利总统皮涅拉（右）在首都圣地亚哥一家医院接种第二剂中国科兴公
司研发的新冠疫苗。 新华社

2020年12月9日，在洪都拉斯北部城市圣佩德罗苏
拉，民众出发北上。 新华社

新华社新德里3月17日电 印度空军一架米格-21战斗机
17日在印度中部坠毁，导致一名飞行员丧生。

印度空军发表声明说，这架战斗机是从印度中部一个空军
基地起飞执行战斗训练任务时坠毁的。空军上校古普塔在这起
事故中身亡，印度空军对此表示深切哀悼。

目前，坠机原因尚不清楚，军方已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印度空军一架战机坠毁
导致一名飞行员丧生

3月16日深夜，伊朗民众在首都德黑兰街头庆祝“跳火
节”时跳过火堆。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