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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机会 



  

人口是1 498,8 多 

到底什么是秋明州呢？ 
秋明州位于俄罗斯东部和西部之间,是 

北方石油和天然气工业区之间的纽带。 

      

祝事业一帆风顺很
荣幸能在秋明见到
你期待我们的合作  

西伯利亚大铁路干线连接俄罗斯其他地区中
心区域。  

有来自Roschino机场(秋明),德国, 阿塞拜
疆,乌兹别克斯坦,亚美尼亚和 塔吉克斯坦
定期直达国际航班,以及每 天飞往莫斯科
的10条航线,飞行时间为 2小时40分钟。  

俄罗斯最大的泥炭
储量(2.6十 亿吨)  

有37个活跃的油气藏。在该
地区的南部预测资源量估计
为1.8十亿吨 

木材储量估计924万立方米。潜在的采伐量
每 年高达1560万立方米  

矿泉水（25万立方米） 

砂浆砂（4.42亿立方米）与粘土显著储量（3.97亿立方米） 

16.01万平方千米  

该地区固有的战略是最短的访问路线汉特 - 曼西斯克
和亚马尔 - 涅涅茨自治区的最大 的石油,天然气和基
础设施项目的市场。  

穿越西伯利亚大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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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你应该选择 秋明州? 

经济工业化 

• 在过去10年新生49个公司; 

 

前1名 

• 秋明是俄罗斯十大区域领导人之一。 

 

税收优惠 

• 减少部分区域的所得税3％; 

• 企业的财产税率下降（0％自投产之日起
三年并且投资规模高于300百万卢布的各
类工业嫁给部门); 

• 提供土地和运输税收优惠; 

• 投资贷款制度低于7％。 

工业园区 

«三位一体» 原则(互通音讯 , 税收优惠 , 廉价
租金) 。 

 

专业支持和维护“FULL OCNSTRCUTION” 

• 行政支持的投资项目。 

 

可用性先进的研究中心和高浓度科学集群 

• 该地区有40多个科研院所 

 

人口的高消费能力和高生活水平 

 

员工素质培训的机构的发展 

我们的区域拥有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和研究机构 

 

大型的国际和俄罗斯的公司信任我们: 



区域生产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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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生产总值增加了两倍 

十亿卢布 



主要经济比重 

炼油厂 

石油化工 

黑色冶金业 

玻璃制造 

生物技术生产 

 % 比 2007 年 

 
10 年的 工业生产指数增加了两倍(依照2017年的结
果:102,6%) 

依照2018年的结果- 108,1%  

加工工业- 111%  

2006年的水平 



固定资本投资增加了3倍从2007年到2017年 

2017年比2016年19,9 %高（可比价格） 

主要的经济比重 

十亿卢布 



已经建成及重建500km区域及市政道路，47座桥梁，21

个交通枢纽，超过400km的地区及地方道路已经修复 

 

Roschino （秋明）国际机场的重建工作已经完成 

（每天有10个航班飞往莫斯科，2017年的旅客周转量超

过了170万人。根据这一指标，机场被列入苏联解体后国

家20个最大机场之一） 

东绕道建设 

立交桥Montasznikov - 铁路 立交桥Stavropolskaya - 

Melnikaite 立交桥Respubliki - 十月五十年 

Chelyuskintsev大桥  

 

“医疗城”项目正在建立一个提供高科技医疗服务
基站。 

地面设施的发展 



综合财政支持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 

提供土地网站和设在市政财产的房地产 

提供土地和交通的税收优惠 

降低所得税率的3%  

减少物业税税率(0%,从试运行的总投资为300亿卢布为各类制造行业之日起3年) 

提供补偿的产业基础设施工程装置的成本达50% 

补贴第一批设备租赁费用(设备成本高达50%),租赁支付利率和贷款利率 

五年的投资贷款低于3% 

以“一个窗口”的原则提供行政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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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投资项目 

财政支持 

协助获取许可文件 

在投资项目实施中与市政教育
的互动组织 

基础设施（技术连
接）方面的援助 

协助申请地块 

投资项目的准备和
实施过程的支持 

支持投资者 

秋明州总计投资项目超过600个，投资金额超过1.6万亿卢布，提供就业岗位超过4.3万 

“一个窗口”原则的行政支持 

秋明州投资机构 

投资者申请 专家委员会评估 投资项目支持 



工业园区 

 

 
工业园 

有基础设施的现成场地； 

优惠租金； 

组织集中； 

独自管理公司，全面的服务 
 

 

 

 

经济开发区 
 

在几年内为居民自动优惠地区
税 

资金支持 

 
补偿贷款合同下的部分租赁物
品全额融资利率（适用于居民） 

 

 

 

 

  

工业园和经济开发区 



" Borovsky " 工业园区 

2 га, 

ООО ТПК 

«Ягоды 

Плюс» 

1,2 га 

2 га, 

ООО 

«Рост 

Гриб» 

ООО «Тюмень 

Прибор» 

1,4 га 

1,9 га 

3,1 га 

2 га 

1 га 

2 га 
ООО 

«ЛАНДИС» 

ООО «Магия 

Вкуса» 

ООО «Прованс» 

ООО «ЭнергоТехСервис» 

ООО «НГ-ГРУПП» 

ООО «СибБурМаш» 

电力 4兆瓦 

气体 380立方米/小时 

建1.5公里的道路，在碎石业绩。 沥青混凝
土路面，计划于2018 

供水和环境卫生 

500立方米/天 



" Bogandinsky " 工业园区 

 

4.9 兆瓦  (30兆瓦 - 2018) 

电力 

气体 
1200立方米/小时 

路 
7公里 

供水和环境卫生 

体积：1000立方米/天  

600立方米/天 

总面积267.9公顷. “ Bogandinsky ” 工业园区有两家车间。总面积（一个） 267.9 平方米 。 



总面积135 000平方米 。 

建筑面积：135,000平方米 

 

领土面积：23公顷 

 

有铁路。 

 

保护区。 

发展工业的 计划： 《DSK-500》 产业园区 



农工业园区" ISHIMSKIY " 

Р-402 - А/д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назначения 

«Тюмень-Омск» 

Агр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парк  

4.9 兆瓦 

电力 

气体 

1200立方米/小时 

供水和环境卫生 

1200立方米/天 

S=38.9每公顷 



我们在秋明州等您！ 

优先投资领域和项目： 
 

1. 石油和天然气工程 

• 测井仪器，管道配件，油管设备，电气设备，井下设备和井口配件等设备的
生产工厂建设 

2. 石油化工及化学工业 

• 建设生产乙烯基丁醚，聚乙烯产品，钻井液的工厂 

• 建设加工聚合物和硫的工厂 
3. 食品工业和农工业综合体 

• 建设土豆加工厂 

• 建设温室复合体 

• 建设生产奶酪，家禽肉酱的工厂 

• 建设栽培蘑菇的工厂 
4. 森林及木材加工业 

• 建设生产中密度纤维板（MDF），定向结构刨花板（OSB）及桦木半成品的厂子 

• 锯木厂 
5.医药和药剂 

• 建造用于生产药品，医疗设备和工具的工厂 

• 发展«医疗城市»高科技医疗项目 
包括建立物流和批发配送中心的项目，泥炭和腐泥的开采和加工项目以及其他各行业的项目 



秋明州投资基金 

 

秋明市，Hohryakova路53号 

电话：+7 (3452) 49 99 44 

邮箱：recept@iato.ru 

www.iato.ru  
 

 
 
 

秋明州政府 

谢谢观看！ 

秋明州投资政策和国家企业家支持部 

 

秋明市，共和国路24号 

电话：+7 (3452) 55-64-67, +7 (3452) 55-64-67 

邮箱：dep_invest@72to.ru. 

www.tyumen-region.ru  , www.admtyumen.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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