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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彼得堡

莫斯科

喀山

叶卡捷琳堡

索契

鞑靼斯坦共和国概况

鞑靼斯坦共和国是俄罗斯联邦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共和国位于
莫斯科以东800公里的大型工业区中部，在伏尔加河和卡马河的交
汇处。

鞑靼斯坦共和国

首都：喀山

鞑靼斯坦共和国

•	 官方语言：鞑靼语和俄语

•	 主要宗教：伊斯兰教和东正基督教

•	 行政区域划分：43个市镇和2个市区	
（喀山市和卡马河畔切尔内市）

•	 鞑靼斯坦共和国总统鲁斯塔姆·	努尔加利耶维奇·明尼哈
诺夫

•	 鞑靼斯坦共和国官方网站：	
www.tatarstan.ru

6.78万平方公里
总面积

390万人
人口

614.2平方公里
总面积

120万人
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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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卡捷琳堡

鞑靼斯坦共和国位于俄罗斯联邦中心，在东欧平原，
在伏尔加河和卡马两条最长之一河流交汇处。鞑靼斯
坦共和国与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楚瓦希亚，马里
埃尔和乌尔都利亚共和国接壤。领土长度：南向北
290公里，西至东460公里。

鞑靼斯坦与其他国家没有直接边界线。

	温带大陆性气候
	零上24.8摄氏度	 七月份平均气温（最暖月）
零下9.3摄氏度	 一月份平均气温（最冷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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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俄罗斯联邦总统荣誉证书（2009年）

“鞑靼石油公司”董事会主席，“鞑靼石油化工投资控股”
董事会主席，“沟通投资石化”股份公司董事会主席，鲁宾
足球俱乐部董事会主席。

根据在2012年实现的地区领导人对企业家“友好政策”研究
的结果，鲁斯塔姆·	明尼哈诺夫居第一名。

鲁斯塔姆·	明尼哈诺夫是俄罗斯联邦功勋运动员。他是赛车
运动迷和专业赛车手，经常参加鞑靼斯坦、俄罗斯和国际比
赛，包括欧洲冠军赛。能自由驾驶直升机。	他是在公共行政
职能中积极引进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持者。

1996	至1998年	-	鞑靼斯坦共和国财政部长。

在1998年，他领导鞑靼斯坦共和国政府。

2010年3月25日，鲁斯塔姆·	明尼哈诺夫宣誓就任鞑靼斯坦共
和国总统。

经济学博士（2003年）。

鲁斯塔姆·明尼哈诺夫
鞑靼斯坦共和国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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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喀山联邦大学成立于1804年，是继莫斯科国立
大学后俄罗斯最古老大学。国际性，世界认可
的高质量教育中心。根据“时代高等教育”评
级，它是俄罗斯五所最好的大学之一。大学吸
引来自100多个国家的数千名国际学生。

文化
鞑靼斯坦共有约二千家文化休闲中心，一千五
百多座图书馆，115个	
文化艺术教育机构，36个剧院类机构，15个音
乐机构，“喀山”国家马戏团以及动植物园。

在喀山举行下列重要活动：
•	 鞑靼民族传统犁节；
•	 鲁多利夫·努里耶夫国际芭蕾舞节；
•	 费多尔·沙利亚平国际歌剧节；
•	 喀山国际穆斯林电影节。

1518
图书馆

152
博物馆

18
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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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
鞑靼斯坦共和国旅游潜力巨大，地理位置优
越，自然丰富，具有大量历史遗迹，发达的交
通运输和旅游基础设施。
喀山是鞑靼斯坦共和国的首都。这座拥有一千
多年历史的城市，是俄罗斯十大城市之一。喀山
具有有不同历史阶段1600多个古迹。
鞑靼斯坦具有150多个文学，纪念和艺术形象当
地历史国家博物馆。在共和国领土上，有3个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	喀山克里姆林宫，
保加利亚历史考古综合体和乌斯佩斯基大教堂
以及斯维亚斯克岛修道院。

运动
鞑靼斯坦共和国是俄罗斯联邦体育领袖地区之
一。体育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第二十七
届世界夏季大运会（2013年）和FINA水上运动
锦标赛（2015年）。共和国举行2017年联合会
杯和2018年FIFA足球世界杯的比赛。
鞑靼斯坦被评价为俄罗斯最佳体育地区。在共
和国首都的领土上，具有最好的水上运动场和
喀山竞技场。
共和国体育基础设施为运动员和运动爱好者提
供广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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鞑靼斯坦经济
鞑靼斯坦共和国是俄罗斯联邦经济最发达的地
区之一，对其经济作出重大贡献。

鞑靼斯坦共和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强大而
多样化的工业，高度智力潜力和高素质的工作
质量。鞑靼斯坦共和国占俄罗斯农业用地的2.2
％，占该国农业总产量的4.4％。共和国工业
由石油化工综合体（石油生产，合成橡胶，轮
胎，聚乙烯和各种精炼产品生产），生产竞争
力产品（卡车，直升机，飞机发动机，河流和
海洋船舶，汽车）的大型机械制造企业;	以及先
进的电气和无线电仪器的生产而构成。

44.1%
聚乙烯

“卡玛斯”公共股份公司在俄罗斯超过14吨载重汽
车市场上占有份额	（车辆登记数据）	
据2016年底数据等于56％

45%
合成橡胶

23%
轮胎

鞑靼斯坦共和国在俄罗斯经济中的份额等于：

中小企业	
在鞑靼斯坦的地区生
产总值中的份额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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鞑靼斯坦共和国的地区生产总值

2016年地区生产总值结构，%

其他 矿产开采

加工 
生产

贸易

建筑

运输和通讯

农业

电力，天然气和水
的生产和分配

14.5 %
8.7 %

6.8 %

7.6 %

2.6 %

19.2 %

20.9 %1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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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系统
联邦税费

分类 税率

在俄罗斯联邦领土上有效 在鞑靼斯坦共和国领土上有效

增值税 一般情况下等于18%（取决于所销售商品或提供
服务的类型：	
10%	-	儿童用品，食品等，0%	-	出口产品）

一般情况下等于18%（取决于所销售商品或提供
服务的类型：	
10%	-	儿童用品，食品等，0%	-	出口产品）

利润税 20%（2%	-	联邦财政，18%	-	地方财政） 20%，可以减少到15.5%*

消费税 取决于产品类型

矿产开采税 取决于开采矿物种类

保险费 30	% 30	%

地方税

财产税 不可大于	2.2	% 2.2	%

运输税 取决于注册文件中指定的马力的发动机功率 取决于马力的发动机功率。可以减少到0.1%

地方税

土地税 不可大于：
0.3	涉及土地;
1.5	涉及其他土地

由市政实体代表机构的规范性行为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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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税费

分类 税率

“阿拉布加”经济特区 “伊诺波利斯”经济
特区

“切尔内”超前发展区 投资项目	*

增值税 一般情况下为18%
（取决于所销售商品或提
供服务的类型：10%	-	儿童
用品，食品等，0%	-	出口
产品）

自由海关区制度。

18	% 18	% 一般情况下为18%
（取决于所销售商品或提
供服务的类型：10%	-	儿童
用品，食品等，0%	-	出口
产品）

利润税 2	%	—	前5年;
7	%	—	后5年;
15.5	%	—	到2055年。

0	%	—	前5年;
5	%	—	后5年;
13.5%	—	到期后

5%	—	前5年;
12%	—	后5年;

15.5	%

消费税 取决于产品类型

矿产开采税 取决于开采矿物种类

保险费 14	% 14	% 7.6	% 14	%

地方税

财产税 0	% 0	% 0	% 0.1	%

运输税 0	%
车辆注册后10年内

0	% 取决于以马力计的发动机
功率。

取决于以马力计的发动机
功率。

地方税

土地税 0	% 0	% 0	% 由市政实体代表机构的规范
性行为而确定

*		对于执行投资项目并与鞑靼斯坦共和国订立投资协议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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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目标是为投资者提
供有利条件和建立长期关
系

鞑靼斯坦共和国投资发展署

鞑靼斯坦共和国成立了专门的国家吸引投资机
构。

鞑靼斯坦共和国投资发展署成立于2011年6
月，是鞑靼斯坦共和国（鞑靼斯坦共和国机
构）的执行机构，其行使以下问题的权力：

•	 吸引投资；

•	 投资项目的支持和实施;

•	 参与形成有利的投资环境;

•	 提高鞑靼斯坦共和国的投资吸引力;

•	 公私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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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成功的四个步骤

投资发展署利用“一个窗口”技术来支持投资者。对于投资者建议以下程序：

1.	 向机构提交申请;

2.	 确定投资者要求：
•	 提供共和国的多行业信息材料;
•	 选择投资场所;
•	 帮助解决与部委有关的问题。

3.	 项目法律支持：
•	 协助形成一揽子必要文件;
•	 与各部委协调一揽子文件;
•	 提供与法律，税务等问题有关信息。

4.	 签署协议：
•	 与各部委互动协调签署投资协议;
•	 组织双方签订投资协议的过程。

5.	 项目启动。

www.invest.tatarstan.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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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tatarstan.ru

鞑靼斯坦共和国投资门户网站

所需信息可以世界11种语言而提供—对于鞑靼斯坦共和国	——	鞑靼语和俄语，商务英语以及德语，法语，西
班牙语，土耳其语，阿拉伯语，汉语，日语和韩语。世界人口的2/3使用这些语言，最重要的是这些国家是共
和国最大的潜在伙伴。此外，投资门户网站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快速反馈。在网站上，您可以轻松找到合适
专家的联系人并与他联系。在联系后24小时内，用户可以收到直接反馈。潜在的国内外投资者将有机会获得
有关鞑靼斯坦省投资基础设施，机构，行政环境以及该地区正在实施的投资项目的详尽信息。在门户网站发
布的鞑靼斯坦共和国总统视频发言也是关键因素。该网站上还有专门针对鞑靼斯坦共和国投资者俱乐部的部
分	—这是在未来有望带来有趣的协同效应的投资者社区。来到鞑靼斯坦的大型投资者成为这个俱乐部的正式
成员，这使他们有机会留在共和国的商业生活中心，收到最新消息，不仅在专业领域与同事沟通，而且还建立
了个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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鞑靼斯坦共和国为投资
者提供最佳条件

鞑靼斯坦在俄罗斯地区排名下列业务占第一名：

•	监管和法律规定;

•	商业环境；

•	基础设施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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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布加”经济特区
www.alabuga.ru

“阿拉布加”经济特区成立于2006年，投资者提供运输和海关基础设施的完善的工业场所，以及一些税收和
海关优惠。居民公司包括	Ford	Sollers,	Saint-Gobain,	Air	Liquide,	Rockwool,	Sisecam,	Hayat	Group,	3M,	
Coskunoz,	kastamonu,	HAVI	Logistics,	Armstrong,	Dizayn	Group,	RMA	Rus,	Automotive	Glass	Alliance	
Rus,	Huhtamaki	Foodservice	Alabuga,	Drylock	Technologies,	SARIA	Bio-Industries	Volga.

“阿拉布加”经济特区的居民获得以下税收优惠：

•	 利润税由标准的20%降低至13.5%;

•	 从车辆登记之日起十年免征运输税;

•	 会计报告自财产登记之日起十年免征财产税;

•	 经济特区领土上10年土地税免征;

•	 对于税收，可以应用较高的折旧率（即标准折旧率不应超过规范的两倍）

迄今为止，共有49家居民企业
6.057多亿美元由联邦和地方政府用于“阿拉布加”经济特区的基础设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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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诺波利斯”经济特区
www.innopolis.com

伊诺波利斯是新城市的项目，将团结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高素质专家，从而加强俄罗斯联邦的创新潜力。经济
特区是伊诺波利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创业投资吸引力重要因素，对居民企业提供开展业务和有效开
展项目提供最有利条件。

伊诺波利斯是俄罗斯的一个新城市，位于鞑靼斯坦共和国。城市经济是以高科技产业为基础。在伊诺波利斯创
造了独特的城市环境，拥有现代化的住宅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安全环境，广泛的教育机会和专业发展。

对“伊诺波利斯”经济特区的居民企业优惠和特权：

•	 特殊税收制度

•	 特殊海关制度

•	 以优惠条件获得必要的基础设施

•	 土地租赁优惠条件

•	 获得高素质人力资源

•	 吸引外国高素质专家的补充机会

•	 简化管理模式。

155 000人
计划人口

60	000位
高技能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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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河畔切尔内推动社
会经济超前发展区
卡马河畔切尔内推动社会经济超前发展区是在2016年建立。

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地区	—	是俄罗斯联邦主体领土的一部分，包括封闭的行政地区建立，在这里根据俄罗斯联
邦政府的决议，实施企业和其他活动的一种特殊的法律制度以吸引投资，确保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保障人民生
命活动创建舒适条件。

使用年限为10年，有可能延长5年。

对超前发展区的居民投资项目要求：
•	 在卡马河畔切尔内单一城市范围内落实投资项目；

•	 允许经济活动种类列表；

•	 创造就业机会：
•	 对新的企业	—	在落实项目的第一年不少于20个。
•	 对现有的企业	—	不低于近三年内法人实体员工的平均数；

•	 资本投资额在列入清单后的第一年不低于500万卢布，而后期等于5000万卢布。	

•	 吸引外国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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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姆格拉
德”	科技城市
www.himgrad.ru
“希姆格拉德”	科技城市-这是2006年成立的
俄罗斯首个获得认证的工业园区。“创意-资
本”有限公司是该项目管理公司。

项目居民企业是在低吨位化学，聚合物加工，
纳米技术，资源节约和能源效率，医疗技术等
领域工作的公司。“希姆格拉德”	科技城市是
世界级的场地，可够满足服务质量和安置条件
方面的国际公司的期望。

”奇斯托波尔“	
工业园区
www.chistopolinvest.ru
“奇沃斯托尔”工业园是占地292公顷的工业
区，其中包括道路，电力，燃气和水设施等共
同基础设施以及污水处理厂。

基础设施：
•	 集中供气;	互联网通讯；

•	 锅炉容量为45兆瓦（二类）;

•	 供水量为575立方米/小时

•	 集中排污系统，处理能力为259平方米/小时

131公顷
科技园区

292公顷
园区占地

6900人
工人平均数量 
（每年增加550人）

8兆瓦
电能

260家公司
居民企业数量

500 000平方米
房屋建筑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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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卡姆
斯基工业园
www.kipmaster.ru
成立日	-	2004年7月29日

“大师”卡姆斯基工业园目对旨在组织生产具有竞争

力的产品和服务，用于工业，技术和消费目的高效快

速补偿投资项目而开放。“大师”卡姆斯基工业园是

专注于机械制造业唯一启动工业园例子。“大师”卡

姆斯基工业园作为中小大型企业之间代表中间商。“

大师”卡姆斯基工业园出现由于在大型企业条件下无

法生产汽车零部短时创造现代成本效益需求。

”秋利亚奇“	
工业园区

”秋利亚奇“	工业园区于2012年成立，是首个位于

农村的园区工业综合体，基于选择生产原料对各行

生产各种产品，而不于行业性优先原则。使用具有

生产发展的无穷无尽的潜力聚合材料是专业化的基

础。

”秋利亚奇“	工业园区建立目标：

•	 到2015年组织至少30-35个现代高科技产业。

•	 到2015年至少创造350-450个工作岗位，到2018年

不低于900个，这将确保秋利亚钦斯科耶市政区积极

人口外流减少为50%。

•	 帮助增加市政预算收入25-35%。

•	 在秋利亚钦斯科耶市政区和邻近地区促进创造创业发

展的新机会和激励措施。

•	 奠定现代生产和科学实验基础，作为进一步发展的基

础。

260
居民企业

60000平方米
办公室

369 500平方米
生产厂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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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姆斯基耶	波利亚内”工业园

“卡姆斯基耶	波利亚内”工业园成立于2008年，是一家专注于加工聚合物的工业场所，满足汽车，家具，纺

织工业，包装材料和消费品生产的需求。该项目的主要目标是在鞑靼斯坦共和国建立生产聚合物加工高科技

网络。

到目前为止，“卡姆斯基耶	波利亚内”工业园是占地为230多公顷的预备区，拥有所有必要的基础设施，包

括：

•	 拥有容量为60兆瓦的自动模块化锅炉房，高达10千卡/小时的自由热源;

•	 电力容量高达10兆瓦;

•	 天然气供应，由新的12大气压天然气管道，以及气体分配点，以3大气压的水平向消费者提供天然气。

•	 供水，由家庭和饮水机提供到五千立方米/天

•	 粪便排污系统，可提供高达5000立方米/天的处理。

•	 通信（固定，移动（Megaphone，Beeline，MTS），互联网（光纤）。

该项目交通便利：

•	 位于“下卡姆斯克-奇斯托波尔-奇斯托波尔-喀山”高速公路，

•	 距联邦公路M-7“伏尔加河”90公里	，

•	 90公里到沙利巴弗利高速公路，作为“欧洲	-	中国西部”国际运输走廊的一部分，

•	 50公里到	“卡马河畔切尔内-扎因斯克-阿尔梅季耶夫斯克-布谷利马”	高速公路；

•	 最近的城市是：下卡姆斯克-	50公里，卡马河畔切尔内-	90公里，奇斯托波尔-	60公里，扎因斯克-	50公

里，阿尔梅季耶夫斯克-	100公里，喀山-	190公里，莫斯科	-	1000公里。

•	 最近的火车站位于：下卡姆斯克-	50公里，扎因斯克-	50公里，克鲁格洛耶	波列-	75公里。

•	 项目离“别吉舍沃”机场70公里

另外，可以提供最多500平方米的办公空间以及专业保安公司的服务。

www.kamapark.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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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
塔特石油	
公司
www.tatneft.ru
塔特石油公司-	是俄罗斯垂直一体化的石油和天
然气公司，总部位于鞑靼斯坦共和国的阿尔梅
耶夫斯克市。这是俄罗斯第六大石油公司。

“塔特石油”有限公司的主要业务是：
•	 油气勘探开采;

•	 天油加工和营销;

•	 石油产品;

•	 银行服务（通过其Bank	Zenit和Bank	
Devon-credit分公司）。

卡玛斯
www.kamaz.ru
卡玛斯-是位于鞑靼斯坦共和国卡马河畔切尔内
市俄罗斯卡车制造商。
卡玛斯成立于1976年。现在该重型车出口到世
界各地，包括东欧，拉丁美洲，中国，中东，印
度尼西亚，印度和北非。“卡马斯”卡车以十三
次纪录赢得了“达喀尔”拉力赛。
“卡马斯”-	是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最大的卡车
制造商。该厂每年生产43	000辆卡车。

43	000辆
载重汽车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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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山直升机
www.russianhelicopters.aero
	“俄罗斯直升机”-直升机行业的世界领先企业之
一，俄罗斯直升机的唯一开发商和制造商也是世界
上有能力设计，制造，测试和维护现代民用和军用
直升机的少数几家公司之一。“俄罗斯直升机”控
股公司隶属于俄罗斯技术国家集团。“俄罗斯直升
机”在世界市场最有前途的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	 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第一制造商;
•	 世界中型和重型直升机第一生产商;
•	 世界第一武装直升机制造商。
属于控股的企业是独特技术的开发商，该技术用于
制造畅销品过程。

	

www.zdship.ru
	位于泽列诺多利斯克市马克西姆高尔基工厂”是俄
罗斯领先企业之一，2005年庆祝其工业活动110周
年。泽列诺多利斯克市“马克西姆高尔基工厂”的
生产技术基地由各种允许建造各种中小型船舶现代
造船车间而组成。船舶的建造是在配备强大的起重
机设备，冬季采用水除霜系统的发射对接室的封闭
的地方通过逐步渐进块法进行。这使无论天气状况
在各年度进行施工，而进行高度技术准备的船舶下
水并执行系泊测试。

泽列诺多利斯克市	
马克西姆高
尔基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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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	
牛奶
www.tatarmilk.ru
纯牛奶是鞑靼斯坦共和国最大的牛奶加工商，也是
全国唯一一个	
全生产链的农业企业。

“纯牛奶”集团机构包括九家乳制品厂，其中五家
是共和国最大的。都是现代化的工厂，配备了高科
技设备。

NEFIS	
集团
www.nefco.ru
NEFIS集团是俄罗斯最大的日用品生产商之一：油脂
和家用化学品。

	“Nefis	Cosmetics”有限责任公司是化学产品制造
商：家用化学品（肥皂，洗涤剂，干洗剂，液体洗
涤剂），蜡烛，工业脂肪酸，甘油，增塑剂，浮选
等树脂。

Invent
"Invent"集团是俄罗斯大型工业和工程控股，专注于能源，石油和天然气，建筑和工业市场。集团公司主要业务：配电
板设备，高压电缆，热工程产品，金属结构，石油化工和石油工业化学试剂生产。

下卡姆斯克轮胎
shinakama.tatneft.ru
	"下卡姆斯克轮胎“公共股份公司是轮胎行业最大的企业之一，在俄罗斯联邦和独联体国家拥有轮胎制造商的领先地
位。该公司生产KAMA和KAMA	EURO品牌汽车轮胎。在200多种标准尺寸和轮胎模型的范围内，包括由“Kama”科技
技术中心专家研发的轮胎模型。	"下卡姆斯克轮胎“公共股份公司是俄罗斯市场上第一家向菲亚特，大众，斯柯达国外
厂商供应自造轮胎。	"下卡姆斯克轮胎“公共股份公司是俄罗斯市场的第一轮胎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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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卡姆斯克石化
www.nknh.ru
俄罗斯最大的石油化工厂之一，	位于下卡姆斯克市（鞑靼斯坦共和国）。该公司占世界异戊橡胶市场的43％
，下卡姆斯克石化是全球合成橡胶市场的主要参与者之一。	16％丁基橡胶。该公司的橡胶被所有主要的国际
轮胎制造商使用。下卡姆斯克石化在俄罗斯塑料市场占据领先地位，是国内最大的苯乙烯塑料（聚苯乙烯和
ABS）生产商，也是俄罗斯最大的聚乙烯和聚丙烯生产商之一。所有塑料厂都是在过去15年内建成的，并以
现代全球认可的技术为基础提供广泛的产品。

生产以下产品：合成橡胶，塑料，单体和烯烃衍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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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鞑靼斯坦的世界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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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基础设施
运输交通是鞑靼斯坦共和国工业和社会基础设施的关键方面之一。运输交通	-	这是该地区领土完整，经济空
间统一的主要指标。运输交通鞑靼斯坦共和国与俄罗斯其他地区联系起来，也是该地区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
基础。
鞑靼斯坦共和国位于主要运输路线的交汇处：
•	 公路和铁路从东向西延伸，连接西伯利亚，乌拉尔，东欧和俄罗斯西部地区;
•	 公路，铁路和河道从南到北，连接黑海，伏尔加河地区，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地区。
鞑靼斯坦共和国拥有发达的运输网络。它是基于公路，铁路，四条航行的河流：伏尔加，卡马，维亚特卡，
贝拉亚，石油和天然气管道，多条航线。
共和国内有共和国以及联邦路线总长度为1.46万公里，其中1071.8	公里是联邦的（包括M7“伏尔加”
，M5“乌拉尔”，“喀山-乌里扬诺夫斯克”，“喀山	-	奥伦堡”）。主要铁路通过泽列诺多尔斯克，喀
山，阿格雷兹（莫斯科	-	叶卡捷琳堡路的一部分），和位于共和国东南部的石油生产地区（莫斯科	-	车里雅
宾斯克线路的一部分）。最大的交通枢纽是喀山，阿格雷兹，泽列诺多尔斯克，布谷利马，下切尔内。
“西欧	-	中国西部”洲际走廊也经过喀山。鞑靼斯坦具有3个货运港口，4个客运港（喀山，下切尔内，奇斯
托波尔，下卡姆斯克），6个河运码头。喀山河口与俄罗斯的欧洲部分，波罗的海，白海，里海，亚速夫海和
黑海通过联合深水系统相连。
鞑靼斯坦是东欧最大的管道运输中心。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管道从阿尔梅季耶夫斯克和布谷利马到到东北工
业中心（彼尔姆），东（乌法），东南（奥伦堡），西南（萨马拉）和西（喀山）。从鞑靼斯坦石油运往欧
洲国家是“友谊”管道的起点。

共和国的主要城市与俄罗斯，独联体37个城市以及	
国外的常规航线相连。在共和国领土上有2个国际机场“喀山”和“别吉舍沃”



喀山。城市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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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维亚日斯克区域间多
式联运物流中心”
位于“南-北”和“西-东”国际交通走廊交汇处可进入联邦路线，斯维亚日斯克区域间多式联运物流中心将来
成为货运到沃尔加地区的核心。

终端将成为沃尔加地区出口货物的主要转运点，也是国际运输走廊运输货物的主要河港。

另外，按国际运输走廊组织货物运输，可以满足国内外消费者在运输服务方面的基本要求，尽量减少“门到
门”货物整体运送资源成本。

斯维亚日斯克区域间多式联运物流中心结构：
•	 铁路车站

•	 河流港口

•	 装卸场地

•	 服务对象

2010年
项目启动

2010年
建设第一阶段

2016–2018
建立经济特区，建设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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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3公里
通过俄罗斯领土

3425公里
通过中国领土

2787公里
通过哈萨克斯坦领土

	
“西欧	-中国西部”交通走廊
与现有的替代运输走廊（如跨西伯利亚铁路和通过苏伊士运河的海路）相比，该项目的主要优点是其长度和运
输时间。

如果考虑海上走廊需要14天，而跨西伯利亚铁路需要45天时间，不过连云港到欧洲边界的运输走廊“西欧	-	中
国西部”只需10天。该项目将在三个主要领域提供货运服务：中国	-	哈萨克斯坦，中国	-	中亚，中国	-	哈萨克
斯坦	-	俄罗斯	-	西欧。

新建筑材料，包括混凝土涂层的广泛使用显着提高了道路的强度和耐久性。

圣彼得堡	-	莫斯科	-	下诺夫哥罗德	-	喀山	-	奥伦堡	-	阿克图拜	-	克孜勒	-	奥尔达	-	谢姆肯特	-	塔拉斯	-	科尔代	-	
阿拉木图	-	霍尔戈斯	-	乌鲁木齐	-	兰州	-	常州	-	连云港走廊的总长度是8445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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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山会展
喀山会展的建设工程将于2018年竣工。在这里将举行世界技能大赛«WorldSkills	Competition-2019»。

喀山会展可分为三部分：3个大型展览馆，临时展馆和酒店。展览馆内还有新闻中心，行政办公室，VIP	/商业
区，车间，零售空间，公共餐饮区，医疗设施和698个车位的停车场。

展览中心将成为举办最大型国际盛会的主要平台。

169 000平方米
总面积

6500万美元
投资总额

113 000平方米
展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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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技能大赛	World	Skills	2019
世界技能大赛World	Skills	-		是每两年在不同国家举办的年轻人的专业技能国际竞赛。

竞赛60年历史上，在2019年首次在俄罗斯喀山举行。在喀山举行的世界技能大赛World	Skills	2019是新的高
峰，前景光明，吸引新的全球合作伙伴，进入项目实施新市场的机会。

喀山拥有多数参与者举办大型活动的丰富经验。到2019年，鞑靼斯坦共和国的首都计划举办20多个国际体育赛
事，40多个国家和国际体育赛事，包括首脑会议，联欢节和比赛。重要的物质和非物质遗产和经验，以及必要
的基础设施和资源的可用性，使喀山有机会主办和组织最雄心勃勃的项目。

www.worldskills.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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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罗斯注册外国企业

今天在俄罗斯联邦有3个外国企业组织的主要种
类：
•	 子公司;
•	 代表处；
•	 分公司。

方案一：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是法定独立的最常见形式之一（法
律实体），其中强制要求最小（最少）数量要求企
业的所有者（创始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
资本为不具有股东证书的股份，因此按照俄罗斯安
全法规的要求，不得在俄罗斯指定的国家协会注册
为证券。公司每位业主的参与份额（股份）取决于
对资本的贡献金额。

股份公司
股份公司通常在俄罗斯用于创建新企业因为更复杂
要求，下面仅提供有关这方面的主要信息。
股份公司有两种主要形式	-	公共股份公司（参加人
数不限）和封闭式股份公司（参加人数不超过50
人）。
股份公司的参与份额按照俄罗斯立法要求分配。
这些公司在财务部门而注册。

方案二：代表处
外国公司可以在俄罗斯通过代表处开展业务。外国
公司的代表处不是独立的法人，在俄罗斯代表外国
公司利益。代表领导由外国公司任命，依据代表权
力行事。代表处在俄罗斯联邦司法部和/或俄罗斯工
商会注册（选择影响到认证条件）。
除了认证外，代理举办过程还包括向税务机关注
册，统计数据和国家预算外资金的主要内容提交，
以及开设银行账户。

方案三：分公司
外国公司可以在俄罗斯使用分公司开展业务。外国
公司的分公司不是独立的法人实体。分公司是外国
公司的分支机构，它执行功能的全部或一部分。分
公司进行独立的商业活动。分公司必须在俄罗斯联
邦司法部注册大厅内注册认证。除认可外，分公司
的注册流程还包括在财务部门的注册，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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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政策 

外国公民和无国籍人士必须出示证明其身份的有效
文件，并得到俄罗斯联邦的承认，以及从俄罗斯进
出境的签证。	根据俄罗斯联邦国际条约认可的外国
公民（外国公民或其他文件的护照）的身份证明文
件。
允许没有签证进入俄罗斯联邦领土的国家公民与俄
罗斯联邦签署了相互访问的国际协定，确保在没有
签证的情况下进入和离开俄罗斯联邦领土。（俄罗
斯联邦与阿塞拜疆共和国，亚美尼亚共和国，白俄
罗斯共和国，摩尔多瓦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共和
国，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和乌
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已签署了有关相互免签证旅行的
协定。）

俄罗斯联邦的公民身份可以通过以下理由获得：出
生时：
•	 由于在一般程序中获取俄罗斯联邦的公民身份;
•	 由于以简化的程序获取俄罗斯联邦的公民身份;
•	 由于恢复了俄罗斯联邦的公民身份;
•	 以及由联邦法律或俄罗斯联邦国际条约规定的

其他理由。

一般和简化的程序在材料的基础，具有条件，（一
般顺序	-	1年内，简化的顺序	-	从提交所有必要和正
确执行的文件之日起6个月）和决策能力的差异。
一般来说，俄罗斯联邦总统进行决定，简单方式的
话，俄罗斯联邦区域移民局长。俄罗斯国籍没有配
额。以社会，种族，民族，语言或宗教信仰为依归
的俄罗斯联邦获得公民资格的优惠权利尚未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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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鞑靼斯坦共和国的总
领事馆和外国代表处

白俄罗斯共和国
使馆部门
喀山市卡尔·马克思路61号	
420015，+7（843）236-99-48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总领事馆
喀山市斯帕尔塔科夫斯卡娅路6号	
420107，+7	(843)	526-58-49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总领事馆
喀山市卡尔·马克思路8/13号	
420111，+7（843）202-05-92

匈牙利
使馆部门
喀山市斯帕尔塔科夫斯卡娅路6号	
420107，+7	917	266-26-99

土耳其共和国
总领事馆
喀山市高尔基路23/27号	
420015，+7（843）299-53-10

法国共和国
名誉领事馆
喀山市弗拉基米尔·库腊金路1号	
420054，+7（843）278-4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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鞑靼斯坦共和国驻外代表处

哈萨克斯坦
鲁斯塔姆·瓦尔利乌洛夫
鞑靼斯坦共和国驻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全权代表
地址：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阿斯塔纳市博戈姆拜·巴特尔路6号VP-2
办公室。
电话：+7	(7172)	230-210,	+7	(7172)	230-225
传真：+7	(7172)	230-210
电子邮箱：tatpred@gmail.com

法国
伊斯坎德·尤苏波夫
鞑靼斯坦共和国在法国共和国的全权代表
地址：法国，75015，巴黎，Lourmel，45
电话号码：+33	(1)	462-230-03
传真：+	33	(1)	462-230-04
电子邮箱：lskander.fr@mail.ru

土耳其
艾拉特·加陶尔林
鞑靼斯坦共和国在土耳其共和国的全权代表
地址：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Ruzgarlibahce	Sok.
Yesa	Is	Merkezi,	Blok	1,	Kat	6,	Kavacik
电话号码：+90	(216)	537-77-00
传真：+	90	(216)	537-77-02
www.tatartrade.com

阿塞拜疆
阿尔弗雷德·扎基罗夫
鞑靼斯坦共和国常驻阿塞拜疆共和国代表
地址：阿塞拜疆共和国，巴库，
	Suleiman	Rustam	st.,	55a
电话：+	994	(12)	440-96-29,	+	994	(12)	441-89-94
电子邮箱：postpred.az@mail.ru

土库曼斯坦
鲁斯兰·卡比罗夫
鞑靼斯坦共和国在土库曼斯坦的全权代表
总部：744001，土库曼斯坦，阿什哈巴德，
Ave	Bitarap,	102,	Apt.	28
电话号码/传真：+7	(99312)	21-76-34
补充办公室：744000，土库曼斯坦，阿什哈巴德，
st.	Bitarap	Turkmenistan	shayly,
602“卡玛斯”培训服务中心
电话号码/传真：+7	(99312)	23-40-25(26)

全权代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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鞑靼斯坦共和国贸易和经济代表处：

白俄罗斯共和国
伊列克	加菲亚图尔林
鞑靼斯坦共和国驻白俄罗斯共和国贸易和经济代表处
地址：白俄罗斯共和国，20012,
明斯克市，	乔尔诺戈路，21a
电话:+375	(17)	268-13-54
Fax:+375	(17)	268-13-59
电子邮箱：tatarstan_bel@mail.ru

乌克兰
罗斯季斯拉夫·瓦希托夫
鞑靼斯坦共和国驻乌克兰贸易和经济代表处
地址：乌克兰，252021，基辅，	格鲁舍夫斯基路，28/2
电话:+38	(044)	253-55-88
传真：+38	(044)	253-35-15
电子邮箱：office@tprt.com.ua

乌兹别克斯坦
拉米利·沙基罗夫
鞑靼斯坦共和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代表
地址：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700031，
塔什干市	瓦希·瓦路
电话:+998	(71)	12-03-017
传真：+998	(71)	252-40-22
电子邮箱：prtuz@mail.ru

古巴
列伊拉·塔泽特季诺瓦
鞑靼斯坦共和国驻古巴共和国贸易和经济代表处
地址：Cuba,	N1,	vedado	Ciudad	de	la	Habana
电话:+53	(7)	204-98-66
传真：+	53	(7)	204-56-65	(+8)
电子邮箱：adci@enet.cu

芬兰
阿利比纳·拉希穆尔利纳
鞑靼斯坦共和驻芬兰贸易和经济代表处，俄罗斯驻芬兰贸
易和经济代表处一部分
地址：Neovostoliiton	Kaupallinen	Edustusto
Suomessa,	Tehtaankatu	1	C
00140	Helsinki	14	Finland
电话:+358	(9)	664-528
传真：+358	(9)	652-435
电子邮箱：tat.repr@kolumbus.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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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
古泽利·萨利霍瓦
鞑靼斯坦共和国驻捷克共和国贸易和经济代表处
地址：Sibirske	nam.,	1027	16000	Praha	6	CR
电话:+420	224-311-268
传真：+420	220-517-081
电子邮箱：tatarcz@volny.cz

瑞士
古泽利·萨利霍瓦
鞑靼斯坦共和国驻瑞士贸易和经济代表处
地址：Switzerland,	1204,	Geneva,	Rue	de	la	Rotisserie,17
电话:+41	(22)	310-85-57
传真：+	41	(22)	310-85-57
电子邮箱：tatarstan@bluewin.ch

美国
罗伯特·加利林
鞑靼斯坦共和国驻美国贸易和经济代表处
地址：USA,	2001,	Washington,	Connecticut	Avenue
电话:+1	(202)	232-59-88
传真：+1	(202)	232-29-17
电子邮箱：Roert.Galiullin@tatar.ru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
	马尔谢利·吉利亚佐夫
鞑靼斯坦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贸易和经济代表处
地址：100600，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东城区，东直门内大
街，马杓胡同27号
电话号码：+86-10-844-076-28
传真：+86-10-844-076-28
电子邮箱：Marsel.Gilyazov@tatar.ru
网站：http://www.russchinatrade.ru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季穆尔·海鲁特季诺夫
鞑靼斯坦共和国驻迪拜的贸易和经济代表处
电子邮箱：RepresentationDubai@tatar.ru
地址：Dubai	(UAE)	Р.Р.	Box	116742	Business	Bay,
Citadel	tower,	office	2903
电话:0097	143	605	477
传真：0097	143	605	477



鞑靼斯坦投资发展署

46

俄罗斯，鞑靼斯坦共和国，喀山，
Agronomicalheskaya	11，420049

电话:+7	(843)	570-40-01
传真：+7	(843)	570-40-01
电子邮箱：tida@tatar.ru

www.tida.tatarstan.ru

www.invest.tatarstan.r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