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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CO皮
a\b rstm昨日，
革 （厦门） 有限公司 （下 称
“ECCO厦门公司”） 裁断车间
正式投产，项目总投资3360万
元，
专用厂房7800多平方米。
“随着裁断车间的正式 投
产 ， 公 司 产 能 增 加 了 40%—
50%，我们的业务也将随之增
加，吸引更多一流品牌前来合
作 。 ”ECCO厦 门 公 司 总 裁

Wal
t
erPl
oem表示，将进一步
增资扩产，
为同安区经济和社会
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CCO厦门 公司 以 生 产 鞋
类和皮革制品为主，随着新产品
投入市场，
订单不断增加，因此，
ECCO集团于2018年投资建设
新的裁断车间。新厂房投用后，
ECCO集团将进行自动化设备
革新，
以确保皮革制造高质量及
生产效率持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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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财税变革 SaaS服务投资
峰会”在厦门启动，本次会议主
题是 “如何做到合理合法税收
筹划”。主办方德安信财税推出
了一款税收筹划工具——
—“网

税 -自由用工平台”。
“网税 -自由 用 工 平 台 ”
基于共享经济模式，以众包方式
连通需求方与灵活从业人员个
人，
为多行业及人力资源产业赋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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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m近日，
一批中粮集团
从立陶宛采购的小麦登陆厦门
海沧口岸，
货物总重 49.
96吨。
据介绍，这是两国签署《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与立陶
宛共和国农业部关于立陶宛小
麦输华植物检疫要求议定书》

以来，全国首批入境的立陶宛
小麦。
为保证该批货物顺利快速
通关，海沧海关落实总署《进口
立陶宛小麦植物检疫要求》实
施查验，严防疫情传入，多措并
举筑牢进口粮食安全防线。
:$'&&%(=

据国泰君安去年2月发布的
报告，
富贵鸟及其子公司存在大额
违规对外担保事项，
至少有49亿元
资产很可能无法收回。今年8月26
日的公告显示，富贵鸟目前债权
总额30.
82亿元，
债权人349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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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获悉，
继第一次拍卖流拍
之后，富贵鸟再次对其应收预付
类债权、长期股权投资、存货、固
定资产和无形资产进行拍卖，此
次拍卖将于10月17日10时至18日
10时进行，起拍价为2.
27亿元，
保
证金为4500万元。相比第一次拍
卖，
富贵鸟此次起拍价打了八折。
此外，根据石狮市企业金融
风险处置办公室出具的 《关于鼓
励富贵鸟股份破产财产买受人在

!

2013年在香港上市，当年富贵鸟
营业额为近30亿元。
10月8日，被取消上市地位、
2013年，富贵鸟成功登陆港
破产的富贵鸟第一次拍卖无人问
股，
这是该公司最巅峰的时刻。然
津，
已经宣告流拍。此次富贵鸟拍
而，上市后，富贵鸟的业绩却开始
卖的破产财产包括应收预付类债
走下坡路，
主营业务不振。富贵鸟
权、存货、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
又准备通过多元化投资来获取高
产和无形资产5项财产，起拍价为
收益，盲目进军金融领域，投资
2.
84亿元人民币。
P2P及小额贷款公司，没想到却走
记者获悉，这些破产财产将
入更尴尬的局面。
以2.
27亿元重新上拍，开拍时间
自2016年9月1日起，富贵鸟
为10月17日10时。
股票停牌。今年8月26日，富贵鸟
的上市地位被取消。今年8月23
NOPQRSTU
日，
法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富贵鸟由林和平创立，正式
业破产法》第八十八条之规定，裁
成立于1991年，自1995年开始生
定驳回富贵鸟股份有限公司管理
产男鞋，
1998年—2012年获 “首
人关于批准重整计划草案的申
届中国鞋王”“中国真皮鞋王” 请，并终止富贵鸟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驰名商标” 等众多荣誉。 重整程序，
宣告该公司破产。

本地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扶持措
施的通知》，
为了接盘者可以继续
留在石狮并纳税，石狮市给予接
盘者三大扶持政策：即按新公司
三年内实际年纳税额的35%予以
奖励；协调石狮市狮城融资担保
公司名下 （原富贵鸟股份抵债设
备） 生产设备中的部分设备免租
提供其使用三年；协调福建石狮

园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名下位于
原富贵鸟股份的办公区，及其后
的两栋厂房和仓库免租提供其使
用三年。
虽然有扶持政策加持，但业
内对于富贵鸟的未来并不看好。
业内人士表示，富贵鸟负债累累，
已经没有实际价值，很可能遭遇
第二次流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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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周年，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结
合“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安排，10月 9日，厦门平安产
险党委组织全体党员、中层干部
等员工，集体观看国庆 献礼 片
《我和我的祖国》。重温历史，
坚
守初心，
激励党员职工守初心、
担
使命，
将爱国情、
报国志融入社会
主义伟大的奋斗事业和公司 发
展中。
人民有信仰，
国家有力量，
民

族有希望。电影《我和我的祖国》
通过 《前夜》《相遇》《夺 冠》
《回 归》《北 京 你 好 》《白 昼 流
星》《护航》7个故事，将历史的
辉煌瞬间定格为全民记忆，在光
影中展现中国智慧、
中国精神，深
深触动了现场观影者。厦门平安
产险相关负责人表示，每个人都
是新时代的建设者，每个国人都
与祖国紧密相连，我们必将延续
这份神圣的信仰，
立足当下、面向
未来，
与祖国同命运、
共成长。
观影结束后，现场员工纷纷

表达了对 祖国 母 亲最 诚挚 的 祝
福。一位厦门平安产险的党员职
工表示：
“生于这个时代、生活在
和平年代是幸运的，感谢祖国母
亲的强大，为我们带来的和平生
活和实现梦想和价值的机会。我
们应当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回
报祖国，而尽心做好自己的本职
工作，就是表达爱国主义最好的
方式。只要每一个人做好自己的
本职工作，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
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就会让我
们的国家更加繁荣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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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金融生活消费节于 10月 8
日完美收官。根据中国平安官方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10月 8日，
“平安 920”金融生活消费节累
计实现成交金额超过 2.
15万亿
元，同比提升超过 50%；活动累
计参与人次超过 4700万人次，
与 “108财神节” 活动期间相
比，日均客户参与量提升了 70%
以上。
据了解，
“平安 920”金融生
活消费节是中国平安举 AI科技
之力，集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
设置了“AI健康、
AI出游、
AI理
财、
AI国潮” 四大主题版块，聚

焦客户在“医食住行玩”等生活
场景中的金融及生活需求，为广
大客户打造一场盛大的金融消费
狂欢节。
在“平安 920”活动期间，中
国平安旗下上百款金融及生活服
务产品集中亮相，受到广大消费
者的追捧。银行理财类产品位居
“平安 920”活动成交额榜首，仅
在 9月 20日当天平安银行理财
日添利产品单日销售额突破 67
亿元，平安财富天天成长系列产
品销售额超过 55亿元。其次，
基
金、
证券、
保险等传统金融产品仍
位居成交额排行榜前列。“平安
行”境内一年期出行险更是在 9
月 20日当天成为最受欢迎的保
险产品，
购买人次超过 53万。此
外，平安 E生保、平安福、安心百
分百等寿险、健康险主力产品也
广受消费者欢迎。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平安一

直积极探索综合金融服务创新，
通过“一个账户、多个产品、一站
式综合金融服务”，探索配置保
险、理财、贷款、医疗等金融生活
产品组合，
透过不同生活场景，不
断满足客户场景式多样化需求，
取得积极的效果。目前，
平安的客
户交叉销售渗透率不断提高，持
有 2个以上不同产品的客户数量
和占比 进一 步 提升 ，其中 拥 有
2-8个产品合同的客户数量已经
超过 6900万人，凸显客户对平
安综合金融业务模式的认同度在
逐步提升。
中国平安表示，未来将进一
步集中平安综合金融优势，借助
AI科技的力量，从满足不同客群
多样化的需求角度出发，推出更
多优惠的金融及生活产品，为广
大消费者带来更加便捷、丰富的
综合金融消费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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