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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快报携手淘宝拜年送红包
撒钱啦，
赶快输入密令“东南快报”
每天一个亿等你来！
东快讯（记者 齐榕）新春乐
淘淘，天天迎红包。再过两天，就
是除夕夜啦！过大年，东南快报
给读者和网友们拜年了，在新春
来临之际，东南快报联合淘宝拜
年送红包，单个现金红包最高价
值 2018 元哦！每天 1 个亿，春晚
6 个亿。撒钱啦，
赶快来！
想知道如何获得红包吗？一
定 要 记 住 我 们 的 芝 麻 开 门“ 密
令”。密令是啥？很简单——
“东
南快报”
。
怎么获取？很简单，2 月 11

日－2 月 15 日期间，直接打开淘
宝 APP，输入“东南快报”四个字，
东南快报就会在淘宝上向您拜大
年。试一试，会直接跳出，
“ 东南
快报祝你新春快乐！”然后找小伙
伴们开红包吧！每位网友每天可
获得 3 个待开红包，分享者和被
邀请者都有机会获得现金红包，
单 个 现 金 红 包 最 高 价 值 2018
元。获取的红包可直接在购物时
抵扣现金。
华丽丽的红包总动员，赶快
来抢吧!

春节玩转晋安 寿山文化成亮点

今年春节旅游高峰出现在大年初二到初四

三坊七巷景区进入春节热门景区排行榜
东快讯（记者 江娟珺）随着
年进入了春节热门景区的排行
春节临近，
全国景区订票高峰也到
榜，可以预见的是，福州在今年春
来，
今年春节国内旅游市场预计将
节将接待一大波游客。
接待 3.85 亿人次。日前，
国内线上
昨日采访中，业内人士介绍，
旅行商根据景区门票和国内游产品 “2 月 12 日上海迪士尼乐园门票
预订数据，
发布《技术改变春节——
提前售罄，现场售票亭停止销售
春节景区出行预测报告与避堵指
所有门票类产品。13、14 日以及
南》，包 括“ 春 节 国 内 热 门 景 区
春节前几天也出现了预订紧张情
TOP15”
“ 境外热门景区 TOP15”
况。”随着春节的临近，各个景区
“国内十大人气免费景区”
等。
都开始
“热”
起来。
随着手机端订票的普及，今
相关数据预测，今年春节黄
年也将是“便利度最高”的春节，
金周的迪士尼入园高峰将出现在
预计超过九成的在线消费者会用
2 月 17 日、18 日、19 日（年初二、
初
手机 APP 订票，而值得关注的是，
三、初四），预计入园人数将比春
福州的三坊七巷景区也首次在今
节 平 均 值 增 长 50%-100% 。 届

时，高峰时间段将出现人流密集
的情况，甚至可能会超过预警的
大客流，
现场关闭售票。
专家建议，鉴于过年期间出
游的人数较多，提前购票并实时
留意景区最新通告十分有必要。
此外，根据景区在线搜索人
气、相关度假线路预订情况，
“境内
十大人气免费景区”分别为：浙江
杭州西湖、上海外滩、北京什刹海、
南京中山陵、湖南凤凰古城、云南
大理古城、湖北宜昌三峡大坝、湖
南长沙橘子洲景区、福建福州三坊
七巷景区、海南三亚亚龙湾。其中
福州的三坊七巷首次上榜。

春节到三坊七巷闹新春
寿山石古矿洞景区

东快讯（记者 齐榕 文/图）
这个春节，如何玩转晋安？寿山
文化旅游成为一大亮点。
据了解，晋安的旅游资源丰
富，市区有金鸡山公园、森林公园
和几大新开的公园，远一些则有
鼓山鼓岭、森林公园、北峰山区
……在今年的晋安春节游中，寿
山文化成为一大亮点。
例如春节踏青，可以选晋安
的前洋村、林阳寺，体验乡村生
活、感受大自然。除了林阳寺的
梅花声名在外，龙晶葡萄园、前洋
村可禾自然村的草莓也正值采摘
季，游客可以参观体验。2 月 16

日-3 月 4 日，中国寿山旅游度假
区将举办 2018 福州首届宫灯文
化节。宫灯文化节的亮点活动
有：点灯祈福，寻缘水观音，逛畲
家特色年货节。宫灯节活动中，
游客能在皇帝洞的自然景区里观
光赏灯并寻找天然形成的净水观
音，在新年中寻求好兆头。活动
的每一部分都独具特色，让人们
在赏山水风景与体验民俗风情中
度过新春佳节。同时，寿山石古
矿洞景区也将成为游客新春祈福
的一个好去处。据了解，寿山石
古矿洞景区是古代人挖掘寿山石
所留下的矿洞。

东快讯（记者 江娟珺）春节
南后街、光禄吟台将举行祈福仪
如果没有出远门，
不妨到福州三坊
式、民俗体验等项目；
大年初四，
该
七巷感受一番春节的热闹氛围吧。
景区将用鸣锣开市的仪式正式开
记者昨日从三坊七巷公司获悉，
春
启三坊七巷这座古老街区戊戌年
节期间，三坊七巷景区将分别以
的繁华街市，
并为每一个参加开市
“民俗、
非遗、
文创、音乐”
为四大主
仪式的商家代表送上新年祝福。
题，推出一个新春民俗文化节，届
2 月 20 日 10：00（正 月 初
时将有六场文化展览、一组非遗手
五），在南后街、光禄吟台、天后
作体验、四组音乐专场系列表演，
宫，
现场亲手教游客自制财运符。
福州民俗文创品“快闪体验馆”也
春节期间，
“ 坊巷匠心”非遗
将在春节正式亮相。
文化系列展览也将陆续登场，其
“最福州 醉新春”2018 福州
中包括寿山石雕（玉雕）精品展、
春季坊巷文化节即日起至 3 月 14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桂峰村）”手
日在三坊七巷景区举行。据了
绘艺术展、
“新时代 新征程 新福
州”造物漆空间艺术品展、
“ 古吴
解，2 月 8 日—13 日、2 月 21 日—
27 日，福州闽都文化代表“福州十
神韵”镇江出土吴国青铜器精品
展、
“ 八闽过大节”那兴海摄影作
邑”，各地代表民俗特色队伍团队
在南后街分时段表演。届时，如
品展、
“春联进万家 万家挂春联”
楹联展等。同时，在福来茶馆将
长乐琴江台阁、福清海族舞蹈、连
举办评话、伬艺展演；寿山石雕百
江拉线狮等特色民俗连番表演，
充分营造街区过年节庆氛围。
宴轩将开展青少年互动体验活
动；咏春拳示范基地将开展项目
正月初一，一元复始万象更
展示宣传体验活动。
新。2 月 16 日 10：
00（正月初一），

气温升升升 春节暖和

今年春节 福州马尾两大活动等你来
东快讯（记者 齐榕 通讯员
许琳晶 林颖）记者昨日从福州市
马尾区获悉，今年春节，马尾区有
两大活动等着游客。
据介绍，福州船政格致园将
从正月初三至初八(2 月 18 日-23
日)，陆续推出非遗木偶戏、传统民
间手艺品和亲子探宝趣味跨新年
活动。同时，在 2 月 16 日-21 日，
船政格致园执行节假日门票优惠
措施。船政格致园原价 50 元联票
（含船政衙门门票+船政时空隧道
门票）执行 8 折优惠。所有持学生
证的学生游客可享门票半价优
惠。1.2 米以下的儿童免票。船政
格致园内仅船政衙门及船政时空
隧道需要购买门票，园区其他区
域都可以免费游园。另外，船政

格致园 2 月 15 日（除夕）闭园，
2月
16 日起按正常时间开园。
同时，
2 月 26 日至 3 月 2 日（正
月十一至十五）期间，马尾将举办
为期 5 天的
“一碗福州 舌尖马尾”
新春美食嘉年华。嘉年华将设置
闽台与中华美食两大系列，
市民可
在现场品尝到来自两大菜系的精
致美食。届时，八闽的木金包子、
葱油饼、福鼎肉片、时来运转、永
泰蛋燕、莆田炝肉、闽南沙茶鱿
鱼、面线糊，还有内蒙古烤肉、章
鱼小丸子、重庆酸辣粉、酱汁豆
腐 、大 连 铁 板 烧 等 都 将 一 一 亮
相。屏东椰奶、阿呆芋圆、炭烤大
鱿鱼、台北一口肠、大肠包小肠等
这些台湾小吃也将跨过海峡让市
民一饱口福。

当然了，
爱好音乐戏曲的游客
也不要错过春节期间在三坊七巷
陆续登场的坊巷新年音乐汇，
其中
包括 2 月 17 日 10：00（正月初二）
举行的“童声贺新年”——福州语
歌曲音乐会、2 月 18 日 10：00（正
月初三）举行的禅和乐专场音乐
会；春节期间，福州闽剧传承发展
中心、福州市曲艺团等单位将在水
榭戏台内开展闽剧折子戏、伬唱表
演等福州传统文化特色戏曲专场
演出，深深庭院内坐听名曲，既满
足了福州市民观看原汁原味乡土
文化的需求，
也能对省外游客加强
福州民俗特色的宣传影响，
丰富坊
巷内人气；
“ 坊 巷 新 韵 ” LIVE
HOUSE 将于 3 月份陆续举行，3
月 3 日、4 日、9 日、16 日分别邀请
SHUHARI、迷叶乐队、痛仰乐队、
落日飞车乐队等极具号召力、感染
力的乐队，融合了金属、硬摇滚及
一些中国民间音乐元素，
为观众带
来不一样的听觉享受。

福州市区明天最高温 21℃

东快讯（记者 杨玉娟）全新的
一周在阳光中开场，
更重要的是本
周将要迎来新春佳节。最近天气非
常贴心，
对于返乡的朋友来说应该
是个不错的消息。再过两天就是大
年三十了，
气温将非常暖和，
我们将
度过一个暖和贴心的春节。
但眼下，
还有一波冷空气要来
搅局，
受冷空气影响，
福州气温继续
下降，
福州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霜冻
蓝色预警信号：12 日夜里到 13 日
早晨过程极端最低气温内陆和沿海
北部 1℃～3℃，有霜或霜冻；其余
地区 4℃～6℃，部分有霜或霜冻；
高海拔山区-3℃～0℃，有结冰。

保暖的措施还是不可以松懈的。
但升温已是大势所趋，福州
市区明天最高气温将升至 21℃，
除夕当天更是达 23℃之高。至于
能不能穿短袖，这还得因人而异，
建议您穿得轻薄透气一些，根据
气温的变化适当增减衣物。
全省方面，今明两天，全省多
云到晴。今天夜晨气温较低：南
平、宁德西部、三明西部、龙岩西
北 部 的 城 区 最 低 气 温 -4℃ ～
0℃ ，中 南 部 沿 海 县 市 最 低 气 温
4℃ ～9℃ ，其 余 地 区 1℃ ～4℃ 。
13 日～14 日早晨南平、三明、龙
岩和漳州沿海有雾或轻雾。14 日

白天起，各地气温明显回升。15
日夜里，全省多云到阴，西北部地
区有小雨。

市区气象信息

今天
福州
厦门

多云
多云

福州
厦门

多云到阴
多云

明天
后天
福州
厦门

5℃～17℃
8℃～17℃
6℃～21℃
12℃～19℃

多云
10℃～23℃
多云
13℃～22℃
据福州气象台、
厦门气象台

福建省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尤群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法规以及财政部、
银监会有关规定，
2018年2月8日，
福建省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尤群签署了《债权转让协议》(编号：
MTZG0420180005)，
福建省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下列清单中所列的债权，
已依法转让给尤群，
该等债权对应的包括但不限于借款合同、
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
权利以及由此派生或与此相关的其他权利或权益均已依法转让给尤群。福建省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包括但不限于与该等债权有关的借款人、
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以及其他还款义务人等其他相关各方该等债权转让的事实。
尤群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
现公告要求下列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以及其他还款义务人，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尤群履行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文件约定的所有义务（若借款人、
担保人、
其他还款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
改制、
歇业、
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
请相关承债主体、
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尤群
特此公告。
福建省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清单 基准日：
2017 年 8 月 10 日 单位：
人民币元
日期：
2018年2月13日
序号
1
2

3

4

5
6

贷款银行
借款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福鼎市桐山月容服装店
限公司福鼎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福建省鑫海电机有限公司
限公司福安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福安市星祥工贸有限公司
限公司福安甘棠支行

借款合同编号

4,470,000.00

0140700003-2016 年(福安)字 00055 号
0140700003-2016 年(福安)字 00198 号

1,500,000.00

39,219.96

4,495,000.00

103,393.04

2012 年福安（抵）字 0090 号及《补充协议》2016（展期）003 号、
2016 年
福安（保）字 00055-1 号、
0140700003-2016 年福安（保）字 0022 号、
0140700003-2016 年福安（保）字 0022-1 号、
0140700003-2016 年
福安（保）字 0022-2 号、
0140700003-2016 年福安（保）字 0023 号、

1,700,000.00
4,000,0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福安市日强贸易有限公司 2014 年（东凤）字 0099 号
限公司福安东凤支行
合
计

担保合同编号
2015 年福鼎(抵)字 0177 号 2016 年福鼎个人（保）字 0077 号

2014 年(甘棠)字 0028 号

2013 年(东凤)字 0006 号
2013 年(东凤)字 0259 号
2013 年(东凤)字 0273 号

担保人名称

97,912.48 黄瑞振、
陈月容

2014 年(甘棠)字 0021 号

2015 年(福安)字 0250 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福安市强力电机有限公司 2015 年(福安)字 00309 号
限公司福安支行
2016 年(福安)字 00031 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福建圣丰电机有限公司
限公司福安东凤支行

截至基准日本金余额 截至基准日利息余额

0140700004-2016 年(福鼎)字 0303 号

1,138,464.56
2,794,077.57
1,440,000.00
2,599,787.78
1,899,980.24
800,000.00
1,900,000.00
28,737,310.15

福安市吉昌工贸有限公司、
福建省恒实担保股
份有限公司、
陈梦铃、
阮夏莉、
叶珍、
刘朝庆

福安市晶硕兴业工
529,715.67 福安市天华物资有限公司、
2013 年甘棠（抵）字 0018 号、
2014 年甘棠（保）字 0015 号（福安市天华
贸有限公司、
福建省恒实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林
物资有限公司）、
2014 年甘棠（保）字 0015 号（福安市晶硕兴业工贸有
华、
郭艳贞、
周晓阳、
陈招光、
罗锦春、
高朝霞、
方
限公司）、
个人担保函
1,456,731.52 春容、
冯志海、
郑毓峰、
郑幼琼、
缪少勇、
陈巧儿
0140700003-2014年福安
（抵）
字0086号、
2015年福安
（抵）
字0026号、
60,253.97 福建捷光电机有限公司、
上海一捷电机有限公
20150250-1号保证合同、
20150250-2号保证合同、
2015年福安
（保）
字
司、
杨江义、
陈芳、
翁伏宝、
翁长树、
缪水旺；
杨江
141,425.44
0121号、
2015年福安
（保）
字0121-1号
（杨江义、
陈芳）
、
2015年福安
（保）
字
义、
陈芳、
林石泉、
操惠芳、
余春林、
谢慧霞、
赖奶
0121-1号
（上海一捷电机有限公司）
、
20150121号保证合同、
20150121-1
范丽容
62,183.23 梅、
号保证合同、
20150121-2号保证合同、
2016年福安
（保）
字0031-1号
1,257,359.91 福安市源凯贸易有限公司、
张细英、
张绍光、
张
2013 年东凤（保）字 0006 号、
2013 年东凤（保）字 0258 号、
2013 年东凤
739,591.78 月平、
张铃容、
郑锐其、
福建泽众工贸有限公司、
（抵）字 0087 号、
个人担保函
林颖
357,324.60 张琳、
661,191.06 谢仰建、
黄碧容、
谢少冰

14077027-2014 年东凤（抵）字 0027 号、
个人担保函

5,506,302.66

注：
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7年8月10日（基准日）的贷款本金及利息余额，
债务人和担保人及其他还款义务人应支付给尤群的复利、
罚息以及其他相关费用按借款合同、
担保合同及相关法律文件的约定计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