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优先发展地区:�对投资
者的5项好处

•�实际案例：如何获得基
础设施补助

•��鱼类深加工工厂的建
设

•��纸浆厂的建设

•�421�项目，12250亿卢
布创造了新的机制

•�远东发展活动：地图

•�“南雅库特”将成为远
东的第14个优先发展
地区

•��东部经济论坛-2016有
什么令人难以忘怀

俄罗斯东方经 
济议程

#1 | NOV’16  

日本和俄罗
斯正在研究 
内容丰富的
项目清单 

前田忠
高级主管国际协 
力银行（JBIC）
的总经理

27项俄罗斯联邦国家计划
将获得“远东部分” 

东方经济论坛主会议视
频 - 2016

旅游客流量的增长速度激
励了投资者们

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已
满一周年

堪察加旅游
前来，看看，喜爱，投资

优先发展地区制度需要温
室栽培项目 

99亿卢布将获得"极
地黄金"公司的基础
设施(Polyus Gold 
international)

韩国投资者将推出新的交
通支付系统

事件 执法事实和观点 项目

“远东经济»公告由“吸引投资者和支持出口远东代办处”自主非商务公司准备。全部发布的信息都到2016年12月1日有效。利用邮件推广。利用上述所提供的信息时一定要显示来源链接。

With the suppor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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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活动预告

国际北极论坛

该论坛是在政治层面与专家级别讨论和深度分析北-
极地区迫切问题和发展前途的最大平台。从2017年开
始，该论坛将每两年定期举行一次。

第4届国际北极论坛北方（北极）国立大学举行�于
2017年3月29-30日阿尔汉格尔斯克城市。

官方网站：http://forumarctica.ru/

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

该论坛是公开公正的主意交换、俄罗斯与世界经济
迫切问题互利的决定和答案的国家主要讨论场地。每年
论坛在俄罗斯总统普京领导下举行。

第二十一届2017年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于2017年6月
1-3日在�Expoforum会展中心举行。2017年圣彼得堡国
际经济论坛官方网站：https://forumspb.com/ru/

国际金融会议

俄罗斯年度最大国际金融论坛经常-吸引著名专家、
俄罗斯与国外管理机构的代表、中心与商务银行领导、
金融公司和商业团体。论坛系列会议是世界金融系统碰
到的迫切问题交互的讨论。

2017年第二十六届国际金融会议将于2017年7月
12-14日在圣彼得堡举行。

2017年国际金融协会官方网站：http://ibcongress.ru/

东方经济论坛

每年举行并以协助发展远东经济与扩展亚洲太平洋
地区国际合作为目的。

2017年第111届东方经济论坛将于2017年9月6-7日
在海参崴城市俄罗斯岛远东国立大学举行。

2017年东方经济论坛官方网站：https://forumvostok.ru/

3月29-30日

6月1-3日

7月12-14日

9月6-7日

“俄罗斯代表大会”基金
俄罗斯及国外大型展览和论坛组织者�20多年举行重要国际活动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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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3日
举行了第II届东部经济论坛。�参
与本次活动的有来自56个国家的
46000人。�

核心活动是俄罗斯总统弗拉基
米尔.普京、韩国总统朴槿惠、日
本首相安倍晋三参加的《开放的远
东》全体会议。�在商业计划框架
内举行了56场会议，进行了总额
为1.5万亿卢布的34个投资项目的
演示。�

在东部经济论坛-2017中签署
了总额为1.85万亿卢布的215项
协议。�最大的是创建阿穆尔天
然气化学综合体（5万亿卢布）
、在滨海边疆区建设矿物化肥厂
（3.705万亿卢布）、开发纳塔
尔金金矿投资项目的落实（9850
亿卢布）的协议。�同日本的公司
签署了22项总额超过880亿卢布
的协议；与韩国的公司�-�17项总
额超过250亿卢布的协议；与中
国的公司�-�19项总额超过1780
亿卢布。

2016东部经济论坛详情 - 在6-7
页

9月23日
俄罗斯总统普京确定俄罗斯政府
就东方经济论坛总结清单

首先，它授权研究建立一个政
府间工作组进行项目的开发和实
施，以协助在电力供应中的亚洲
太平洋地区的组织，包括再能源
桥梁建设需要时。�

其次，授权提交关于俄方代表
负责与日本经济合作发展的任命
和权利。�

第三，授权在远东研究并实施
对实施在这些地区建造生产高新
技术产品和加工相关原料的企业

的项目的投资者们提供优先访问
矿藏、地下资源地段、渔区和林
区的机制。��

第四，授权研究在新的地区扩
展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自由港制度
的可能性。�

第五，鉴于之前的授权俄政府
将进一步考虑远东的基金发展的
资本结构调整的问题。�

其他任务涉及到保障优先发展
地区企业员工的住房、对投资者
形成税收优惠。�计划在联邦法规
中加入关于对优先发展地区和符
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实施大型投
资项目的常驻企业增加给予所得
税优惠的期限。�还将研究关于给
予远东发展企业符拉迪沃斯托克
自由港常驻企业地块的权利问题。�

授权部分涉及到远东地区�-�在
阿穆尔州符拉迪沃斯托克市发展
社会领域及在滨海边疆区俄罗斯
岛创建国际科学教育和科技集群。�

10月1日�
自2016年10月1日起启动了关于
向远东俄罗斯公民免费发放地块
倡议实施的新阶段。�如果截止到
本日之前仅在试点的城市地区进
行，那么从10月起对于远东人整
个远东地区均已开放。�下一阶段
将在2017年2月1日开始，届时任
何俄罗斯公民将可以在远东免费
获得土地，无论其居住地址。

根据已通过的法律，首先向
公民提供5年的免费使用土地，
然后� -� 为其所有。� 根据2016年
12月1日的情况，在网站� www.
надальнийвосток.
рф上递交了11000份土地申请。

远东2016年秋季重要的经济事件

215 项协
议  

1.85  

万亿卢布 

-�第II届东部经济论坛的成果
（2016年9月2-3日，符拉迪
沃斯托克市）

10月1日
免费向俄罗斯联邦远东地区
的公民提供地块的法律开始
实施第二阶段： 现在，远东
人可以在远东联邦区全境获
得地块

9月23日
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俄政府 
2016东方经济论坛成果清单
作出指示

9月2-3日
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  
第II届东部经济论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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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
自《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自由港》法
律生效之时起已满一年。�在此期
间，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自由港管理
公司收到了来自投资者的149份正
式申请，投资总额为2330亿卢布。

自由港模式也进一步扩大到远东
的四个主要海港：�在哈巴罗夫斯克
边疆区（瓦尼诺市辖区），萨哈林
地区（科萨科夫市中区），堪察加
地区（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楚
科奇自治区（佩韦克）。

2016年10月3日批准了车辆和货
物通过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的新
机制。�检查站的推出不停运转，过
境货物通过时的“唯一窗口”，推
出电子形式递交海关检查文件。�国
家控制的时限从（对于乘用车）20
分钟应达到3小时（海事船）。�自
收到国家监察机关关于进行检查的
通知之时起国家监察机关开始等待
的时间不应超过1小时。

此外，俄罗斯政府确立了商品及
交通工具在其通过欧亚经济共同体
边境前在通过站点通过国家边境向
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地区向海关
部门提交预报信息的内容。�文件应
在货物到达前不少于2小时内以电
子形式递交。

10月13日
远东第14个优先发展地区将在雅库
特的涅留格林地区建立。�创建“
南雅库特”优先发展地区的相关申
请已由萨哈（雅库特）共和国政府
与俄罗斯东部发展部共同编制，并
在由俄罗斯副总理�-�总统远东联邦
州全权代表尤里.特鲁特涅夫主持
的远东及贝加尔地区投资项目落实
问题政府委员会分会会议中通过。�
在新的优先发展地区的两个地区将
落实7个采矿、运输和物流以及工
业项目，私人投资总额为247亿卢
布。�所有的基础设施都将由投资者
出资。�

11月7日
在第21届中俄政府首脑定期会议的
范畴内在圣彼得堡通过了关于创建
国际合作新形式�-�俄罗斯联邦远东
及贝加尔地区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东
北地区的合作和发展政府间委员会
的决议。�根据协议，委员会的国家
部分由政府副主席级别的领导人来
领导。�政府间委员会的结构及其工
作流程将在第一次会议中确定。

创建此国际政府间委员会的提
案由俄罗斯东部发展部实施，得到
了俄罗斯外交部及经济发展部的支
持。

11月14日
在远东发展基金及俄罗斯储蓄银行
《中小企业可用信用额度》共同计
划的范畴内远东地区开启了中小企
业信贷。�信贷通过俄罗斯储蓄银行
网店在6个月至3年内向远东九个地
区发放，同时依据联邦法律209条
对属于中小企业主体并在远东地区
注册的公司发放。�今天俄罗斯储蓄
银行在计划内向小企业提供的最低
利息范围�-�年利率的9.9%至12.5%
。�以这些条件获取融资可以是公司
当前的活动。�以投资为目的的贷款
利息�-�不超过年利率的13.5%。

今年九月在东部经济论坛上签署
了实施该计划的协议。�远东发展基
金向合作银行提供长期融资，这些
银行自己也可以对中小企业环节的
借贷人降低利率，增加贷款期限（
至3-10年），通过减少定期付款的
压力加大信贷资源的整体可用性。

10月13日 
远东地区第14个超前发展区
将在雅库特的涅留恩格里斯
基区建立。

11月14日 
在远东发展基金与俄罗斯联
邦储备银行共同合作的框架
下远东地区的中小企业开始
办理信贷手续

11月7日 
俄罗斯联邦远东贝加尔地区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东北地区
决定建立政府间合作发展委
员会

10月12日
弗拉迪沃斯自由港成立一
周年

11000 

人 

-在俄罗斯联邦远东网站中
提交获得“远东土地”的
申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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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日
俄罗斯政府简化了在符拉迪沃斯托
克自由港的检测程序。�根据俄罗斯
联邦政府2016年11月12日�№�1154
法令，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通
过站点的俄罗斯农业监察及俄罗斯
消费者监察功能移交给海关。�

已通过的决议目的是优化在符
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内通过站点的
国家检查系统，并缩减进行检查的
时间。

正如俄罗斯总理德米特里.梅德
韦杰夫所说，这些改变是“重要的
新增部分，因为在我们的任何地方
都没有这种一切都通过一个国家部
门进行的检查方法，没有”。�

11月23日
到2017年3月31日专门的“远东”
部分将出现在所有联邦目标和国家
计划中。�俄罗斯总理德米特里.梅
德韦杰夫在远东及贝加尔地区社会
经济发展问题政府委员会会议中宣
布了此事。�

提及俄罗斯政府2016年11月7日
№1137法令，其规定了“远东”部
分在所有联邦目标和国家计划中编
制的程序，及其与东部发展部的强
制性协商。�目前通过了27个优先利
于远东地区发展的国家计划中的清
单。�据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说，
这种方法“可以更有效的使用所分
配的资金”。�

11月24日
确定举行第三届东部经济论坛的时
间。�该活动将于2017年9月6-7日在
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俄罗斯岛远东联
邦大学校园举行。�该决议在2016年
11月24日于莫斯科举行的由俄罗斯
副总理�-�总统远东联邦区全权代表
尤里.特鲁特涅夫主持的论坛组委会
会议中通过。�

副总理指出，两年来论坛成为
了政治经济领域中的重大事件。�他
说，第三届东方经济论坛应该体现
出远东发展动向，体现新经济政策
带来的良好效果并提出整体地区的
经济刺激方案。�

11月25日
俄罗斯远东发展部对加入"远东和贝
加尔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俄罗斯联
邦国家计划的投资项目进行甄选并
提供国家支持。

经过甄选的投资项目获得了远东
与贝加尔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政府委
员会远东与贝加尔地区投资项目实
现小组委员会的认可，并成为了国
家项目的一部分。�项目甄选工作将
于2017年1月24日结束。

11月14日 
俄罗斯政府简化了弗拉迪沃
斯自由港的监理手续

11月23日 
至2017年3月31日“远东”
项目将出现在各个联邦专项
和国家计划中

11月25日 
远东发展部为“远东与贝加
尔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国家
项目甄选投资项目

11月24日 
第三届东方经济论坛将于
2017年9月6-7日在符拉迪沃
斯托克召开

从9.9%�
年息起 

-在远东发展基金与俄罗斯
联邦储备银行共同金融产品
的框架下远东地区中小企业
的信贷价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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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经济论
坛-2016：
重要时刻

东方经济论坛-2016全部会议视频  
 
可在WWW.FORUMVOSTOK.RU网站
中观看

东方经济论坛官方图片库
www.forumvostok.tassphoto.com

全体会议
参与者：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
京，韩国总统朴槿惠日本首相安倍晋
三。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主席：凯
文·迈克尔·拉德。

对投资者的优先发展地点风险最
小和最大的盈利能力。成功案例�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主席：凯
文·迈克尔·拉德。
俄罗斯政府副主席宣言�—��俄罗斯
总统全权代表在远东联邦区图撸
图尼瓦

东部经济论坛2016开幕�
主要演讲�—�俄罗斯联邦远东发展部长阿.斯.加卢什
基介绍了远东地区的经济发展。

另请参见记录会话东经济论坛：

—�俄中商业论坛
—�俄日商业论坛

查看录像

查看录像

查看录像

远东的地下资
源：��
提高资源经济学
的效率

自由港远东打开
大门环太平洋
地区

自由港远东打开
大门环太平洋
地区

—�商务对话俄罗斯�—�韩国
—��区域合作，以改善投资环境

http://www.forumvostok.ru
http://www.forumvostok.ru
http://www.forumvostok.tassphoto.com
https://forumvostok.ru/programma-main/odna-sessiya/?session_id=1531
https://forumvostok.ru/programma-main/odna-sessiya/?session_id=1615
https://forumvostok.ru/programma-main/odna-sessiya/?session_id=1503
https://forumvostok.ru/programma-main/odna-sessiya/?session_id=1506
https://forumvostok.ru/programma-main/odna-sessiya/?session_id=1531
https://forumvostok.ru/programma-main/odna-sessiya/?session_id=1615
https://forumvostok.ru/programma-main/odna-sessiya/?session_id=1489
https://forumvostok.ru/programma-main/odna-sessiya/?session_id=1482
https://forumvostok.ru/programma-main/odna-sessiya/?session_id=1490
https://forumvostok.ru/programma-main/odna-sessiya/?session_id=1615
https://forumvostok.ru/programma-main/odna-sessiya/?session_id=1491
https://forumvostok.ru/programma-main/odna-sessiya/?session_id=1615
https://forumvostok.ru/programma-main/odna-sessiya/?session_id=1504
https://forumvostok.ru/programma-main/odna-sessiya/?session_id=1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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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协议�
东方经济论坛-2016

SIBUR计划完成“阿穆尔天然气

化学总厂”项目

远东发展部与“SIBUR控
股公司”签署了“阿穆尔
天然气化学总厂”投资项
目实现意向协议。�预计对
该项目的投资规模将超过
5千亿卢布，同时创立超过
1500个工作岗位。

将建立一个专项的俄日投资吸

引平台

远东发展基金，远东投资
吸引与出口支持办事处和
日本国际合作银行商定在
超前发展区建立共同的投
资项目发展及驻外代表吸
引平台。�
远东发展基金将对投资项
目进行分析并评估参与联
合融资的可能性。�远东投
资吸引与出口支持办事处
制定项目，提出与JBIC�共
同进行讨论并在日本投资
者中进行推广。�

远东发展基金将对无机化肥厂进

行投资

远东的基金和国家化工
集团之间签署了建设纳
霍德卡无机化肥厂谅解
备忘录。�新企业每年的
设计能力为110万吨商业
氨，200万吨尿素和100万

吨甲醇。项目实现的投资
总规模为705亿卢布。�远
东发展基金计划投资50亿
卢布。�将创造2000个就业
岗位。

“UK POLIUS”和远东发展基金

签署了赠款协议

为纳塔尔津斯基金矿区采
矿选矿联合工厂建设�项目
建设基础设施的国家赠款
协议的签订。.�企业的生
产效率将达到每年13吨黄
金。�项目实现的总投资规
模-984亿卢布，其中国家
基础设施建设支持规模为
99亿卢布。�将创造1900多
个就业岗位。

俄罗斯 - 中国农业发展基金会的

首批交易 

在世界经济论坛上俄中农
业发展基金与俄罗斯农业
控股公司之间签署了共同
项目实现的第一批协议。��
例如，“RATIMIR”公司
计划在“米哈伊洛夫斯
基”超前发展区投资150
亿卢布建设养猪场。�“阿
穆尔农业控股集团”公司
计划在阿穆尔州建立大豆
小麦深加工工厂��项目总价
值29亿卢布。�

弗拉基米尔·普京，俄罗斯总统

“今天在欧亚地区同时形成了几个不同的一体化通道[欧亚经
济联盟，上海合作组织-编者注�]。�它们灵活地相互补充，在
互利原则下实现项目”。
“能源与企业倡议应该成为我们一体化动力的动力，它无可
争议，同时消除壁垒以及建立拥有友好商业氛围的大市场的
需求在不断增长。�当然，这种一体化必须依靠严肃的共同项
目，这些项目将我们的经济空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为发展
建立补充资源。�我想点明其中的一些项目。�
第一�-可靠的能源基础设施。�对俄罗斯，日本，韩国，中国
公司在建设与我国有关的能源超能环方面的倡议给予支持。��
为了更快，更有效的施此项目实，建议组成政府间工作组。�
同时，我想强调的是，俄罗斯打算在亚太地区为我们的合作
伙伴长期提供极具竞争力的电力价格。
第二�-�当然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新型的，具有竞争优势的
跨欧亚路线和地区路线。�就拿“滨海-1”和“滨海-2”交通
走廊作为例子来说，它们能够确保来自中国东北省的货物以
最短路线运送到滨海边疆区的南部港口，同时还有“欧洲-中
国西部”交通线路俄罗斯段的建设。��
“今年建立的俄中农业环境项目就是互利投资合作的一个很
好的例子。我建议来自日本，韩国和其他国家的合作伙伴构
想建立一个类似的共同投资平台。��金融项目不仅涵盖农业领
域，还有工业，高科技领域，自然资源开发-一句话，涵盖的
领域不仅非常广泛也极具潜力。”

直接引语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东方经

济论坛-2017年全体会议中的讲话。

讲话全文见网站  

WWW.FORUMVOSTOK.RU

http://www.forumvostok.ru


俄罗斯东方经济策划

8

事实和观点

事实和观点

执法 项目事件

11月2016年

-您对今年12月份俄罗斯首脑即
将出访日本有着哪些期待？ 你们打
算与俄罗斯共同实现哪些项目？

-我们与俄罗斯合作伙伴的谈判
分为几个不同的方向。�我了解的
项目并非政治合作，而是经济问
题。�我们正在对全部的项目清单
进行审核，这些项目不仅局限于
石油和天然气领域。�例如，在基
础设施建设领域，其中包括俄罗
斯远东发展领域。

与我的同事-俄罗斯远东发展
部部长亚历山大•卡鲁什卡进行协

日本国际协力银行(JBIC)
执行董事前田匡史在液态
天然气生产商与消费者国
际会议的议会走廊中向塔
斯社记者介绍了该银行与
俄罗斯之间正在协商的合
作项目。

前田匡史: 
日本和俄罗斯审查项 
目总清单
远东�–是东北亚�生态环境最佳的�地区��

温室气体排放量，

 百万吨

�����
�
81�远东

7465 中国

1345 日本

688 韩国

森林拥有面积  

人均,  

公顷

46,5远东

0,07 中国

0,2 日本

0,1�韩国

纯净水 

立方千米

234 远东

2,3 中国

5,2�日本

1,3 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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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 项目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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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讨论在经济特区的投资项目和
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的框架下建
立管理咨询公司。�如果这一计划得
以实现，将成为日本投资涌向俄罗
斯远东地区的巨大推动力。

同时我们与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
在建立共同合作基金方面的谈判也
接近尾声。�这是经济合作的补充性
新方向。

当然，我们将继续在“亚马尔
SPG”项目框架下发展石油天然气
领域的相互协作。�我认为，我们能
够向亚马尔项目提供贷款。

-按照我的理解，您无法指出协
议的具体数据，但能否谈一下“
亚马尔SPG”项目的计划投资规模
呢？

-我们这里讲的并非投资，而
是刺激日方支持“亚马尔SPG”
项目的出口信贷，特别是来自
JGC�Corporation（在日本相当
于“NIRRI”）和Chiyoda公司方
面的。�股份并不多，但如果计算该
项目的庞大规模-总计约2000亿欧
元。�我认为，这样的债务允许日方

为未来在“北极SPG”项目中的投
资铺平道路，该项目在亚马尔半岛
的另一面开展。

-您打算在普京访日期间就这一
问题签署文件吗？

-我希望：�我们进入财政谈判阶
段，但目前还无法100%确认（最
终结果）。�然而我们在不断向前
推进。

-将提供欧元贷款而非美元或日
元。 为什么？ 这与西方对俄罗斯
的经济制裁有关吗？

-据我所知，迈克尔孙先生希望
获得欧元贷款（使用欧元外汇）。�
这与制裁无关-法国和意大利，还有
日本都提供欧元贷款。

-在与俄罗斯的谈判中您是否遇
到了某些政治方面的阻力？ 例如，
经济制裁方面的？

-我们谈的是经济合作，与政治
问题相距甚远。�由于经济制裁我
们是受到了一些消极影响，特别是
来自美国方面的，我们无法使用美

元。�同时我们多半可以使用日元，
如果欧洲合作伙伴参与合作我们还
可以使用欧元。

-在与俄罗斯的工作过程中您还
遇到了哪些问题，您是否认为当前
的投资环境不够好？ 您对俄罗斯政
府就远东投资吸引力提升而采取的
措施有何评价？

-当然许多问题亟待解决，特别
是经济特区投资吸引力的提升问
题。�因此我建议俄罗斯联邦总统协
助创建项目公司。

经济特区的建设-是一个很好的
提议，但目前做得还远远不够。�
同时有时潜在投资者还会受到一些
消极影响-所有这些问题必须逐步
解决。

JGC Evergreen�(入驻哈巴罗夫斯克
超前发展区)：�建设能够全年种植蔬菜

的温室综合体。�

实现投资�

5�亿卢布,  
�

计划投资至�

20�亿卢布。

“紗友里”�(入驻康卡拉斯工业园区):�
位于雅库特的由“北海道集团”参与
建设的能够全年种植蔬菜和青菜的温

室。�投资�

13�亿卢布.,��
�

其中来自日本的投资�–��

12.4 亿卢布

"新煤炭码头"（入驻弗拉迪沃斯自由
港）。�该项目在日本国际协力银行�
（日本国际合作银行）的参与下进行

的。�投资总金额，�

606�亿卢布.,�

来自日本的投资份额–��

485�亿卢布

由日本公司参与的并使用远东地区发展新机制的投资项目实例

文章依据�tass.ru材料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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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EZ «Beringovskiy»
coal mining

ASEZ «Kamchatka»
tourism, logistics

«Kamchatka brewery»
soft drinks production

«Petropavlovsk»
gold mining

«Amuragrocomlpex»
logistics

Soybean processing plant

Bridge over  
Amur river 

ASEZ «Belogorsk» 
agriculture

ASEZ  
«Komsomolsk» 

industry

ASEZ «Priamurskaya» 
industry

ASEZ «Amuro- 
Khinganskaya» 

industry

ASEZ  
«Khabarovsk» 

industry
ASEZ «Gorniy Vozdukh» 
tourism

ASEZ «Nadezhdinskaya» 
logistics, industry 

ASEZ «Mikhaylovsky» 
agriculture

ASEZ «Bolshoy Kamen» 
ship building

ASEZ «Yuzhnaya» 
agriculture

«SUEK»
coal mining

Free Port  
Petropavlovsk- 
Kamchatskiy

Free Port
Vanino

Free Port  
Vladivostok

Free Port 
Korsakov

Free Port
Pevek

«Renova»
gold mining

«SiGMA»
gold�mining

«Polyus Gold»
gold mining 

«Vyisochayshiy»
gold mining

«Alrosa»
diamond mining

«Kolmar»
coal mining

«EVRAZ»
ore mining

«Asia Les»
timber  
industry

Industry
industry

Advanced special economic zones (ASEZ)
Free Ports
Investment projects, which have recieved 
govermental infrastructure support
Projects of the Far East Development Fund 

«Agrotek»
pig farm

«Sakhatrans»
logistics

Russian Post
logistics

Waste recycling complex

Fish logistics complex
Dry port

Coal mining

远东发展的新工具的需求 

3,43

创业成本

自由�
港口�"符拉迪沃斯托克"

项目数：�......................................185
吸引投资�(十亿卢布)�............... 255,5
国家投资�(十亿卢布)�......................... �–

投资�
项目

远东发展基金

落实项目数：�................................. 12
落实项目数：�................................. 12
国家投资�(十亿卢布)�.................. 18,4

投资项目
对基础设施补贴

落实项目数：�................................. 13
吸引投资�(十亿卢布)�....................292
国家投资�(十亿卢布)�...................... 34

电能：�
美元/千瓦/小时

9–9,96� 10,5��10���� 14,5��19,27

天然气�
美元/米立方

0,19���

$0,09/米立方

0,19�� 0,34�� 0,34�� 0,37��� 0,6

工业用水�
美元/米立方

0,35���

$0,27*/米立方

0,69���1,23���2,04���

劳动力�
月平均工资��
远东地区

$659,04

远东发展的新工具
的需求

*条款及在远东的新
文书所规定的条件

2,09���

$0,06*千瓦/
小时42�800卢布

发展特区

设立经济特区数：�.......................... 13
项目数：�......................................211
吸引投资�(十亿卢布)�............... 563,2
国家投资�(十亿卢布)：�.................. 34

总计 421项目

1358十亿卢布
2016年12月1日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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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个假定优先发展领域
模式（经济特区）和自由港模式
的主要特征� —� 在税务负担显著
减少。�
首先，在俄罗斯的所有企业

必须支付保险费，以养老基金，
俄罗斯联邦社会保险基金，联邦
强制医疗保险基金。在第一个十
年中从7.6％分到30％分� —� 经
济特区环境下增加到到四倍的幅
度。这样做的好处是除了为企业
的经济利益，促进了就业人数的
增长，因为居民不显著降低社会
支付量。�
二，设置零税率的增值税对

进口经济特区或自由港为使用其
居民的商品（工作，服务）的进
口和加工。关于增值税出口国，
重要的是有退税从预算或抵销额
提交的声明时，要注意的是传统
的企业，有必要等待案头审核的
通过，也只有这样，他们可以收
回的增值税。对于经济特区退税
的居民立即发生，没有任何检
查，受到来自管理公司的经济特
区担保的可能性。当然，这大大
简化了外贸业务的程序。�
不低于10％�—�第三，第五年

所得税为0％的速度5％，并在
未来五年征收。重要的是要注
意的是，经济特区入驻公司应
该得到优先发展境内至少有90

％的利润，否则就不是优惠利
率将适用。
四 ， （ 在 第 一

个 1 0 年 0 — 0 . 8 ）�
适用率降低租金在顶部地面
（0.4从基准利率）和矿物开采
税。�
五，入驻经济特区和自由港

有一个自由关税区的公司，它允
许免税和免税进口，储存和区域
内使用的外国商品的机会，以及
转口货物和设备的出口。在远东
免税商品的第一个已在海关签
发“布拉戈维申斯克� —� 黑河”
驻地“别洛戈尔斯克”的经济特
区�—�采油厂“阿穆尔”2016年
6月3日。由于无关税区的设备
进行施工的厂房首期交付使公司
能够存储1亿卢布
此外，居民们邀请了一些非

税收优惠。最明显的优势是取得
土地未经投标的能力。公司可以
吸引外国工人没有根据简化程序
获得额外的授权。关于居民顶部
和自由港工作专项检查制度。首
先，必须将它们协同远东发展部
进行。其次，检查的时间不应构
成超过15天，不超过40小时，
每年检查为小企业。
� 此外，经济特区居民可申请

在管理公司的费用必要的外部基
础设施。�

超前发展区发展

经济特区居民可申请必要的外部基
础设施，在管理公司的费用

5
1 45
2
3

投资者优势

税收和关税减免，
减少行政壁垒，以
及公司在基础设施
的补贴分配形式的
支持应成为一个强
有力的激励，以吸
引投资者。

在远东地区建
立超前发展区

十亿卢布投资
个人投资者
十亿卢布投资
基础设施预算

13
211

563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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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超前发展区模式成为了投资温室综合体的
热门地区

之后工地展开了热火朝天的建设-
投资者建设起了面积2.5公顷的温
室综合体，每年能够种植1000吨
西红柿和黄瓜。2016年5月综合体
迎来了第一次西红柿和黄瓜的大
丰收。

虽然该项目在超前发展区出
现前就已经制定，新俄日公司的
入驻推动了企业实行优惠税率。�
JGC获得了退休基金和社会保险
基金的保险费优惠税率，以及优
惠的盈利税和财产税。

“超前发展区驻外代表的特惠
制促进了项目的成功发展，为企业
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可能性”，-公
司总经理Tomoyuki�Lgarashi强
调。�公司计划-将温室综合体的规
模扩大到10�公顷。�这将满足哈巴
罗夫斯克边疆区和周围地区居民全
年对新鲜蔬菜的需求。�第三建设
阶段的投资总额约20亿卢布。�已
经创立了64个工作岗位，计划扩大
到140个。�

明年公司计划扩大黄色，红

JGC Evergreen俄日公司
作为超前发展区的第一批入
驻企业不仅建设了公司还将
产品推向了市场。 远东发
展企业与JGC Evergreen
于2015年10月签订了“哈
巴罗夫斯克”超前发展区的
商务实现协议。 

�JGC�EVERGREEN�
投资总金额���
约�20亿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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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橙色甜椒的品种。�JGC未来还
将种植草莓。�预计，这将减少从中国
进口食品的规模。�此外，为了还可能
在冬季向中国供应蔬菜。

“许多地区正在寻求建设新鲜蔬
菜种植温室的可能性，因此我们看到
温室综合体在远东地区发展的巨大潜
力”，�–��Lgarashi先生指出。�

的确，还有一项温室工程正在雅
库特的“康卡拉斯工业园区”超前发
展区积极开展。�在该超前发展区还
有另一家日本企业入驻-“北海道”
，该公司为建设新鲜蔬菜和�青菜全
年种植温室投入12.4亿卢布�
（项目总投资额-13.3亿卢布）。�这
处建设在永久性冻土上的项目已经完
成了植苗，2017年初将迎来第一批收
获。�预计，至2021年企业最大生产
力可达到每年2200吨农产品-番茄，
西红柿和青菜。�“北海道”之所以
对项目的成功实现充满信心，主要是
基于雅库特的天然气价格比日本北海
道便宜12倍。

第三个大型温室项目由“绿色农
场”有限责任公司在�“勘察加”超
前发展区承办。�公司计划在�口岸建
设全年性温室综合体。�堪察加边区
伊丽莎白区码头。�在“泽列诺夫斯
基湖”工农园内建设的综合体面积达
5公顷。�该项目的生产力将达到每年
2千吨黄瓜，�1千吨番茄和40万颗生
菜。�考虑到该地区的隔离性和气候
限制，项目对于勘察加极为重要：�
项目的实现可以使边疆区总体的蔬菜
自足率从10%上升至25%。��目前勘
察加边区全年对温室蔬菜（番茄，黄
瓜，青菜）的需求量约17000吨，而
其中约70%的蔬菜都从中国进口。�

远东超前发展区高科技项目的实
现促进该地区农产品进口替代潜能的
不断发展。�值得指出的是，日本公
司成为了首批进驻企业。�超前发展
区的模式已经开始试用-其中包括行
政特惠制和优惠税率。��Igarashi先
生称，�“超前发展区的入驻企业特
惠制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可
能性”。

9月21日 –  
“阿穆尔-兴安”超前发展区
“阿穆尔-兴安”超前发展区�
（犹太股份公司）项目开展
的第一批申请进入远东发展
集团�在中国投资者的参与下
公司计划建设大豆深加工厂
（年生产力达到30万吨），
木材深加工厂（年生产力超
过2万立方米木材）并在“尼
日列宁斯基”工业园区建设
商务酒店。��
还有一项来
自“Dalgraphite”公司的申
请：�投资者计划在联盟石墨
产地的塔巴里赫斯基地段建
设采矿选矿联合企业。

10月14日- 
“大石”超前发展区
俄罗斯政府通过颁布法令来
扩大滨海边疆区“大石”超
前发展区的范围。�补充入超
前发展区的5个地段计划建
设鱼产品保存与运输物流中
心，同时为“启明星”造船
厂职工建设住宅楼。�

10月25日-  
“哈巴罗夫斯克”超前发展区
“哈巴罗夫斯克”超前发
展区的入驻企业“Techno�
nicol-远东”工厂正在积极
开展出口项目。�工作初期
便与中国有了合作。�10月
份向加拿大供应了生产的第
一批石棉。�产品销往温哥
华海域，客户为当地的夹心
结构材料生产商。�

11月8日-  
“山岚”超前发展区
将在“山岚”超前发展区域
内实现南萨哈林新航空客站
的建设投资项目。�新的航
空客站带有多层停车场和酒
店，预计于2019年建成。�项
目投资规模达到42亿卢布。�
航空站的建设能够大大提升
南萨哈林航空港的客运量。

11月15日-  
“康卡拉斯工业园区”超前
发展区
在副总理-远东地区俄罗斯
总统全权代表尤里•特鲁德
涅夫走访萨哈共和国（雅
库特）期间访问了“康卡
拉斯工业园区”超前发展
区。�这里有三家企业正准备
投入运营。��它们是"BIGE"
油漆涂料生产公司，“萨
哈-lipsnele”固体燃料持久
燃烧锅炉生产厂和全年运营
的““紗友里”温室综合体
公司（使用日本技术种植蔬
菜）。�

11月16日-“勘察加”超前发
展区
“城市415”公司将在“勘察
加”超前发展区建设现代的
鱼类加工�厂，年生产力可达1
万吨。投资规模为6.433亿卢
布。�项目计划在2018年第一
季度实现。��Korea�Traiding�
&�Industries�Co.,�LTD.国际
集团将参与该项目。�韩国合
作伙伴参与其中为企业安装
现代的技术设备。�

远东超前发展区：
入驻企业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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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自由港的 新交通质量
9月23日
我们已经收到了在萨哈林
州，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
和堪察加边疆区的自由港
境内生产配置的要求。

例如，在瓦尼诺港（哈
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投资
者 ‘‘Prime’’ 股份公
司规划建设第一个在远东
液化烃类气体转运站。原
料将通过铁路运输和海运
出口。�计划的产量-达到
20万吨/年�

在萨哈林地区“南运
站”公司使用现有基础设
施的基础，将组织在科萨
科夫港口一个物流及水产
品加工等行业的项目。�

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
克“新房子”公司进行�建
设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
的中心新140间房的宾馆
的项目，它已经申请自由
港居民。�投资金额-约600
万卢布。�

10月17日
“Aspekt”公司将建立
运输和物流园区在火车站
丘尔金地区在符拉迪沃斯
托克�为购买装卸设备，仓
储设备和接收货物点的建
设，投资将被花费。�公司
将提供广泛存储和货物终
端处理的服务。�该位置
让进行从火车站，从海上
达到的和用车达到货物的
处理。�

11月18日�
“CB�PLAST”公司将建
设第一个滨海边疆区生产
管道系统的工厂。开生产

自由港：
新闻

入驻企业

弗拉迪沃斯自由港入驻企业在向滨海边区输送 
客流时将使用非现金 
结算

“城市交通系统”公司将为符拉迪沃
斯托克的城市交通电子结算系统建设投
资18亿卢布。�投资项目的基础是先进
的技术，它们的优点证实韩国和新西兰
类似的解决方案的实践经验。�该项目是
与韩国公司�Gideon�Systech-运输计费
领域的能力的专家参与实现的。�

俄罗斯与韩国专家研究的运输及提供
电子支付系统的项目，去年8月的时�在
符拉迪沃斯托克项目被进行了测试。�投
资者满意初步的结果。�对公司来说，自

由港居民的申请�是公司能直接在大规模
引进新的技术阶段获得行政特惠和税收
减免的步。����

本项目“城市交通系统”的期间是
10年，它包含在滨海边疆区采用万能统
一塑料的电子结算系统并发展它。�实现
的第一步是��-�采用专用自动化的设备装
备城市和区域的运输工具（公共汽车，
无轨电车，有轨电车和缆车)，它允许
开展公共交通车费没有司机和售票员的
实际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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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2017年第一季度。�
我们的任务-驱动生产并
固定位置在滨海边疆区,
远东国内的市场为可靠聚
合管道的生产者，这将是
可能的，由于符拉迪沃斯
托克自由港的特惠，�-�指
出，“CB�PLAST”伊戈尔�
Bokonyaev总经理。

11月24日 
在2017年第一季度
内“Naladka�-DV”�公
司将在滨海边疆区开生
产热能电力设备�-�个人热
站。�多功能的系统是从模
块组装的，并在工作中使
用热水及蒸汽。�该设备可
以在公寓楼，公共建筑和
滨海地区的工业企业车间
使用。�在使用模块式热战
情况下，供暖,热水供应费
的减少将达到50%。

11月24日 
“Idalgo”公司打造在符
拉迪沃斯托克高科技的洗
衣房。项目启动预计2019
年第三季度。�私人投资总
额将达到23.2万卢布。�在
建设工业复合体内，计划
引进现代高科技设备，它
让接受城市大企业及公司
的订单，以及为私人提供
服务。

自由港：
新闻

入驻企业
<<<

该装置�-�所谓的钱箱�-�是一个能接受
乘客的现金（硬币，纸币）以及找零钱
自动的设备。�该设备能给予现金和软件
基础设施让使用自动化会计和报告。�此
外，在该系统采用各种各样的时间及空
间的传感器，摄像机和向中央服务器在
线数据传输各种协议的摄像机。�

按照Gideon�Systech集团总经理
Чой�Лжи�Ёна先生的话�，在大
部分最大韩国城市的公共交通已经使用
类似的进行支付车费的现金箱10多年，
每日这个设备简化许多人及许多成千上
万的旅客的生活。��此外，现金箱的工
作明确了运输业务，这应该能给业主带
来好处：�清除灰色地带并取消现金结
算,让企业自由使用银行的融资及租赁的
服务。

根据�“城市运输公司”有限公司总
经理，韩国生意人的合作伙伴�-�德米特
里*格里岑科的话，实现项目的第二步是
统一塑料支付系统的实现及它与维萨,万
事达国际银行系统�和俄罗斯"和平“系
统的联合。�这将扩大卡的可能性。�随
着系统的发展，用本卡我们可以不仅支
付车费，而且进行商店费并支付各领域
的服务。�本系统，例如，在香港得到了
成功，当地居民使用八达通卡：�除了运
输费外，还可以在商店和餐馆支付。�

为考虑申请，对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
港提供业务计划,它需要18亿卢布的总投
资。�这些巨款是设备，软件，服务及其
它基础设施花费的。�秋天时投资者将开
始安装工艺设备，明年年初所有城市公
交车�-�大约600件设备�-�将采用钱箱。�

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的经济体制，按
照相同的联邦法律，有效在15个滨海边
疆区南部的市政地，�哈巴罗夫斯克州
（瓦尼诺港），萨哈林地区（科萨科夫
港），堪察加地区（彼得罗巴甫洛夫斯
克港,�楚科奇在南部的滨海边疆�(佩韦克
港）�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的居民有行
政的特惠和税收优惠。�符拉迪沃斯托克
自由港的管理公司是“远东发展集团”
股份公司。

“符拉迪沃斯托克”　自由港

项目数量– 185

吸引的投资（亿卢布） - 255.5

2016年12月1日的数据

如果想成为自由港的居民，你应该向管理
公司申请�-�远东发展集团”股份公司。”�
申请以后，申请人与管理公司签署自由港
活动的协议，根据该协议把相应证书发给
居民。

自由港：

申请
www.erdc.ru

成为自由港的居民

“符拉迪沃斯托克”　自由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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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案例

如何获得补贴在基础设施

√�投资者：�股份有限“
马特罗索夫矿场»�公
司（“黄金极”）。

√�项目：采矿和加工企
业在马加丹地区“娜
达尔卡”�黄金矿场的
基础上建设�是在马加
丹州的地区

√�项目的设计容量：�每
年处理860万吨的黄
金矿石

√�项目的私人投资额：�
八十八点�五十六十亿
卢布。

√�十年的税务付款：�三
十九点八十亿卢布

√�岗位：�1921�
√��需要对基础设施：�

创建220千伏的“乌
斯季—噢穆秋格�到�
新—噢查克的电路
线（2线135公里）;�
220千伏新—噢查克
的电路线”。建设成
本�—�九点九六七十
亿卢布（国家出口总
公司正面意见）

分配补贴金额
十亿卢布
9.94√

1 � � “林穆”股份有限公司将参
加，俄罗斯远东发展部2015年10月
20日宣布的投资项目选择。按照财
务计划，净现值为负。财务模型已
经通过财务顾问各自的资格要求的
结论证实。财务顾问的结论的存在
是在投资项目的选择参与的先决条
件，具有相似的作用，可以执行提
供贷款前10家最大的金融顾问，评
级机构的投资者或机构，部分由俄
罗斯联邦财政部认可的任何银行。
此外，文件全包按照投资项目的遴
选程序提交了投资者。�
按照俄罗斯联邦东部发展部投资

项目的选择方法，生产的基础上的
指标，如应用程序的权重排名：公
共和私人投资的比例，民间投资的
生产量与计划量的比例，地区生产
总值的增长，未来支付价值财政预
算投资。�
再加上股份有限“利穆”公司的

15个项目已提交，其中选取6，包
括3个选择项目�—�与中止的条件。�

参与的选择投资项
目，国家基础设施
的支持，投资者必
须有一个商业计划
和财务模型项目，
显示出的情况下该
项目的负净现值建
设必要的基础设施
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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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基础设施支持其他项目的例子：

2 � 评选结果在小组委员会
对投资项目的政府委员会的远
东地区实施的远东和贝加尔地
区，2015年12月23日的社会经
济发展会议上获得批准。�

3 � � 2016年3月23日俄罗斯总
理部长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公
共资金用于基础设施支持三个投
资项目，其中分配签署了一项法
令。资助项目代表在994亿卢布
的金额。�

4 � 2016年4月29日按照基础
设施支持国家的过程中，投资者
已经与俄罗斯远东发展部投资协
议签署。�
作为投资协议的一部分，投资

者承担实施的项目在时间和选择
规定的参数范围内。关于该项目
的矿山在投资者的娜达尔卡矿区

存款义务的建设是声明卷创建生
产能力矿业场，以及投资的实施
和工作场所的1931年创建。

5 � 俄罗斯远东发展部与投资
者之间的东部经济论坛� II签署了
第二份文件需要� —� 赠款协议。�
在此协议框架下，投资者提供必
要的创造外部基础设施的手段，
以及承担其建设方面的承诺。
因此，架空线路和变电站建于
2018年，2019年初投产。补贴
给投资者应移交给联邦财政部打
开，并按照财政部既定程序所花
费的帐户。在2016年，投资者
被分配五点一五六十亿卢布，其
余资金�—�在2017年和2018年。
这确保了创建的基础设施和投

资项目的实施同步。
根据双方协议，投资方提供

第三方的个人及独立担保返回俄
罗斯联邦预算补贴资金违反协议
或关键性能指标成就的盛会。
由于基础设施支持项目的

NPV状态变为正的结果;项目将
成为投资者的吸引力，还有就是
它的实施由投资者的经济可行
性。
在“罗马”乘数的项目的情

况下为每1卢布预算资金的私人
投资9卢布。通过税收，这是投
射在企业工作，基础设施投资将
在10年内还清四倍。
在提供基础设施支持远东和

贝加尔地区的投资项目的国家的
主要作用是新兴产业，就业机
会和增加各级财政预算，这将有
助于该地区发展的收入部分的创
作。

远东发展部宣布投资
项目的选择。�股份
有限“林穆”公司将
参加

政府批准小组委员会
的选择

国家拨款的政府法令
被分配

投资者签署与俄罗斯
投资协议远东发展部

投资者签署了赠款
协议

项目启动

2015年12月23日� 2016年3月23日� 2016年4月29日� 2016年9月2日�2016年10月20日� 2019
1 2 3 4 5

实际案例：补贴的分配给投资者进行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

煤炭生产投资项目由SUEK集团实施，收到的资
金用于公路桥梁超过Chegdomyn河流和乌尔加
尔，铁路和电力线路的建设。总量州投资�—�15.�
4亿卢布，而私人融资额至237亿卢布。该项目将
创造足够多的就业岗位�—�2�451，并会带来税收
收入138亿卢布。�

在国家补贴为代价矿山
企业“依纳格林斯基”�
在雅库特（本公司“科
尔马”）是建变电站价
值5.6亿卢布。新的基础
设施，可以让您与私人
投资的228.7亿卢布的
总体积启动一个项目。�
10年项目将138.8亿卢
布的税收收入预算，创
造就业岗位1200。�

公司以“堪察加啤酒
厂”�获得了补助为7
亿卢布用于创建基础
设施量：车道和外部
供水网络。私人投资
将11亿卢布的税收减
免�—�一点五五十亿卢
布在十年里，创造50
个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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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的投资项目
该工厂的建设对大豆的深加工

地区：阿穆尔州
行业:�农业
资本支出:�5500万美金。
EBITDA：35—45百万美金
IRR:�35%
项目描述：豆制品加工厂的计划年生产量�
—�10万吨大豆。该项目容量大豆浓缩为42
万吨。和18万吨大豆油的吨。主要市场�—�
东南亚国家。

该工厂的建设用于生产产的车辆使
用的配件

地区：阿穆尔州
行业:机械制造
资本投资：3500百万美元。
EBITDA：1030�百万美金
IRR：20%+
项目描述：项目涉及用于生产的，使
用方法，精益生产和大规模生产所传
来豪华车的车型中，高科技零部件创建一个现代化厂房�雅居乐，
允许生产范围广泛的产品，并迅速切换到�最有前途/产品要求/。

零部件生产在俄罗斯比发达国
家便宜30—50％的潜力。
该工厂的建设生产甲醇

地区：阿穆尔州
行业：石化
资本投资：700�000�000美金
EBITDA：130—150百万美金
IRR:�20%+
项目描述：项目的发起者�—�
ESN集团，俄罗斯最大的能源
及工程集团。该项目涉及天然
气化工厂年产甲醇120万吨建设
瓦特/电子装载站Skovordino
旁边。安装将位于西伯利亚管
道的力量，确保天然气在一个
恒定的流量第一条东西伯利亚
管道�十�亿³。�该项目配备了充
足的后勤和基础设施：铁路，
火车站及仓储。

建设购物中心在滨海边疆区

地区：�滨海边疆区
行业：�房地产
资本投资：4000万美元。
EBITDA：20—30百万美金
IRR:�20%+
项目描述：�项目涉及重点放在奢侈品百
货（巴宝莉，劳力士，卡地亚，豪爵，江
诗丹顿，普拉达），购物中心的建设。购
物中心总可出租面积�—�2万平方米。基地
租金��—�以每平方米�800美元/平方米²每
一年。地点购物中心交通可达�—�39公里
至机场54公里至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中心。

+7�(495)�540�4163�
info@investvostok.ru
www.investvostok.ru

所有项目的更
多信息�—�远
东的专家机
构，以吸引投
资和支持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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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的投资项目

创建船厂
地区：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
行业：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
资本支出：6千万美金.
EBITDA：�15—30�百万美金
IRR:�20%+
项目描述：新船厂将用于捕鱼，乘客和其他民事法庭区域性需
求作出反应。常年：每年3�—�5艘。主要焦点在第一阶段中：大
型渔船为其在未来10�—�20年的需求会因为一个过时的舰队�高
新配额制度抓绑在俄罗斯制造商购买船只。

该厂深建设鱼类加工

地区：�滨海边疆区
行业：�渔业
资本投资：1.5亿美金。
EBITDA：4千万美金
IRR:�15%
�
项目描述：鱼的深加工工厂的
建立将产生6—7万。鱼片和半
成品吨。预计进入出口市场通
过合作伙伴关系的一个主要零
售商（用于生产自有品牌的零
售商）。可以添加速冻半成品
线出口到欧洲。

联系建设纸浆厂

地区：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
行业：林业
资本支出：1亿美金
EBITDA：160—240�百万美金
IRR:�15%
项目描述：建筑的每木材集群500—750万吨纸浆厂
的能力�—�目前收获近（降低资本成本），与W�/�D
便捷的物流，港口，或到中国北方（对于OPEX的降
低）。该工厂将建在靠近上的河流��阿穆尔斯克，最
近的港口是瓦尼诺港（545公里铁路长度)

该机构的主要目的�—�吸引在俄罗
斯远东地区的投资。我们正在积
极参与投资过程中，我们每个项
目有深入的了解，并与项目支持
者和当局合作，协助投资者。机
构将很乐意帮助你在远东寻找和
实现有吸引力的投资项目联系：�

+7�(495)�540�4163,�info@
investvostok.ru

www.investvostok.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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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比去年
到远东旅游流的增长速度鼓励投资者

远东联邦区占1/3以上俄罗斯联
邦的面积。�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
独特的自然，文化，历史和人种学
的景点，地区有各类旅游发展无疑
的潜力。�

据远东地区的资料，2015�年�
游客人数达到270万人，其中210
万人�-�俄罗斯联邦公民，60万人�
-�来自国外的游客。�2015年�旅
游流增长相对于2014年超过10％
。�根据该地区的预测，2016年
游客总数为360万人，同比增长
超过35％。�2016年主要增长的
动力是国内旅游（从2.1万人�至
30万人的增长速度）。�

按照入境旅游的统计，远东地
区的冠军是滨海边疆区，有显著滞
落后的阿穆尔州，萨哈林州和哈巴
罗夫斯克边疆区。�对国内旅游来
说，这里有滨海边疆区，哈巴罗夫
斯克边疆区，阿穆尔州和堪察加边
疆区的四个冠军�

专家指出，目前远东地区旅游行
业不太发达：�缺乏旅游基础设施。�
在地区生产总值旅游的比例只有1-2
％。�行业主要包含小企业的组织。�
但是，很显然，在远东地区旅游业
可以成为小型和中小型企业发展的
动力，社会发展，城市环境，提高
公民的社会福祉的�跃进�。�

需要支持远东旅游企业是十一
月在政府会议听取的。�“对远东酒
店及其他旅游住宿的设施提供给最
低所得税率，这个决定直至2021年
年底生效，，”�-�说梅德韦杰夫。�

在远东地区旅游业发展的方式�
包含在区域的加速发展的公共政
策。�该法“关于符拉迪沃斯托克的
自由港”提供了通过位于自由港境
内的检查站简化签证入境。�这些措
施还没实现了，但现在协调使用“
电子签证”的形式�-�也就是说，这
种类型签证（停留�-�8天），是用简
易方法:经由网络在三天内办理的。�

行业:旅游 

459140
152,7

166,0

177,7

554,7

3 051,6

主远东地区的旅游流（入境旅游和
国内旅游，2016年 预测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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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夫球场

地区： 滨海边疆区，符拉迪沃
斯托克市
资本支出： 3，5千万美金
IRR:�25%+
项目描述： 在发展的综合娱乐胜地"
滨海边疆区"是计划建立一个高尔
夫球场复杂的有100个房间的酒
店和俱乐部饭店。�

宾馆

地区： 堪察加地区，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
资本支出： 3，5千万美金
IRR:�30%+
项目描述： 建设170间客房4级*的酒店，受国际
运营商的管制。�建设地块位于堪察加彼得罗巴
甫洛夫斯克的中心，并包括城行人一部分的市
发展规划。

宾馆 

地区： 滨海边疆区，符拉迪沃斯托克市
资本支出： 4千万美金
IRR:�30%+

项目描述： 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金角湾水域的的
宾馆的建克。�该项目包括豪华400房间的酒店
以及娱乐场所、餐馆。

远东招商引资及促进出口局为
您提供关于这些和其它投资项
目详细的信息 
（www.investvostok.ru）。

此外，该法“对符拉迪沃斯托
克的自由港”对实施该项目的居
民的投资者提供项目税收优惠和
行政特惠.�鉴于对自由港的居民最
低投资额为500万卢布，这种经济
模式，可以影响小型和中小型旅
游的企业。�

法律“关于超前发展区”，
也提供大旅游领域项目的特惠。�
要指出，至少有两个在地区建立
的超前发展区有旅游目的地�-�超
前发展区“堪察加”（堪察加边
疆区）和超前发展区“山上的空
气”（萨哈林州）。�在这两个超
前发展区居民已被注册，建设旅
游基础设施（酒店，水上乐园，
滑雪场，为轻型飞机机场等）实
施的投资项目。�使用联邦和地区
的资金，规划建设基础设施，比
如游船的码头（彼得罗巴甫洛夫
斯克港），温泉水的基础设施，
（“Paratunka”区，堪察加边
疆区），滑雪场的基础设施建设“
山上空气”（萨哈林州）。�

应该注意的是，在远东已准
备好立即实施三个机场现代化和
重建的投资项目�-�在哈巴罗夫斯

克，Elizovo（堪察加边疆区）和
南萨哈林斯克。�大概，两个将是
在超前发展区情况下实现的（哈
巴罗夫斯克，南萨哈林斯克）�

远东旅游业发展的另一个独
特优点-�游戏区（滨海地区的南
部）。�今天在综合娱乐度假胜地
的领土“滨海”只有一个对象（
酒店+赌场）;虽然有这种产品强
烈的需求。�

为远东旅游业发展，今日有潜
在的突破性解决方案的思路，其
中发展到唯一对象工业旅游（航
天发射场“东方”，knaaz，钻石
和金矿);�造成服务新的水平，通过
行业专家和中小型企业的的培训;
大规模的旅游产品的发展和它的
邻国旅游的发展。�在2017年内，
马加丹州�想发展并推出“记忆的
路线”，它包括古拉格集中营的
位置”，滨海边疆区指出，从各
种各样的中国城市�包机服务发展
的有前途�，表达的思是，“推动
名为“无转基因”的远东旅游：�
健康食品，健康水，健康的空气。�

1 439,3 
1 548,0 

1 678,8 
1 876,6 

2 175,8 

2 995,5 

547,7 474,0 483,3 562,0 603,0 629,0 

2011 г. 2012 г. 2013 г. 2014 г. 2015 г. 2016 г. (прогноз) 

Туристский поток в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м федеральном округе  
с 2011 г. по 2015 г. и прогноз на 2016 г. 

(по данным субъектов ДФО), тыс. человек 

  - въезд российских туристов   - въезд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туристов в РФ по линии туроператоров 

从2014年至2015 年 远东游客流 
（根据数据远东主体） 
和 2016年的预测， 
万人

- 俄罗斯游客的进入

-外国游客进入俄罗斯 （旅游观光者）

旅游业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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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察加半岛 — 新旅游品牌

在过去一年的游客数量  
堪察加半岛上的突破  

18万人 

投资项目

不同于大多数国家的主体，在
堪察加地区有没有必要解释为
可以在半岛看到游客。关于火
山和山区河流和质朴自然的间
歇泉都在俄罗斯和国外是众所
周知的。“我们有滑雪和单板
滑雪的良好条件�—�滑雪上火山
的斜坡上，你几乎可以全年。
这里惊人的捕鱼和狩猎。在� 近
日，开发接收到的事件旅游”�
—� 这样刻画了州长弗拉基米·
伊柳欣边旅游的机会。
今天，堪察加地区提供了关

于改进温泉，从火山的山坡触
及极端下坡过程广泛的旅游活
动。半岛广泛的生态和民族人

文旅游，狩猎和捕鱼。什么是
重要的，它吸引游客和旅游活
动：来到«白令»��—�一个传统的
狗拉雪橇比赛，“火山天”与
群众攀登，终于形成为一个独
立的旅游产品存在的陨石坑。
主要障碍旅游基础设施的

发展是传统上从主要交通要道
半岛的偏远相关的问题。这些
问题，但是，可以成功地解决
了：仅在去年的游客人数增
加了三倍，超过了18万人的
数量。据估计，在保持现有力
度，并成功实施的基础设施投
资和旅游的，10年，这一数字
将上升到800万人的一年。

该项目的
成本 465 
百万卢布

“泽列诺夫斯吉湖”
�温泉度假村，包括150间客
房从商务到经济舱行政和医
疗大楼。该度假村将提供：
健康中心是一个中心有完整
的治疗和预防服务，自然游
泳池与温泉水，空间水处
理，健身和健身大厅。

该项目的
成本200亿

卢布

“彼得火山”
�建筑全年旅游综合体，旨在
港口和度假区相结合，这将
提供给游客一个全方位的服
务：酒店和娱乐中心，门控
的发展，室内和室外体育设
施，滑雪场，越野滑雪等。

“我们认为，旅游业的影响依然会增加。除了大
型项目正在兴建的小旅馆，主题酒店。今年堪察
加爱好者高兴的游客一种新的极端休息��—�生活
在一个冰屋旅馆”�—�弗.�伊柳新

机场
�作为该项目的一部分，计
划建立一个新空港综合体—�
国内航空公司建立国际运输
和建筑服务。新机场的建设
将大大提高交通基础设施的
质量。

该项目的
成本32亿

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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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  
地方堪察加

顶端   5
火山�-�堪察加半岛的主要名胜古迹。�
半岛有从几百到上千的火山。�大部
分是活火山，为观察火山爆发，�经常�
来自世界各地游客来到这里。

沐浴在温泉 �堪察加喜欢的娱乐之
一，尤其，冬天的时候。半岛有150
个大型的温泉。

古利里斯克湖��一个最大的鲑鱼的产卵地。�湖占约海拔300米大
的盆地，Ilinskiy�Dikiy�及�Greben火山环绕它。�产卵的时候几
十个熊集合在胡上，你可以用特殊塔观看它们。

阿瓦查湾�-是�在世界上最大的之一。�弯的长度-24公里，入
口的宽度-�3公里，总水面面积-215万平方米。�冬季的时候
湾不会结冰，使得堪察加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口常年。

堪察加的谷�在世界上最大
的间歇泉领域之一，在欧
亚大陆是唯一的。�达到这
个地方没有直升机是不可
能的。�但这种印象是值
得的！



俄罗斯东方经济策划 11月2016年

24

事件 执法事实和观点 项目

事件

俄联邦远东地区发展部
MINISTRY�FOR�DEVELOPMENT��
OF�THE�RUSSIAN�FAR�EAST
+7 (495) 531-06-45  msk@minvr.ru   www.minvr.ru

远东发展集团
CORPORATION�FOR�DEVELOPMENT��
OF�THE�RUSSIAN�FAR�EAST
+7 (800) 707 55-58  info@erdc.ru   www.erdc.ru

远东贸易发展局
远东贸易发展局
+7 (495) 540 41-63  info@investvostok.ru   www.investvostok.ru

远东发展基金
远东发展基金
+7 (495) 540 47-37  info@fondvostok.ru  www.fondvostok.ru

远东人力资源发展局
AGENCY�FOR�THE�DEVELOPMENT�OF�HUMAN��
CAPITAL�IN�THE�FAR�EAST
+7 (495) 123 47-27   info@hcfe.ru  www.hcfe.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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