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届年度投资论坛会议 在俄罗斯联邦  
农业部的支持下

2017年4月26-27日  
符拉迪沃斯托克 

2017年参会代表包括： 银赞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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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与西伯利亚

AMURAGRO
AGROHOLDING

Sayansky      SOVHOZ ZARECHNOE YUG RUSI

AgroHolding
KUBANinurg

GROUP OF COMPANIES

RUSSIAN-CHINESE 
INVESTMENT FUND Vladhleb



2www.agrofareast.ru

   2017年4月26-27日 
符拉迪沃斯托克 

远东和西伯利亚农业综合体的主要事实与数字

事实与数字

"远东超前发展区的投资量超过五千亿卢布"。
尤里  特鲁特涅夫，政府副总经理，远东联邦区的总统全权代表

"该地区的开发作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方向之一"。
亚历山大  加卢什卡，负责远东发展俄联邦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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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亿卢布

多亿卢布
2015年俄罗斯  
与亚太地区国家之间的  
农产品贸易总额

远东和西伯利亚  
投资项目目前存在

投资贷款目前由国家支持资助，
贷款金额为

2018年之前  
该地区应自联邦预算  
得到的金额

预算为 远东畜牧业  
提供的支持

超前发展地区  
私人投资总额

预算为远东种植业  
提供的支持

多亿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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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会议的关键方向：

会议工作方向

"远东超前发展区的投资量超过五千亿卢布"。
尤里  特鲁特涅夫，政府副总经理，远东联邦区的总统全权代表

2015年俄罗斯  
与亚太地区国家之间的  
农产品贸易总额

领导辩论： 政府， 生产者与投资者。宏观经济与投资状态 - 2017-2018会给我们带来什么？

主意！ 介绍50多个远东和西伯利亚种植业和畜牧业投资项目，项目实现期限为2017-2020年。

70多个权威专家：建设、基础设施、投资、生产、保管、加工、种子繁育及育种基金

带香槟酒的圆桌专业会议：养鱼业、种植业与畜牧业

与俄罗斯和亚太地区国家的投资者举行正式和非正式会晤。

小型、中型生意的发展潜力。农场创新者

新主题！ 有效的生意战略、绿色产品生产、生物安全、智能农作

辩论：远东和西伯利亚年轻人力资源 – 介绍创新研究的结果！

从地亩到柜台上：产品推销的最有效战略，与商业网、水果、蔬菜储藏库、批发分配中心、批发物
流中心领导的会见讨论合作协议 

又快又有效！路演 (Road Show)–俄罗斯领先者介绍创新技术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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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和西伯利亚最重要投资项目

投资项目

地区 项目名称 项目简介

萨哈共和国 波克罗夫斯基温室综合体
萨哈共和国（雅库特）的第一工业温室综合体的创造，面积为2公顷
（首要任务），目标为进行蔬菜和青菜的常年栽培并在人数超过50

万人的雅库特中央地区进行产品销售。

阿穆尔州 种子处理厂 复制水平高的大豆种子生产，生产量为1万吨/年

阿穆尔州 面积为31540平方米的温室综合体 温室蔬菜生产，产量为3082吨/年

萨哈林州    
在萨哈林州阿尼夫斯基市区塔拉奈
镇建设大小为12000头的养猪综合

体                      

2014 – 2020年之内成立高质猪肉的有效生产线，产量为12000
头/年。

玛加丹州 “玛加丹”温室综合体的创造 2014 – 2020年“玛加丹州农业发展”国家规划

布里亚特共和国 家禽肉蛋工厂的建设
该项目的设计提供一种完整生产程序，包括养在层架式鸡笼的20 

0000 蛋鸡（公鸡）（等于一年生产125 000 000 鸡蛋以及5000吨
禽肉）

犹太自治州 “春天”农工综合体项目
目标为向内部市场供给质量高而价格低廉的猪肉、牛肉以及半制肉
品；向当地居民提供猪屠宰服务；向本地区和本州的居民销售幼

畜；生产并加工农产品



地区 项目名称 项目简介

滨海边疆区 3个养牛综合体的建设，每综合体
为1800头牛

牛奶加工部分的改建；生产硬干酪部门的建设。

商业计划、技术经济根据、设计预算文件已编制完了。第一畜牧综
合体已部分投入运行。目前正在完成牛奶加工高薪技术设备启动的

建设安装工作。第一期为900头，第二期为1800头。

滨海边疆区 养猪综合体的建设

在“普里奥泽尔诺耶”畜牧综合体的基础上组织产量为20 00头的养
猪综合体使得“普里奥泽尔诺耶”畜牧综合体的任务扩大。

畜牧综合体项目建设；养猪和准备饲料的现代设备运用。

滨海边疆区 温室栽植业的发展，苗场的创造 温室蔬菜栽培，观赏植物的苗场

滨海边疆区 1800牛的养牛综合体建设 按创新技术建设现代养牛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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Владивосток 

投资项目

全部投资项目

http://www.agrofareast.ru/investment-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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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代表

参会代表 农业持股公司、农场

投资者

投资项目、首创者

政府

零售商

技术设备生产者与服务供应者

施工公司、能源公司等

Название диаграммы

1 2 3 4 5 6 7

10%

10%

15%

20%

20%

20%

5%

公司专业

参会代表职位：

总经理、副总经理

部门主管、部门副主管

董事长、副董事长

州长，农业部长与其副职

其他

Название диаграммы

1 2 3 4 5 6 7

30%

30%

28%

1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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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会议日程表概述

论坛会议日程表

第一天。4月26日，星期三

09:00   论坛开幕典礼

09:40 会议1

策略会议：政府，生产者，投资者的计划。宏观经济与投资体制。将来我们会遇到什么？

咖啡和商务往来时间

11:30  会议2

会议与辩论：投资与拨款、法律

午饭

14:00 同时会议：种植业与畜牧业 

会议3А：种植业。投资项目和创新技术简介 会议3В：畜牧业。投资项目和创新技术简介

咖啡和商务往来时间

16:00 会议4

带香槟酒的圆桌专业会议

种植业 畜牧业 鱼、海鲜和水产品的生产与加工

18:00   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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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会议日程表概述

完整日程表

论坛会议日程表

第二天。4月27日，星期四

09:30 会议5

小型生意发展潜力。农产创新者。农业持股公司与农场主的对话 – 它们是否可以合作？

咖啡和商务往来时间

11:15 会议6

施工项目、基础设施、产品加工与商务网络

午饭

14:00 会议7

有效的生意战略、绿色产品生产、生物安全、智能农作

咖啡和商务往来时间

16:00 会议8 

辩论：远东和西伯利亚年轻人力资源 

17:30 总结。会议闭幕典礼

http://www.agrofareast.ru/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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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评论

我们很满意有机会来参加本次论坛会议，我们工作的地方安排得非常
好。今天我们还在会议室提出了自己的报告。我们认识了很多新同事 – 
所以我们觉得很满意。

坦吉• 佩斯捷利(Tangi Pestel)，I-TEK总经理维亚切斯拉夫 • 米哈伊洛夫
(Vyacheslav Mihailov)，I-TEK 销售经理

我们找到了新的合作伙伴。该会议的格式很有效，我们可以认识我们公
司实际上需要的顾客。在这方面该论坛会议给了我们不少帮助。

米拉 克里斯季安先（Mila Christiansen）, ACO FUNKI RUSSIA

我们特殊来的目标为举行商务会谈，而我们到目前已经完成的很有效。
展示会也很有意思。我们很喜欢。推荐我会向我的同事推荐一下。我参
加过其他论坛会议可是这个会议比它们都强。明年我一定会再来。

戈尔东 万纳梅伊克尔（Gordon Wannameiker）与纳塔利亚 芬克利（Natalia 
Finkel）, Hog Slat Rus

商务往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aixEuwuco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UtzJSXG1j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gpQM7o0g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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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往来的机会

最新项目，技术和服务的介绍：如果您的方案能帮减少费用，增加生产效率，推广农场创新技术的采用，
您有机会向350多位温室综合企业主管，持股公司主管和农场主管介绍您的想法。使用15分钟时间向最
关键的听众解释您的思想！

个人管理人员帮您组织商业会谈的服务：我们公司专家一定会帮感兴趣的人安排商业会谈。

鸡尾酒会:该每年酒会时您会在非正式环境中结识新交和加强已有的业务关系。

路演: 特快，特有效。 请使用5分钟的时间来介绍您的技术或设备 –又快，又有效。

在贵宾休息室的会谈：我们公司能帮您组织与贵方感兴趣的公司领导面对面的会谈。 这些会见应该提前
组织。

工业领导辩论：与工业专家生动活泼地讨论听众感兴趣的问题。这种交互方式允许所有感兴趣的方面交换
自己的意见。

圆桌讨论：圆桌会议允许参会代表讨论最尖锐的问题而一起找到解决方案。圆桌讨论上采用查塔姆大厦规
则，记者严禁参与讨论。

商务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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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机会

成为论坛赞助者或伙伴的6个原因：

 • 商业会谈的无限机会：活动时我们会为您安排个人管理人员帮您组织商业会谈。

 • 为您公司做广告：引起行业首领的注目，以便更好给他们展示贵公司的产品和服务。赶过您的竞争者 – 为
您显示器选择最好的地方！

 • 报告或展示会时为您公司的产品或服务进行最优秀的介绍：参加者的注意力只会吸引到您公司上！演讲人
数严格限制.

 • 确认您的重要地位：成为一个会话的伙伴允许您在全活动的资料上布置您公司的标志。谁都会看到您！

 • 加于您竞争者一等：向您目标人群和部门的所有关键公司展示您的领导地位 – 成为带香槟酒圆桌会议的管
理员！

 • 捷足先登：请从高级领导获得有关行业发展的战略信息并制定贵公司发展的面向未来的方向。

赞助包

http://www.agrofareast.ru/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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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想做报道或参加辩论会请联系：
达丽娅 克瓦斯尼齐纳 (Darya Kvasnitsyna)

DKvasnitsyna@vostockcapital.com 

+7 (499) 505 1 505 (莫斯科)

联系方式

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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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尔潘 • 哈马托瓦 
“赠送生活”基金及
其他慈善行动和机关的援助

1% 
вырученных 

средств

$

780 
展出单位

Vostock Capital 活动地理

148 
赞助者

104 
论坛会议

4 
办公室

411 
研究班

5200 
报告

236 
合作伙伴

我们说10种语言

а
24750
参会代表

Vostock Capital 活动参会代表

政府代表

5% 17% 33% 45%

公司经理顾问,分析员,
专家

部门主任

俄罗斯伊.母.古布金国家石油
天然气大学的教师和研究生可
以免费参加Vostock Capital公
司组织的活动

资助

14年成功工作

全部评论

公司简介



第二届国际论坛会议与
展览
东西伯利亚和远东新项目
实现

2017年7月5-6日，
符拉迪沃斯托克

看网页

第三届年度技术参观与交
互讨论会
石油加工厂、天然气加工
厂及石油化工生产建造与
现代化

2018年3月，秋明

看网页

第二届年度论坛与展览
远东和西伯利亚农业

2017年4月26-27日，
符拉迪沃斯托克

看网页

技术参观与会议
2017年温室商业管理

2017年5月31日 -  6月2日,
荷兰

看网页

第五届年度经验交换大
师班
与输油终端参观

2017年6月7-9日，荷兰

看网页

2017年6月7-9日，
萨列哈尔德

第六届论坛会议与展览
亚马尔油气田综合开发

看网页

年度论坛会议与展览
农业中心：基础设施、
加工、销售

2017年6月27-28日，
莫斯科

看网页

第四届代表大会与展览
俄罗斯大型小型天然气液
化项目

2017年3月15-17日，
莫斯科

看网页

第四届会议与展览
地质勘查

2017年11月9日，莫斯科

看网页

第十二届战略代表大会
石油，石油产品，液化渗
碳气运输，加工及经营
第十二届技术会议
石油供应站与输油终端：
从现代设计至有效运行

2017年11月23-24日，
圣彼得堡

看网页

2017年12月5-6日，
莫斯科

第二届年度论坛会议与
展览
温室综合体：投资、创新
与设施

看网页

国际代表大会与展览
2018年的里海和中亚水
力发电

2018年2月，第比里斯

看网页

第三届论坛与展览
南方农业

2017年9月21-22日，
斯塔夫罗波尔

看网页

第二届年度会议与展览
2017年发电：投资、建设
与现代化

2017年11月1-2日，
莫斯科

看网页

活动视频

+44 207 394 30 90 (伦敦)  +7 (499) 505 1 505 (莫斯科)    events@vostockcapital.com    www.vostockcapital.com

2017-2018年活动表

http://www.eastrussiaoilandgas.com/zh-hans/
http://www.oilandgasrefining.ru/en/
http://www.agrofareast.ru/zh-hans/
http://www.greenhousesmanagement.com/en/
http://www.oilterminalmanagement.com/en/
http://www.yamaloilandgas.com/en/
http://www.agrocentres.com/en/
http://www.lngrussiacongress.com/?lang=en
http://www.geoexplorationrussia.com/
http://www.oilterminal.org/en/
http://www.greenhousesforum.com/en/
http://www.hydropowercongress.com/en/
http://www.forumagroyug.com/?lang=en
http://www.powergenerationconference.com/en/
http://www.vostockcapital.com/en/video-2/#eyogYxatHOM
http://www.vostockcapital.com/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