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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现代代新新能能源源汽汽车车将将在在烟烟台台设设计计
投资2 . 9亿美元的全球新能源汽车研发中心明年建成

本报4月14日讯(记者 王
晏坤 通讯员 马双军 金
颖 ) 走在烟台开发区长江路
西首，可以看到韩国现代汽车
集团投资建设的全球新能源汽
车研发中心正在如火如荼的建
设。按照工程进度，研发中心将
于2015年建成。

据烟台开发区管委工作人
员介绍，目前，全球新能源汽车
研发中心项目的土地平整基本
完成，已开工的5栋建筑单体
中，3栋单体钢结构安装完成
75%，两栋单体基础施工已完
成，正在进行钢结构安装，测试

跑 道 工 程 已 完 成 基 础 施 工
75%。

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2 . 9

亿美元，由韩国现代汽车集团
投资建设，将建成为一个该集
团面向全球的新能源汽车研发
中心。除设计、研发外，还将具
备综合实验、电动车材料和环
境测试等功能。明年全部建成
后，常态研发和管理人员在
2000名以上，主要对电机、电池
和电控装置等新能源汽车的三
大核心部件进行研发和整车设
计，研发、测试，年营业额约1亿
美元。

据介绍，现代汽车目前在
全球共设有5个独立的研发中
心，分别位于韩国、德国、美国、
印度和日本，除韩国研发总部
以外，其他4个研发中心均为区
域性研发中心。

此次在烟台开发区建设的
现代汽车中国研发中心项目是
现代汽车集团除韩国研发总部
之外，唯一一个面向全球的新
能源汽车研发中心，也是现代
汽车在中国设立的第一个独立
研发中心。

“现代汽车进区投资，一
个重要因素是看中了烟台的

汽车产业环境。”烟台开发区
管委投资促进局工作人员介
绍说。

据介绍，目前已有73家世
界500强项目进区投资，主要分
布在汽车、电脑、手机、船舶、
新材料、装备制造、服务业等
领域。以这些企业为龙头，吸
纳了一大批上下游企业配套
跟进，由此构成了极富活力和
竞争力的产业。大到发动机、
变速箱、车用空调器，小到模
具、冲压件、铝构件等汽车零
部件项目已在烟台开发区星
罗棋布。

作家杨红樱

将来烟签售

本报4月14日讯(记者 刘高)

“中国童书皇后”、国内最具影
响力的儿童文学作家杨红樱将于
本周六在新华书店南大街购书中
心举办以“阅读点亮童心，爱心温
暖童年”为主题的杨红樱烟台读
者见面签售会。

杨红樱是中国新世纪最具影
响力的儿童文学作家，曾做过小
学老师、童书编辑。19岁开始发表
儿童文学作品，现已出版童话、儿
童小说、散文80余种，已成为畅销
图书品牌的有“杨红樱童话系
列”、“杨红樱校园小说系列”、“淘
气包马小跳系列”、“笑猫日记系
列”、“杨红樱画本系列”，总销量
超过6000万册，创造了原创童书的
销售奇迹和中国儿童的阅读神
话，被誉为“中国童书皇后”。作品
被翻译成英、法、德、韩、越等多语
种在全球出版发行。

杨红樱见面签售会活动时间
为19日上午8:30-11:30。

本报4月14日讯(记者 刘清
源 通讯员 杜成 龙于波) 近
日，“烟台市县域流动科技馆巡展
长岛县启动仪式”在长岛县第一
实验中学举行。此次巡展以“体验
科学”为主题，活动时间将持续到7

月。
长岛县作为全省唯一的海岛

县，由于受交通、地域等客观因素
制约，现有的社会科普资源、科普
基础设施很难满足当地群众特别
是广大青少年的科普需求，“流动
科技馆”首次走进长岛，对满足当
地群众科普需求，促进青少年健
康成长均具有积极意义。

此次活动将从4月巡展至7月，
长岛5000余名中小学生及社会各
界群众将有机会亲自体验现代科
技的魅力。

“流动科技馆”

走进长岛

本报4月14日讯(记者 王
永军 通讯员 姜元武 ) 记
者从烟台海关了解到，2014年
一季度烟台市进出口695 . 1亿
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
17 . 7%，增长幅度接近两成。累
计实现贸易顺差84 . 4亿元，同
比下降15 . 9%。

据烟台海关统计，2014年
一季度烟台市进出口695 . 1亿

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
17 . 7%。其中，出口389 . 7亿元人
民币，增长12 . 8%；进口305 . 4亿
元人民币，增长24 . 6%。累计实
现贸易顺差84 . 4亿元，同比下
降15 . 9%。

今年一季度贸易顺差持续
缩减。2013年年底，烟台市进出
口值均处于较高水平，且贸易
顺差不断拉大，2013年10月份

达到120 . 4亿元，为当年最高水
平。进入2014年以来，出口值变
动较大，而进口值相对稳定，贸
易顺差不断缩减，1月份顺差为
60 . 2亿元，而至3月仅为12 . 8亿
元，累计顺差84 . 4亿元，仅与
2014年12月单月86 . 9亿元水平
相当。

一季度烟台对韩贸易总额
142 . 1亿元，占一季度烟台市进

出口外贸总值20 . 4%，韩国成为
最大贸易伙伴和进口来源地，
自美国、东盟进口快速增长。位
居烟台市出口市场前三位的是
美国、欧盟和日本。

数据显示，集成电路、粮
食、铜矿砂及其精矿对进口有
较大拉动作用，自动数据处理
设备及其部件、船舶、肥料对出
口拉动作用也比较显著。

一一季季度度进进出出口口同同比比增增长长近近两两成成
贸易顺差同比下降一成多

为为保保持持身身材材，，喝喝水水当当饭饭吃吃
深度调查烟台车模，光鲜背后辛酸谁人知？

本报记者 王永军

2014年烟台春季车展已
经落下帷幕，展会上光鲜靓
丽的车模也回归到正常生活
中。对于这些模特的生存现
状，不少市民都很好奇。14
日，记者对此进行了探访，烟
台专业模特很少，市场也是
良莠不齐，业内人士期待专
业协会成立，规范行业发展。
模特光鲜外表的背后是自己
的坚持和付出，而收入并没
有外人预期的那么高，吃的
也主要是青春饭，面临转型
问题。

针对烟台模特市场，孙小燕
说，现在市场还是有点乱，很多女
孩只要是身材高挑，长相也不错，
化化妆就去做模特了，可能缺乏模
特的基本功，造成市场上模特也是
良莠不齐。

“还是期待成立专业的模特协
会。”孙小燕说，在外地很多都有自
己的模特协会，可以很好地促进行
业间的交流，让模特市场发展得更
完善，目前烟台地区还没有这样的
专业模特协会。

此外，孙小燕说，模特最好还
是加入专业的经纪公司，可以更好
地发展模特事业。据她介绍，目前
烟台市场上这样的公司数量非常
少，很多模特都是通过介绍自己接
活，也容易造成市场混乱。

“应该打造属于烟台模特特有
的文化。”鲁东大学博士邓兆武介
绍，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历史，模
特产业也是城市文化的代表，如果
有一批有影响力的模特，也可以无
形中宣传烟台这座城市。

邓兆武说，要想实现这个目
标，需要发展到一定程度。当前，一
些模特的做法也可能引起市民争
议，感觉还是应该在大家的接受范
围内，发展这项事业。

期待规范市场

成立专业协会

“模特行业期待”

现状：

专业模特少

市场不完善

“烟台模特市场发展得还
不是很完善。”14日上午，在鲁
东大学东门附近，在模特行业
发展多年的孙小燕介绍。她现
在主要有两个身份，烟台艺星
模特艺术培训学校校长和烟
台艺星模特经纪有限公司总
经理。

现年33岁的孙小燕从十几
岁时就开始接触模特，后来又
去北京发展模特事业，2000年
之后回到烟台从事模特培训
工作，一直到2010年创办了自
己的模特艺术培训学校，一直
在和模特打交道。

孙小燕告诉记者，据她估
计，现在烟台模特从业人员有
600人左右，其中只有几十人是
专业模特，剩下的主要做兼职
模特。在这些人当中，还有很
多没有经过正规培训，就是她
们俗称的“野模”。

孙小燕说，烟台模特产业
发展的并不是很好。与一些大
城市相比，烟台模特市场缺少

相关的产业链。“烟台模特干
的主要是开业典礼、会务礼
仪、展会模特，还有一些时装
走秀等，还有一些婚纱拍摄
等，相对比较局限。”孙小燕告
诉记者。

在北上广等大城市，时装
品牌的发布会、皮草等展示会，
还有电子商务平台上商品的推
介，都需要模特参与其中，模特
市场有很大的需求空间。

辛酸：

有时候一个月

都可能不开张

常晓雨在模特行业已经7

年多时间了，她之所以做模
特，主要出于自己喜欢，另外
感觉模特工作时间相对自由，
就一直干这行。

2007年，还在济南读大二
的她开始走上了模特之路。当
时在烟台做一天模特，收入还
不到100元钱。“做模特收入不
固定。”常晓雨说，有的时候一
个月可能就挣1000块钱，也可
能一个月就五六千元，主要还
是看接活情况而定。

常晓雨介绍，做模特也分

淡旺季。比如说二三月份活动
就不是很多，收入跟着也要打
折。春季车展过后，感觉活动会
慢慢多起来，收入还能增加点。

高玥是从艺星模特培训
学校走出来的培训学员，目前
穿梭在烟台和北京两地从事
模特行业，作为一个入行不到2

年的模特来说，她发展得还不
错，现在主要是做专职模特。

“当时一个月都没接到一
场活动。”高玥说，2013年8月份，
她开始去北京发展，当时人生
地不熟，一个月就没接到活动，
没挣到一分钱，感觉当时甚至
都有不想干的冲动，不过后来
慢慢就开始好起来。

出路：

青春饭不长

很多人转行

“做模特背后需要付出很
多东西。”烟台艺星模特艺术
培训学校教师薛晓静介绍，要
想成为一个专业模特，需要经
过化妆、造型、礼仪、舞蹈、语
言多方面的培训，需要付出很
多努力。

薛晓静说，不少模特为了

保持自己的身材和体重，都会
进行节食，有的时候为了抵挡
饥饿感，就喝水，但是水还不
能喝太多。穿着高跟鞋在台上
还有可能面临摔倒，鞋跟被卡
住等意外情况发生，美丽背后
也会有很多泪水。

“一般模特28岁左右就会
选择转型了。”薛晓静说，模特
基本上是吃青春饭，年岁大一
点就不会再做模特了。薛晓静
说，有的会转行做模特培训，
还有很多会放弃这一行，直接
回归家庭。

在模特外表鲜丽背后，还
有可能遭遇到市民的异样眼
光。比如在车展上，会吸引人眼
球，可能会出现裸模，还有的尺
度比较大，也容易遭受到非议，
让人产生一些不好的联想。

薛晓静说，在她们公司，
一般会提前和客户进行沟通，
熟悉演出流程，衣着比较暴露
的演出，公司一般就不会接。

“其实不少模特的方向错
了。”孙小燕说，比如说车展展
示的主要是车，但是现实情况
很多就是在展示车模自己，衣
着暴露博人眼球这种做法并
不可取。

车模常晓雨（左）在进行展示。
本报记者 李泊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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