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01 23)456

!"#$%&'()*+,-./01234$5678%9:;3

!!" #$%&'(!")*+,
=>G OIJ KLM PQ
贷在内的贷款手续，且最快 15
R SGT UV 4WW XYZ融
分钟即可到账。
资难、融资慢是很多成长型小微
“以前去银行贷款要提交一
企业遇到的难题。晨报记者昨日
大堆材料，贷款半个月还下不来，
获悉，厦门市税务局联手腾讯、 现在只要点开手机，刷刷脸，输入
微众银行在全国率先试点微信
企业和账户信息后，贷款就到账
端的全线上税银平台服务已正
了，
和网购一样方便。”首批通过
式上线。这意味着，小微企业的
该平台获得贷款的厦门飞扬印象
法定代表人无需提供任何纸质
广告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施亚娜
证 明，只 须 微 信 刷 脸 ，即 可 在 线
说。
上全程办理包括申请、审批、放
据悉，从 2015年起，税务部

门联合人民银行厦门市中心支行
和厦门市银保监局，共同深化税
银数据共享，仅 2018年为 5963
户小微企业提供税银贷款 18.
28
亿元。为了给企业提供更快捷、
体
验度更好的贷款服务，厦门市税
务局和腾讯、微众银行合作，利用
大数据和“互联网 +”打造银税
互动服务平台，为小微企业融资
提供更便捷的融资体验和纳税信
用融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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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凡在厦成立两年以上
的企业，只要纳税信用优良，企业
法定代表人均可通过本人微信申
请该信用贷款。企业法定代表人
关注 “厦门税务”、
“厦门税务微
服务”或“腾讯税银服务”微信公
众号，填写企业和账户信息后，最
快 15分钟即可放款到申请者填
写的对公账户，可随时借、随时
还，按日计算利息，使用更加灵
活 ，满 足 小 微 企 业“ 短 、小 、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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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生态大会日前在深圳举行，
福建、广东等地跨境电商协会代
表出席了会议。大会上，
连连支付
母公司连连数字推出了全球首个
跨境电商服务在线交易平台
Li
anLi
anLi
nk，连连支付阐述了
2019年跨境业务发展战略，并发
布了一系列创新产品。
易观调研数据显示，连连支
付、
Payoneer
、
PayPal等 凭 借 良
好的用户体验和渠道优势，获得
超过 50%的卖家青睐。其中，连
连支付品牌 影响 力 覆盖 率达 到
54.
24%，在国内外众多跨境收款
产品中居于首位。
伴随着中国跨境电商行业走
向成熟，连连的支付业务规模不
断壮大。连连支付 CEO潘国栋
在大会上透露，截至 2018年底，
连连支付历史累计交易金额超过
2.
79万亿元，累计交易笔数超过
9.
26亿笔、服务用户数达 3.
69亿
人。在跨境支付领域，
连连累计服
务跨境电商卖家超过 39万，
累计

跨境交易金额超过 930亿元。
目前，
连连支付获得了美国、
英国等地支付牌照，并在欧洲、北
美、
南美、
东南亚等地设立公司并
申请当地金融牌照。
去年 9月 13日，
连连在商户
开放日上首次对外宣布了“330
计划”，在未来 3年将投入 30亿
元，扶持 100万跨境电商卖家，
构建全球性跨境电商服务平台。
本次大会上，全球首个跨境电商
服 务 在 线 交 易 平 台 Li
anLi
an

Li
nk重磅上线，是连连“330计
划”落地的第一个大动作。
据介绍，
Li
anLi
anLi
nk目前
综合了卖家平台、
服务商平台、开
发者平台和供应商平台，通过聚
合开店、
选品、
营销、物流、金融等
全品类服务商，为跨境电商卖家
提供一 站式 全 链路 服务 。随 着
Li
anLi
anLi
nk的上线，
全国数百
万跨境电商卖家只需要登录新平
台，
即可一站触达海量服务商、供
应商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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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
健康时报社联合主办的第
十一届健康中国 （2018年度）论
坛颁奖仪式上，
全球医疗保健公司
雅培以“不扎针也能测血糖”而斩
获两项殊荣，
跻身“健康中国的十
大医疗器械”称号 。
雅培动态葡萄糖监测系统于
2017年 5月在中国上市。该系统
实时监测血糖水平，持续监测时
间可长达 14天，它全天 24小时
监测，
实现连续 90天记录葡萄糖

图谱。目前，
在全球 44个国家拥
有约 100余万名固定用户。
雅培在关爱患者方面也做出
了积极努力。在颁奖典礼上，
雅培
和国内的优秀心血管医生联手推
出的“师说心语”项目荣获“年

急”的资金需要。
国内首家互联网银行微众银
行为该平台提供信贷产品支持，
试 点 期 间 贷 款 额 度 最 高 30万
元，后续将提额至最高支持 300
万元。据悉，下一步厦门市税务
局还将引入更多合作银行，通过
提供更多样、更个性化的信用贷
款产品，解决小微民营企业融资
难题。
9$:::"!$

度医患教育创新项目”。
“师说心
语”是中国心血管病领域创新的
医学人文脱口秀，联动了 2位院
士、
33位行业内顶级专家，开展
4场演讲，推出心血管健康科普
系列报道，
累积了超千万阅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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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托，定于 2019年 1月 18日 10：30在仙岳路 860号台商会馆 6
层 D单元公开拍卖以下租赁权房产!"#$%&'()*)'+ ! ,./0 本项目规划主要为停车场配套服务（适合汽车展示销售），建筑面
积 1000m2，起拍价 45元 /
m2/月，拍卖保证金 32万元。详见本项目《招
租须知》。123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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