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烟烟台台设设立立中中韩韩产产业业发发展展引引导导基基金金
基金规模暂定10亿，推动烟台韩国合作产业发展

本报5月11日讯(记者 王
永军 实习生 艾婷玉 ) 记
者从烟台市财政局了解到，为
更好地支持中韩合作相关产业
发展，烟台近期设立了中韩(烟
台)产业发展引导基金，基金规
模暂定为10亿元。并设立中韩
(烟台)产业园发展基金，推动
中韩产业园区的建设。

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显示，中韩(烟台)产业发展
引导基金有限公司于4月24日
在烟注册成立，注册资本10亿

元，经营范围包括从事对未上
市企业的投资、对上市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以及相关
咨询服务。

烟台市财政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引导基金不直接投向具
体项目和具体企业，运作过程
中，将凸显基金的引导作用，促
进风投私募产业在烟台的集聚
和发展。

据该负责人介绍，首批注
入的资金由烟台市财政局出
资，以后会逐渐吸引国企和有

力量的社会资金注入。
不仅如此，4月30日，中韩

(烟台)产业园发展基金也注册
成立，注册资本10亿元，执行事
务合伙人为黄河三角洲产业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烟台市财政局工作人员介
绍说，产业园基金一方面用于
开展政策性投资，主要投向产
业园区基础设施，吸引更多的
企业聚集。另一方面用于开展
产业投资，主要投向产业园内
的项目及其他中韩经济合作相

关项目。
据了解，中韩产业发展基

金按照“母基金+子基金”的方
式设立和运作。其中，中韩(烟
台)产业发展引导基金作为母
基金，采用公司制、封闭型的运
作模式，重在引导。

中韩(烟台)产业园发展基
金作为子基金，实行有限合伙
运作方式，通过社会资本的参
与，实现政府出资的进一步放
大，更好地支持中韩合作相关
产业发展。

据了解，中韩自贸协定将于今
年正式签订。烟台和韩国一水相
隔，届时双方将迎来更大的合作。
为抢抓中韩自贸区机遇，烟台也正
在打造中韩产业园，进一步推动双
方的经贸发展。

烟台市商务局工作人员介绍，
烟台中韩产业园致力于打造成为
中韩自贸区产业合作示范区、东北
亚综合国际物流枢纽、“一带一路”
战略合作平台、韩国元素突出的智
慧型宜居新区。

据统计，去年烟台市对韩国出
口182亿元，增长1 . 8%；自韩国进口
491 . 4亿元，增长26 . 9%。此外，韩国
在烟台总投资千万美元以上的项
目有200多个，外资额达40多亿美
元，其中世界500强企业8家，投资
领域涉及服装、轻工、电子、机械、
食品、建材、海运、商贸等行业。

目前双方的合作已由单体项
目向产业链延伸拓展，形成了机械
制造、电子信息等主导产业和手
机、挖掘机、船舶、液晶显示板等特
色产品集群。

烟台与韩国产业合作互补性
强，除了一般加工制造业外，双方
在新材料、高端装备、节能环保、旅
游开发、现代化工等方面有很大的
合作空间。

本报记者 王永军

烟台将打造

中韩产业园

本报5月11日讯 (记者 李静
实习生 张宁 ) 进入五月，港

城海鲜市场上多了不少新鲜鲅鱼。
11日记者采访中了解到，今年新鲜
鲅鱼2斤左右重的每斤在13元左
右，10斤左右的大鲅鱼每斤20元，
比去年同期稍便宜。

记者在芝罘区红利市场看到，
不少海鲜摊位上摆放着新鲜鲅鱼。
在价格方面，小鲅鱼15-13元/斤，
个头中等的约18元/斤，大鲅鱼约
20元/斤。“这些都是新鲜的鲅鱼，
都是刚回来的船。”商贩告诉记者，
目前正是新鲜鲅鱼上市的季节，一
直可以卖到6月1日封海。

“今年的鲅鱼比去年便宜，去
年这个时候，大的一斤卖24元左
右，小的卖15元左右。”商贩王老板
告诉记者。

新鲜鲅鱼上市

最贵每斤20元

本报5月11日讯 (记者 王永
军 实习生 艾婷玉) 眼下气温
逐渐升高，槐花又开满了枝头，它
的好滋味又让不少市民开始回味。
10日，记者走访港城农贸市场发
现，现在有不少售卖槐花的，价格
每斤4到5元，十分受市民欢迎。

“槐花4元一斤，是从自家山头
上采摘的。”在红利市场，来自福山
的摊贩陈女士说，这几天出动了全
家人去采摘槐花，一天能采摘100

斤左右。由于价格便宜，这几天的
销售情况还不错。

“准备买点回去包饺子吃。”一
位买槐花的市民说，每到槐花上市
的季节，就会买一些回去。用热水
一焯，加上韭菜和五花肉，制作成
饺子馅，吃起来味道很不错。

新鲜槐花上市

每斤售价4到5元

每每卖卖一一斤斤鸡鸡蛋蛋，，养养殖殖户户就就赔赔22毛毛钱钱
价格下跌，成本居高不下，养殖户只得咬牙坚持

本报5月11日讯 (记者
秦雪丽 ) 细心的市民会发
现，春节之后，鸡蛋价格便宜
不少，老百姓高兴了，却愁坏
了养殖户。据了解，目前一斤
鸡蛋的养殖成本在 3 . 4 - 3 . 5

元，但鸡蛋的出厂批发价格
为每斤3 . 2 5元，也就是说，每
卖一斤鸡蛋，养殖户就要赔2

毛钱左右。
近期记者走访了市区多家

农贸市场，发现鸡蛋零售价格
在每斤3 . 7元-3 . 9元，一些超市
甚至还推出特价鸡蛋，每斤3 . 3

元。鸡蛋价格便宜，市民高兴
了，却愁坏了养殖户。

“今年的鸡蛋行情不好
啊！”谈起目前的蛋价，在蛋价
养殖行业摸爬滚打十多年的烟
台市爱佳达种畜禽公司总经理
王达辉说，面对目前的行情，他
也只能咬牙硬挺着。

王达辉说，春节的时候，
鸡 蛋 的 批 发 价 每 斤 为 4 . 7 5

元 ，春 节 之 后 ，价 格 一 路 下
滑，目前，每斤鸡蛋的出厂价
为3 . 25元。

“现在完全是倒挂状态。”
王达辉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养
殖场有20多个工人，在包吃住
的情况下，每个工人的月工资

在2400元-3000元，再加上饲
料、水电费等各种成本，一斤鸡
蛋的成本价在3 . 4元-3 . 5元，每
卖一斤鸡蛋，就得赔2毛钱。据

了解，王达辉的养鸡场有10万
只鸡，每天的产蛋量在6000-
8000斤，如此推算，一天要赔
1000多元。

玉米价格上涨不少，推高了养殖成本。 本报记者 秦雪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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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烟台台房房地地产产瞄瞄准准外外地地市市场场
本地内需不足，开发商打“宜居”品牌转外销

曹先生在烟台拥有一家
自己的房产代理公司，之前代
理二手房、抵账房、尾盘等，今
年又新增了一手房和外销房
业务，“外销的效果还可以。”
曹先生说。

与曹先生一样，今年房地
产开发商对外销方式格外上
心。针对本地楼盘库存较大的
现状，一方面努力拓展本地购
房需求，另一方面还要加强外
销对库存的消化力度。

“有关养老、休闲、旅游的
地产，这些楼盘更适合对外推
广。”牟平一家旅游地产负责
人刘先生告诉记者。

其实从去年下半年开始，
烟台整个房产行业已经开始
着手做外销工作。去年下半
年，烟台房地产业协会针对烟
台房地产对外推介制定了详
细的工作计划。

今年4月，烟台房地产业
协会在北京召开“宜居烟台推
介会”，打造“山海仙境，宜居
烟台”品牌。5月中旬，烟台房
产企业还将参加哈尔滨春季
房展会，下半年还将安排西
安、兰州等多个城市的秋季房
展会。

本地内需不足

开发商转做外销

然而，在全国打响一个城
市品牌并不容易，提到海景
房，很多人更容易想起组团去
海南购房，而不是来烟台。

分析原因时，在牟平经营
旅游地产的刘先生说，“动车
开通之后，我们也有不少客户
来烟台看房子，意向客户不
少，但是目前成交的还不多，

很多外地客户来看我们的房
子，一看是毛坯房，大家就有
点犹豫。”

据记者了解，本地大多
房产开发商推出的产品也以
毛坯房、大户型为主，而外地
置 业 者 大 多 以 休 闲 度 假 为
主，恰恰希望购买小户型的
精装房，两者相去甚远。据住

建部门统计，目前烟台存有
的精装商品房，比例还不到
5%。

刘先生坦言，来烟台买
海景房，休闲度假居住多于
长期定居，一年可能就住一
两个月，所以客户更喜欢购
买直接就能入住的精装房，
但是烟台精装的房子极少。

外地人来烟买房更青睐精装房

《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
稳健康发展的意见》指出，行
业协会要组织开发企业到外
地推介房地产市场，扩大影
响，提高知名度和认知度，吸
引外来投资和消费。借助青荣
城际铁路和蓬莱国际机场开
通机遇，进一步加大宜居烟台
的宣传力度。

为了加快本地楼盘去库

存的步伐，相关人士指出，除
了参展树品牌之外，市场低迷
的状态下，努力做好外销工作
应该从政策支持、外销产品的
改善等方面着手，既要“引进
来”，还要“走出去”。参加各地
房展推介会作为“走出去”的
一种方式，需要加大“宜居”城
市品牌宣传力。此外，“走出
去”的同时还应该坚持“引进

来”，重点在政策支持上，政府
应加强在招商引资、基础设施
配套支持、改善生态环境等方
面的工作。

烟台金石房地产顾问有
限公司总经理陈哲表示，大量
吸引外来投资，拉动就业，可
以引来大量的外地人口。如果
每年有数十万人口拥入烟台，
对楼盘销售无疑产生利好。”

既要“走出去”还要“引进来”

本报记者 张晶

近日不少企业正在积极准备参加外地房展会，从去年开始房地产市场持续低
迷，库存居高不下，根据最近烟台出台的《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意
见》，一方面要加大对外推介力度，另一方面要吸引外来投资和消费，不少企业改变
策略积极转战外地，政府部门也加强了“宜居烟台”的对外推介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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