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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期待着进一步合作。

俄罗斯阿尔泰边疆区是一个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很有出口和投资潜力。

阿尔泰边疆区的贸易是出口导向的，80%以上的出口结构来自非原料非能源领域
经济。本地企业主要出口食品、农业原材料、机械、设备和运输工具、木材和           
化工产品以及金属和金属制品。

其中最优先方向包括农工综合体、机械制造业和化工业。

目前，阿尔泰边疆区在荞麦、面粉、乳清粉、谷类、奶酪和奶酪制品、航空轮
胎、天然原料硫酸钠、凿式犁、铧式犁和翻转犁、圆盘耙等产量居全俄首位。

为了促进出口发展，本地政府协助其企业参加国内外展览会、交易会、商业会议
等活动。此外，每年举办阿尔泰边疆区公司的工业潜力推介会，通过贸易商行、
驻外代表机构，俄罗斯联邦海外商务代表处吸引商界，使区域组织能找到新的             
商业伙伴。

本目录是专门为潜在合作伙伴编制的，展示阿尔泰边疆区企业产品的多样性和          
广泛应用范围。

阿尔泰边疆区经济发展部团队
地址：俄罗斯阿尔泰边疆区巴尔瑙尔市科姆索莫利斯基大街118号

电话：+7 3852 206540, +7 3852 206791
邮箱：innov@alregn.ru

3innovaltai.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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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泰边疆区简介

由于阿尔泰边疆区有不少竞争优势，
本地区很有投资潜力

有利的自然环境
有利的地理位置
多种经济
高新技术企业
科学和劳动潜力

联邦管区：
西伯利亚联邦管区

时区：
UTC+7/MSK+4

面积：
16.8万平方公里

人口：
*228.6万

*
 01.01.2022

直线距离：
2934公里

行程时间：
4个小时

莫斯科
鄂毕河畔卡缅

斯拉夫戈罗德
亚罗沃耶

鲁布佐夫斯克

兹梅伊诺戈尔斯克

戈尔尼亚克

阿列伊斯克

别洛库里哈

比斯克

新阿尔泰斯克

扎林斯克

巴尔瑙尔
区域中心

69.21万人口

13.75万人口

20.59万人口

乌拉尔
西伯利亚

远东
俄罗斯

地区的战略位
置提供进入以
下市场的机会：

市场潜力巨大，
总人口超过3900万

1700万人口的市场
距离巴尔瑙尔至努
尔苏丹为950公里 

距蒙古边境770公里

俄罗斯

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蒙古

中国

  西伯利亚大铁路
（俄罗斯的主要货运路线
  和世界上最长的铁路线）
  的突厥斯坦-西伯利亚
  铁路支线穿过本地区

地区生产
*

总值结构

 教育、
保健和社会服务 农业、狩猎业和林业、

渔业和养鱼业

其他

公共行政和
国家安全

  执业、学术、
行政活动

加工工业

   建筑业、
房地产业务 

提供电力、
天然气和蒸汽；
空气调节信息和通信

运输和储存 批发及零售业
*2020年

创新潜力

旅游潜力
阿尔泰边疆区被列入国家旅游评级前十名

10个主要俄罗斯 旅游区之一 

阿尔泰边疆区在技术创新小企业份额方面居全俄首位
（边疆区为15.9%，俄罗斯为5.2%）
在创新潜力方面居全俄12位
在俄罗斯创新地区协会评级中排名第30位

阿尔泰边疆
148区共有

个科研机构

阿尔泰边疆区共有
1000多个旅游机构

地区生产总值

**
地区生产总值

亿卢布7726
17年内区域经
济增长 倍1.5

**2021年数据

1244亿卢布
17年内投资
增长 倍以上2

经济投资

基础设施
阿尔泰边疆区设施齐全，并不断改进

汽车运输 铁路运输

机场 河流搬运

3 1032.9公里个联邦公路，里程达到
区域或市际公路，里程达到15781公里

巴尔瑙尔（BAX）季托夫国际机场
客运量52.19万人次/年
货运量3322吨/年

铁路运营长度1566公里
铁路密度93公里/1万公里

客船队
客运量15.24万人次/年
货运量6232万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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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第一和第五
大家畜64.9万只
牛只27.41万只

*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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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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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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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9,9

1211,3

1141,3

948,0

667,6

37,1% 

11,9% 

1245个组织
从事出口业务

80% – 
非原料非能源出口在总额中的比重

* 根据预测估计的

出口量
百万美元

*出口结构

木材和纸
浆纸制品

金属及金
属制品 机械、

设备和运
输工具

其他产品

食品和农
业原料

矿物

化工产品，
       橡胶

西伯利亚第一
俄罗斯第十八
牲畜和家禽（活重）
约25.0万吨

畜牧业

西伯利亚第一
俄罗斯第四
蜂蜜0.448万
*
2021年数据

俄罗斯第十七
蛋10亿个

俄罗斯第十七
猪只36.47万只

俄罗斯第四
牛奶产量超过115万吨

工业

全国市场的59%
暖气锅炉

全国市场的13%
车厢

全国市场的14%
圆盘耙

俄罗斯第一
航空轮胎

俄罗斯第一
天然原料的硫酸钠

全国市场的15%
焦炭

种植业 食品工业

西伯利亚第一
俄罗斯第四
粮食总产量560万吨

俄罗斯第一
荞麦约60万吨
燕麦53.77万吨

俄罗斯第九
向日葵92.21吨
其中：长茎亚麻采集量
3.6千吨，（俄罗斯第二）
油菜27.3万吨

唯一制造商
阿尔泰边疆区是外乌拉尔唯一的地区生产甜菜的砂糖

俄罗斯第一
面粉94.65万吨

俄罗斯第一
乳清粉1.94万吨

俄罗斯第一
米类43.49万吨

俄罗斯第一
奶酪和奶酪制品6.47万吨

俄罗斯第四
通心粉、古斯米和类似面粉制品
12.2万吨

俄罗斯第一
黄油2.05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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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泰边疆区企业的主要出口物项

食品
农产品
农业机械设备
药品和生物添加剂

锅炉设备
电气设备
油矿机械和设备
铁路技术设备

工业用橡胶制品
化学制品
复合材料制品

与99个远近国家的合作伙伴进行出口业务

十大出口国

哈萨克斯坦

中国

乌兹别克斯坦

美国

白俄罗斯

蒙古

拉脱维亚

吉尔吉斯斯坦

阿塞拜疆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拉脱维亚

白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蒙古

吉尔吉斯斯坦
阿塞拜疆

乌兹别克斯坦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中国

阿尔泰边疆区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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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勒斯商行股份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
156A尔市列宁大街 号，

656037邮编：

+73852500305电话：
邮箱：info@veles22.ru
网站：www.veles-alt.com

自2017年以来，威勒斯商行股份公司在俄罗斯土壤耕作   
设备销售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根据“俄罗斯专业机械设     
备制造商协会”的数据）。 

自2005年以来，威勒斯品牌的设备一直在生产和销售。 

公司产品品种包括大约50个款式，并不断改进以满足农    
场的需求，每年大约生产6台新机器。所有产品都有合         
格证书。VELES在俄罗斯经销网络含50多个代表处。 

到目前为止威勒斯公司已往一下16个国家出口：德国、             
奥地利、捷克、波兰、匈牙利、丹麦、保加利亚、                    
罗马尼亚、摩尔多瓦、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蒙古、拉脱维亚、爱沙尼亚。 

在俄罗斯制造商中威勒斯公司是第一家向德国供应土壤          
耕作设备。

生产范围： 

• VELES重型弹簧
耙系列

• VELES凿形圆盘
松土机系列

100+ 
台VELES机组
已出口到欧洲

来自16个
国家的客户 

50+  
耕作机械

50+  
在俄代表处

幅度为9米到26米的重型弹簧耙完美地平
整田野表面，模仿田野的地形。

在早春进行耙耕以保墒。

弹簧耙系列

在田野中均匀分布植物残留物，                
在轮休地中除草。

凿形圆盘松土机系列

幅度为4至7米的多功能设备，                  
一次最多可执行4次操作。

本设备可同时对高达30厘米的土壤进行
犁地和深度疏松，以破坏犁底，            
同时平整和压实犁底。

М. С. 奥斯塔片科
威勒斯商行股
份公司总经理

耕作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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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泰林业机械厂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
科斯莫纳夫托夫大街32L号，
邮编：656063

电话：+73852487598 
邮箱：trelevka-marketing@yandex.ru 
网站：www.altailesmash.ru

阿尔泰林业机械厂有限公司是一家工业企业，           
批量生产和销售履带机械及各个行业的备件，            
包括：石油和天然气工业，林业，地质，能源，         
包括建设和维修高压输电线路企业，干线管道等。

本公司为客户提供各种类型的履带式车辆，               
提供所有气候和操作条件的多种装配选项。

所有设备都经过认证，具有高质量的特性，                          
能够配备额外和替代设备。本公司为                                  
“西伯利亚 力量” 输气管道的建设提供过特                      
殊设备。

生产范围： 

• 起重机系统

• 焊接设备

• 钻机

• 伐木机械

• 底盘

• 森林消防设备

• 表土疏松机

20+ 
专业技术设备

15年+ 
工作经验

来自5个
国家的客户

Е. В. 库克辛
阿尔泰林业机械
厂有限公司主任 

履带式车辆

自动动力机械SAM-4（多功能） 

本机器适用于施工输电线路和通信线路、电网的维护和维修、紧线                   
（包括高空高压电杆）和其他高空作业、电线杆和桩的运输、                                      
直径达200毫米的螺杆桩的拧紧、施工和装载作业。适用于直径高达                         
1420 mm的钢管的手动、电弧和半自动焊接、便携式电动工具的交流电源、               
电极干燥、温带气候条件下的停车和货物运输装载工作。

自动动臂式吊车KS-59713-14T

覆盖技术的应用保证一次性完全清除和处理植被和砍伐残留物。                                   
表土疏松机切割树木和灌木，将其磨成木片，将其与顶层土壤搅拌并留下。                 
这项技术取代了伐木，连根拔起，仓储，焚烧和清除残留物，                                        
并且不需要使用对环境和人类健康有害的昂贵化学品。

用于石油和天然气地球物理和结构探井的钻探、固体矿床的勘探、                               
建筑材料和地下水的勘探、工程地质调查以及取水和爆破井的钻探。                           
钻井采用旋转（冲洗或吹扫井）或螺杆方式。 

表土疏松机（自动木材切片机）

自动动臂式吊车KS-59713-14T用于建筑和安装和（或）                                                  
装载和卸载操作与常规装载在分散的设施。 在工作过程中，                                              
起重机应专门用于垂直提升和降低活动载荷，其重量在允许的负荷量范围内。

带勘探钻进机履带式车TL-5ALM-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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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伯利亚技术
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
特拉克托瓦亚街1-ZH号，
邮编：656922

电话：+73852505005
邮箱：cig@sibtech.ru 
网站：www.sib-tech.ru

TLP-4M机器（及其改装）已获得一下企业的认证：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俄罗斯石油公司、                            
俄罗斯石油运输公司、联邦林业署、俄罗斯紧急情况部等。
根据俄罗斯联邦政府2011年4月15日第622-R号和2012年8月
25日第1528-R号法令，西伯利亚技术设备有限公司被列入            
“森林消防技术设备制造商名单” 。

公司已获得ISO 9001:2015认证，是向客户、供应商、                    
承包商、银行和国家提供服务质量的保证。

西伯利亚技术设备有限公司销售TLP-4M商标的集材机、       
底盘和专业履带设备，是俄罗斯最大的自行式汽车和（或）
拖车制造商之一。公司拥有自己的生产区（2200平方米），
并拥有毛坯、焊接、机械、装配生产和试验场。                    
机器服务由公司服务中心提供。

公司为俄罗斯伐木、石油和天然气、能源和建筑等行业            
批量生产各种履带机械。

生产范围： 

• 底盘

• 消防拖拉机

• 集材拖拉机

• 表土疏松机

• 焊接机

• 钻机

20年+ 
工作经验

20 种
出厂产品

来自7个
国家的客户

А. А. 博戈罗季茨基
西伯利亚技术设备
有限公司总经理

专业技术设备 TLP-4M-034配有绳索切割设备和装载装置，适用于半潜状态下大中型木材的集材、             
树木的端面加工和培土（堆垛高度高达1米）。机器可根据客户的需要成套生产：
TLP-4M-034绳索切割版（主要型号）

TLP-4M-034-07额外配备悬挂式推土机设备版

TLP-4M-034集材机 

TRP-4M-034集材机及其改型机配备发动机启动前加热器和独立的座舱加热器版

根据与客户的另行商定，机器可以配备600毫米宽的履带和“北方包”（加热系统）。

TLP-4M-038A 型号表土疏松机

TLP-4M-038A 型号表土疏松机用于在开阔地区，特别是占用地带、输电线路、                       
天然气管道和输油管道沿线，在砍伐森林后清理林地，消除砍伐残留物时对灌木和树                    
木植进行全部磨碎。本机器的主要装备包括一个330马力的自行式底盘，由Seppi M                              
公司制造的 Midiforst DT 200表土疏松机主工作机构的前悬挂，以及后三点悬挂系统。                
前悬挂系统可根据悬挂设备进行调整：表土疏松机或直形推土机、楔形推土机。

自行式焊接机UET-1 （ACT）用于直径高达1420 mm的管道非回转接头的焊接和安装             
工作，用于天然气和石油干线管道的建设、改造和大修。焊接电源安装在车辆的主舱。              
UET-1 （ACT）焊机配备Lincoln Electric公司的最新设备，可以将不同类型的焊接组               
合成统一工艺规程。 

UET-1自行式焊接机 

TLP-4M-034-04额外配备液压驱动推杆版

液压管路控制由管道和法国的PR高压软管制成。

URB-4TST，TSBU-200ST自行式钻机 

自行式钻机用于在温带气候的大型天气地区，通过冲洗、吹扫或用螺杆将破碎岩石输                     
送到地表，以旋转方式钻探油气地球物理和结构探井以及水文地质井。经双方商定根据                  
本技术条件的要求可以通过安装额外的工作机构、设备等来显著扩大钻机的应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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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泰进步自行
机械厂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
尔市列宁大街140B号，
邮编：656037

电话：+73852592560
邮箱：azsm-kb@yandex.ru
网站：www.азсм.рф

阿尔泰进步自行机械厂是一家在开发和生产各种    
用途的履带拖拉机，机械和液压驱动系统等机械，    
以及使用现代先进技术的进口替代技术综合体方    
面具有丰富经验的公司。

现代生产企业的效率及其产品的竞争力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高科技的使用水平，其中首先包括先         
进的材料加工方法和现代设备。

本企业拥有自己的生产能力，有组织单个零件、          
组件和子组件的闭环生产。公司提供只经过验证          
的解决方案，使合作伙伴能够在其业务领域取得           
最大的成果。

生产范围： 

• 模块化可移动房屋

• MSN-10 APS“Sintez”（AST-4）
移动焊接装置

• 钻机和10%吊车式钻机

• 带捆木索集材拖拉机

• 无捆木索轮集材拖拉机

• 森林消防拖拉机

20年+ 
在市场上

出口 
欧盟，日本，非洲 

10% 
每年生产本地化（自2014年以来）

А. С. 涅斯捷罗夫
阿尔泰进步自行机
械厂有限公司主任

集材拖拉机和钻机 拖拉机用于收集和运输倒下的树木，装载木材运输，以及平整根部、                                       
压实堆垛和装载区平土。集材体积10m³。杠杆式或操纵杆式工艺设备控制. 

机器组成：
MSN-10底盘（类似于TT-4M）

液压推土机或推土机设备

MSN-10履带式运输车

液压机械手LV-184A-10或LV-185-14，用于移动焊接帐篷和其他辅助工作

用于木材夹紧和运输的液压柱

URB-4T勘探钻机

LP-18K无捆木索轮集材拖拉机

MAIMAN -110s-02液压机械手

MSN-10 APS“SINTEZ” 移动焊接装置

用于在根本无法通行条件下，在油气干线建设和维修过程中，                                                
将焊接和起重设备运送到施工现场。

机器组成：

用于安装柴油发电厂和焊接设备的全金属防寒箱式车厢

本钻机安装在三座舱MSN-10-003拖拉机底盘上，                                                                            
用于钻探油气地球物理和构造探井、固体矿床勘探、                                                                  
地下水勘探、工程地质勘察以及水井和爆破井。                                                                       
钻井采用冲洗和吹扫的旋转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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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泰进步自行
机械厂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
尔市列宁大街140B号，
邮编：656037

电话：+73852592560
邮箱：azsm-kb@yandex.ru
网站：www.азсм.р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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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泰格地质钻
探设备股份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
谢韦罗-扎帕德纳亚街2号，
邮编：656037

电话：+73852285520
邮箱：info@ageomash.ru
网站：www.ageomash.ru

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领先的企业之一，                    
专门生产各种气候和防爆固体矿物的地质勘        
探钻机和设备。

本厂正在对传统生产的产品进行现代化改造，
为石油和天然气业、住宅公用事业和农业开           
发新型产品。 

由于设备的高质量和可靠性以及新型设备的         
不断开发，阿尔泰格地质钻探设备股份公司            
多次获得俄罗斯和国际奖项。

生产范围： 

• 加法计数减速器

• 钻井设备备件

• 钻机和钻井桅形井架

• 农业机械悬挂设备

• 平行分配器

• 自行式钻井设备

• 辅助设备（绞车、泵、管架）

6个+ 
专利特许证

65年+ 
工作经验 

来自3个
国家的客户 

К. П. 舒舒雷欣
阿尔泰格地质钻探设
备股份公司总经理

地质勘探钻井及辅助设备

体内已安装加热元件，冬季加热油用。 

PRK-40平行分配器

减速机上有两个独立运行的油泵，                     
用于强制润滑轴承部件。

应用啮合齿轮斜齿式传输，以确保减速器
运行时噪音降低，输出轴平稳运行。

用于将扭矩从两台柴油发动机转移到ZJ-
40/2250T钻机的绞车和转子上。

用于将扭矩从两台SAT-C18柴油发动机
（470千瓦）传输到ZJ40钻机的工作单元，
并通过万向轴传动驱动自走式底盘车轮。

体内安装的操纵杆允许开关任何驱动法
兰，从而使钻机能够根据所需负载在两台
或两台柴油发动机中的任何一台上运行。

RS-410加法计数减速器

体内已安装加热元件，冬季加热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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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压力机厂有限公司是锻压设备的最大开发商和制             
造商之一，向俄罗斯和世界46个国家提供机械压力机。       
本公司拥有马扎克、TRUMPF通快、斯柯达等世界知           
名品牌的现代高科技设备。

公司已开展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工作，符合GOST ISO                
9001-2011、GOST RV 0015-002-2012、SRPP                         
VT标准的要求，并获得合格认证书BP 04.1.9573-2016号、 
俄罗斯工贸部的航空设备开发、生产、测试和维修许可证、
以及武器和军事装备开发、生产、测试、安装、             
技术保养、维修、回收和销售的许可证（2014年10                  
月10，003360 VVT-P号）。 

生产范围： 

• 17T-BM型柱塞泵

• 修理9T、14T、
SIN-32型活塞泵

• 抽汲设备

• 地球物理设备节
点配件

• R-373减速器 

80年+ 
工作经验

来自50个+
国家的客户 

9个
产生方向

锻压设备

机械压力机厂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
市卡利尼纳大街57号，
邮编：656037

电话：+73852770995 
邮箱：bzmp@altai.info 
网站：www.bzmp.ru

С. Г. 费拉蓬托夫
机械压力机厂有限公司创立人

带悬挂式两级减速器的三柱塞卧式单向泵17T-BM

R-373型特殊减速器（类似于2SKC-4）

制造R-373型特殊减速器（类似于2SKC-4），                                      

带多个机械传动装置，用于传输和转换扭矩。                                       

本装置广泛应用于油气井研究设备内，如安装在乌拉尔、                          

卡玛兹汽车底盘上的PKS-3.5型测井升降机。

9T型、14T型活塞泵和SIN-32柱塞泵的改装

在维修过程中，彻底更换磨损的部件，恢复工作能力，                       

出厂证参数和设备外观，其可以节省30%至40%                                      

的新设备成本。 

适用于油井和气井灌浆、地层水力压裂、压水工程、                         

水力喷砂穿孔、砂塞冲洗等工作中用于注入非侵入                                           

性液体的泵装置的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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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0多年的成功运营中，锅炉厂赢得了               
在俄罗斯能源工程领域中的一个智力和                  
生产潜力领先企业之一的声誉。 

本工厂为大型火力发电厂、冶金、                                   
石化等行业提供设备。

西伯利亚动力机械—巴尔瑙尔锅炉制造                   
厂有限公司专门生产大功率电力锅炉、                  
工业风机和排烟机、容器和换热设备、              
锻压产品。

生产范围： 

• 不同型号和用途的热交        
换设备和容器

• 不同用途的风扇和排烟机

• 能源和工业用蒸汽锅炉
（50-820吨/小时）

• 燃气轮机用蒸汽和热水       
余热锅炉（60兆瓦以下）

• 热水锅炉 （导热系数为
30-180 吉卡/小时）

80年+ 
工作经验

来自50个+ 
国家的客户

E-603-13,8-560GD 
俄罗斯独一无二的锅炉

动力锅炉和备件生产

西伯利亚动力机械—巴尔
瑙尔锅炉制造厂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
市卡利尼纳大街26号，
邮编：656037

电话：+73852221989
邮箱：info@sibem-bkz.com 
网站：www.sibem-bkz.com

М. Б. 克卢格曼
西伯利亚动力机械—巴尔瑙尔
锅炉制造厂有限公司总经理

蒸汽锅炉E-100-11,6-535GMN

出口过热蒸汽压力：11.6兆帕

燃料：燃料气，燃料油品牌：M-100
桶内最大工作压力：14M兆帕

进口给水温度：130°C
100吨/小时动力蒸汽锅炉

出口过热蒸汽温度：535°C

最大效率点的总压力*：5800 帕

D-21,5x2BK 排烟机

最大转速：1000转数/分

排烟机用于在温带或热带气候条件下从固定式燃气锅炉和具有高效过滤器的                 
装置中抽出气体。

风扇用于在温带或热带气候条件下向锅炉和其他装置的燃烧室输送空气。

最大效率点的生产率*：43000 立方米/小时

*此特性为移动介质温度100°C指定的

最大效率点的总压力*：7750 帕

最大转速：750 转数/分

最大效率点的生产率*：140000 立方米/小时

DN-21MGM排烟机

*此特性为移动介质温度30°C指定的

VDN-13, 5UPK风扇

双吸式排烟机，用于在干法和湿法除灰和气流含灰量不超过2克/标方的情况下，
从固定的煤灰蒸汽和热水锅炉的燃烧室中抽出烟气。

转速：1500 转数/分

最大效率点的生产率*：320000 立方米/小时
最大效率点的总压力*：4600 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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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经验

来自50个+ 
国家的客户

E-603-13,8-560GD 
俄罗斯独一无二的锅炉

动力锅炉和备件生产

西伯利亚动力机械—巴尔
瑙尔锅炉制造厂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
市卡利尼纳大街26号，
邮编：656037

电话：+73852221989
邮箱：info@sibem-bkz.com 
网站：www.sibem-bkz.com

М. Б. 克卢格曼
西伯利亚动力机械—巴尔瑙尔
锅炉制造厂有限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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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区域能源服务生产联合有限公司已10多年开展活动。
在此期间，公司在锅炉设备和金属结构的安装和维修           
以及制造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合作伙伴的好评是本公司的井井有条的技术流程、               
高度责任感和及时履行承诺的结果。

现有的生产和员工的专业精神使我们能够满足每一            
位客户，并顺利执行最复杂的任务。公司自己的金               
属无损检测实验室、焊接部门和技术控制部门确保               
产品和工作的高质量。

生产范围： 

• 蒸汽和热水锅炉
装置

• 金属结构

• 国内外锅炉备件

• 热交换设备

10年+ 
工作经验

30+ 
合作伙伴

来自5个
国家的客户 

锅炉设备和金属结构

跨区域能源服务生
产联合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
市特拉克托瓦亚7L号，
邮编：656922

电话：+73852545830
邮箱：zaomes@mail.ru 
网站：www.zaomes.ru

А. П. 克拉夫琴科
跨区域能源服务生产
联合有限公司总经理

本公司专门做25至640吨/小时的蒸汽锅炉设计和制造。               
蒸汽锅炉（动力锅炉）用于产生过热蒸汽，此类锅炉供            
应给热电厂和国营地区发电站，用于在带有涡轮机的机           
组或公共蒸汽管道中运行。固体燃料燃烧时，除渣可以是
固体的，也可以是液体的。蒸汽锅炉（工业用的）是为生
产企业的技术需求而设计的，是热电厂的一个组成部分。                  
此种锅炉可以在公用蒸汽管道上运行，也可以在带有涡                 
轮机的机组中运行。

本公司专门做30至180 吉卡/小时的热水锅炉的设计、               
制造、安装和后续维护。此类型的锅炉安装在加热         
锅炉房中，用于加热水，然后以峰值备用热源的形          
式输送到供暖、热水、通风系统以及热电厂。                         
本产品在重建过程中，可以安装在旧地基上                           
（代替相应的KVGM和PTVM锅炉）。在热水锅炉               
的设计和制造中，本企业特别注重减少有害排放，                
运行的经济性和加热表面的可靠性。

蒸汽锅炉

热水锅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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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ОБОРОНЫ РФ

动力建筑部件—比斯克锅炉厂有限公司            
是俄罗斯制造中小型蒸汽和热水锅炉、          
工业和公用事业锅炉辅助设备的领先企         
业之一。

公司往俄罗斯所有地区供应产品，从加    
里宁格勒到堪察加半岛，以及数十个远   
近国家。本公司生产的锅炉用于伊朗、          
伊拉克、阿富汗、南斯拉夫、波兰、             
保加利亚、匈牙利、蒙古、中国、古巴       
等国家的各种工业设施。

公司为客户提供一整套的综合服务：           
从设计到负责安装、调试和 “交钥匙”              
阶段。

自2021年以来，本公司是俄罗斯机械              
制造商联盟的成员。

生产范围： 

• 蒸汽锅炉 

• 热水锅炉 

• 模块式锅炉装置 

• 钢和铸铁节煤器 

• 各种锅炉的配件、锅炉自动机械、电力备件

• 风扇、排烟机、空气加热器

• 燃烧器、燃烧室、燃料给料机、除尘器、                                 
旋风除尘器、供油和除渣管道、烟囱

• 燃料准备设备 

• 空气收集器、泵、旋风除尘器

• 水处理和热交换设备 

80年+ 
工作经验 

来自20个+
国家客户 

13万+ 
锅炉已出厂

锅炉和锅炉辅助设备

动力建筑部件—比斯
克锅炉厂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比斯克
市沙德里纳街62号，
邮编：659328

电话：+78003331919，
+73832018474
邮箱：sibir@bikz.ru 
网站：www.bikz.ru

О. А. 普列特涅夫
动力建筑部件—比斯克
锅炉厂有限公司总经理

用于产生饱和和/或过热蒸汽。生产范围含：                
DE、DKVr、DSE、E、KE系列水管蒸汽锅炉和               
直流蒸汽锅炉，容量从1吨/小时到120吨/小时，
压力高达3.9兆帕。

热水锅炉

蒸汽锅炉

模块式锅炉房

20至200 吨/小时的可运输锅炉装置用于供暖                        
和热水设施和工业技术需求，可使用天然气和            
液化气、柴油、燃油、固体燃料（煤、木材）。
可配备DE、DKVr、DSE、E、CE系列蒸汽锅炉。

20至650兆瓦或以上的热水锅炉用于工业和支             
助空间的供暖、通风和热水系统。由于燃烧室            
的设计和现代自动燃烧器的高效燃料燃烧，                
热水锅炉的可确保低氧化氮排放。

15%
本公司在全俄锅炉制造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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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巴尔瑙尔锅炉设备厂在工
业和供暖锅炉、工业企业和电
力设施设备市场上占据稳定的
地位。作为俄罗斯最大的热力
机械制造厂之一，本公司每年
都在积极巩固其威信，证明其
专业性，并在深入了解客户问
题和愿望的基础上提供有效的
技术解决方案。

本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为工业、
大中型能源、锅炉辅助设备、
模块化锅炉房、管道系统、              
能源备件生产热水和蒸汽锅             
炉装置。 

生产范围： 

• 锅炉设备备件

• 燃烧装置、铸铁块节煤器、集灰器和旋风器、
煤炭破碎机

• 不同容量的蒸汽和热水热量回收锅炉

• 高达209 吉卡/小时动力热水锅炉

• 1.0至25吨/小时（E、DE、KE、DKVR）                  
的工业蒸汽锅炉

• 高达220吨/小动力蒸汽锅炉

• 0.35兆瓦到4兆瓦供暖热水非水锈锅炉

• 4至35 兆瓦工业和供暖热水锅炉

20年+ 
工作经验 

6个
生产方向

蒸汽锅炉和备件生产

巴尔瑙尔锅炉设备厂科
学生产联合体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布
里尔利安托瓦亚街22V/2号，
邮编：656037

电话：+73852340860
邮箱：sales@bzko.ru 
网站：www.bzko.ru

А. В. 克瓦什宁
巴尔瑙尔锅炉设备厂科学生
产联合体有限公司总经理 节煤器

用于通过燃烧石炭和褐煤或液体和气体燃料                
来生产饱和蒸汽，以满足工业企业的技术需求，
并用于供暖、通风和热水系统。

节煤器用于通过排烟热量加热给水。

KE系列蒸汽锅炉

KV-R和KV-GM系列锅炉

锅炉用于加热供暖、通风、工业和支助空间                 
热水系统中的水，以及工艺用。

KE系列蒸汽锅炉固体燃料锅炉，用于通过燃烧        
石炭或褐煤来产生饱和或过热蒸汽，以满足工业
企业的技术需求，用于加热、通风和热水系统。

DKVR系列锅炉

燃烧室

机械燃烧室用于在蒸汽和热水锅炉中燃烧燃料。

70个
贸易伙伴

来自5个
国家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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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燃烧室用于在蒸汽和热水锅炉中燃烧燃料。

70个
贸易伙伴

来自5个
国家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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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设备厂有限公司在生产的各个阶段都
引入质量体系：从购储原料到出厂成品。
公司所有产品都有合格证书。 

动力设备厂有限公司是生产和供应换热设
备的全生产周期企业。本公司提供现代技
术的解决方案。

本公司生产和供应用于住宅公用事业、        
石油和天然气、冶金工业的板式可拆卸           
和钎焊换热器，以及用于食品工业的卫          
生式巴氏杀菌装置。

本公司的服务部门进行全国设备的诊断、
维修和安装。

生产范围： 

• 焊接热交换器 

• 可拆卸板式换热器

• 焊接（半焊接）换热器

• 巴氏杀菌冷却装置

• 组装式热力站

• 管壳式换热器

• 售后服务

12000个+
已生产可拆卸板式换热器

10年+ 
工作经验 

来自10个+
国家的客户 

90% 
生产材料是国产的

换热设备

动力设备厂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
市卡利尼纳大街15V号，
邮编：656038

电话：+73852532115 
邮箱：info@zeo-barnaul.ru 
网站：www.zeo-pto.ru

Н. А. 扎连科瓦
动力设备厂有限公司总经理

可拆卸板式换热器

可拆卸板式换热器用于各种液体和气体介质之间的换热。广泛的换热设备使本公司能够为
公用事业以及其他行业提供最佳的工程解决方案。公司使用自己的软件对每个换热器进行

巴氏杀菌冷却装置

巴氏杀菌冷却系统用于同时快速加热和冷却产品（牛奶、水、糖浆、果汁、葡萄酒、格瓦斯、

啤酒等）到给定温度。回收部分节能高达93%。动力设备厂有限公司生产液体食品巴氏杀菌

和冷却装置，容量为600至3000升/小时，巴氏杀菌温度高达92°C。所生产的设备属于间接

中间载热体加热（容量为1000至3000升/小时的设备不需要蒸汽供应）。安装过程中使用
的载热体是水。集成在换热器中的冷却部分可以将产品温度降低到工艺要求的温度（用于后

加热的流动巴氏杀菌器类别，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设备中有电锅炉，产品在封闭的流动中由

续灌装）。所需冷载体量和温度的供应由客户根据特定企业的技术能力提供。 

组装式热力站

单独计算。可根据客户要求修改换热器结构。

组装式热力站用于在供暖、通风、热水系统中制备载热体，并将其温度保持在给定水平。
应用范围：个人和中心供热点。组装式热力站可用于新建筑和重建（例如，热水供应关闭回路）。
组装式热力站的优点：通过使用正确计算的综合解决方案，可以缩短项目开发时间；

- 提供技术咨询； 

设备紧凑布置（可以节省安装空间）。  

   并提供必要的设备部件和备件

为监管机构提供全套随附文件；节省仓储和物流成本；设备维护方便；缩短施工和重建时间；

   以消除公司设备的缺陷）

- 提供安装指导服务

- 提供设备维护，包括更换部件和机件

售后服务

- 进行调试、维修和其他类型的工作，以恢复/维护设备的功能和性能，

- 动力设备厂有限公司提供工程服务（识别、分析原因并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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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设备厂有限公司在生产的各个阶段都
引入质量体系：从购储原料到出厂成品。
公司所有产品都有合格证书。 

动力设备厂有限公司是生产和供应换热设
备的全生产周期企业。本公司提供现代技
术的解决方案。

本公司生产和供应用于住宅公用事业、        
石油和天然气、冶金工业的板式可拆卸           
和钎焊换热器，以及用于食品工业的卫          
生式巴氏杀菌装置。

本公司的服务部门进行全国设备的诊断、
维修和安装。

生产范围： 

• 焊接热交换器 

• 可拆卸板式换热器

• 焊接（半焊接）换热器

• 巴氏杀菌冷却装置

• 组装式热力站

• 管壳式换热器

• 售后服务

12000个+
已生产可拆卸板式换热器

10年+ 
工作经验 

来自10个+
国家的客户 

90% 
生产材料是国产的

换热设备

动力设备厂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
市卡利尼纳大街15V号，
邮编：656038

电话：+73852532115 
邮箱：info@zeo-barnaul.ru 
网站：www.zeo-pto.ru

Н. А. 扎连科瓦
动力设备厂有限公司总经理

可拆卸板式换热器

可拆卸板式换热器用于各种液体和气体介质之间的换热。广泛的换热设备使本公司能够为
公用事业以及其他行业提供最佳的工程解决方案。公司使用自己的软件对每个换热器进行

巴氏杀菌冷却装置

巴氏杀菌冷却系统用于同时快速加热和冷却产品（牛奶、水、糖浆、果汁、葡萄酒、格瓦斯、

啤酒等）到给定温度。回收部分节能高达93%。动力设备厂有限公司生产液体食品巴氏杀菌

和冷却装置，容量为600至3000升/小时，巴氏杀菌温度高达92°C。所生产的设备属于间接

中间载热体加热（容量为1000至3000升/小时的设备不需要蒸汽供应）。安装过程中使用
的载热体是水。集成在换热器中的冷却部分可以将产品温度降低到工艺要求的温度（用于后

加热的流动巴氏杀菌器类别，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设备中有电锅炉，产品在封闭的流动中由

续灌装）。所需冷载体量和温度的供应由客户根据特定企业的技术能力提供。 

组装式热力站

单独计算。可根据客户要求修改换热器结构。

组装式热力站用于在供暖、通风、热水系统中制备载热体，并将其温度保持在给定水平。
应用范围：个人和中心供热点。组装式热力站可用于新建筑和重建（例如，热水供应关闭回路）。
组装式热力站的优点：通过使用正确计算的综合解决方案，可以缩短项目开发时间；

- 提供技术咨询； 

设备紧凑布置（可以节省安装空间）。  

   并提供必要的设备部件和备件

为监管机构提供全套随附文件；节省仓储和物流成本；设备维护方便；缩短施工和重建时间；

   以消除公司设备的缺陷）

- 提供安装指导服务

- 提供设备维护，包括更换部件和机件

售后服务

- 进行调试、维修和其他类型的工作，以恢复/维护设备的功能和性能，

- 动力设备厂有限公司提供工程服务（识别、分析原因并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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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泰变压器厂股份公司是俄罗斯和独联 
体国家电压高达10kV变压器设备的最大制
造商之一。

本公司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现代设备和先进 
技术，有助于保持产品的高质量。公司持 
续的发展，大型项目的实施，有效的解决 
方案和吸引最好的专业人士都是本公司的 
优势，因此受到合作伙伴的高度赞赏。  

本公司产品符合国家标准，具有俄罗斯联 
邦认证体系的证书和符合声明。

批量生产除外，公司还根据客户的个人要 
求生产非标准设备。

产品优异性能和可靠性满足客户生产要求。

生产范围： 

• TMGPN（E）系列油变压器              
（为潜水式采油电动泵供电）

• TMGP系列配电油变压器                
（用于管道加热）

• TM和TMG系列油浸式配电变压器

• TMGe2系列油浸式配电变压器
（高效节能版）

• TMG系列柱式油浸式配电变压器

• 配线柜式铠装变电站

60年+ 
工作经验 

30万+ 
变压器已出厂

油浸式变压器和成套变电站

阿尔泰变压器
厂股份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
帕夫洛夫斯基大道28号，
邮编：656039

电话：+73852466714 
邮箱：postmaster@alttrans.org 
网站：www.alttrans.ru

А. А. 卡尔洛夫
阿尔泰变压器厂
股份公司总经理 

来自6个
国家的客户

TMGe2系列油浸式配电变压器（高效节能版）

25至1250 千伏安的普通工业用变压器用于在温带和寒温气候条件下的开放式电气装置                     
中的6或10 千伏电网中工作（气候类别U1和UHL1根据国家标准GOST 15150-69），                       
用于将供电网的高压降低到规定的消耗水平。TMGe2系列（高效节能版节能）变压器               
的短路和空载损耗符合俄罗斯联邦政府2015年6月17日第600号决议和俄罗斯电网                         
STO 34.01-3.2-011-2021标准（损失水平H2K2和H3K2）。   

10（6）/0.4千伏，25 到1250 千伏安的封闭式和直通式室外成套变电站，0.4千伏出线                  
带自动开关和断路器，用于接收频率为50赫兹、电压为6或10千伏的三相交流电能，                      
转换为0. 4千伏电压的电力并向用户提供。成套变电站是根据气候类别UHL1，                                  
“I” 布置等级，国家标准GOST 15150-69生产，用于在-60°C至+40°C的温度，                                  
温度+20°C下相对湿度为80%条件下运行。海拔高度应该不超过1000米。    

 

配线柜式成套变电站

TMGPN（E）系列油变压器（为潜水式采油电动泵供电）

TMGP系列，63至1000千伏安，10千伏变压器用于将三相电压转换为单相电压（用于                          
Therm Trac管道加热），并用于室外寒温气候的地区（气候类别UHL1根据国家标准                  
GOST 15150-69）。 

TMGPN（E）系列63至630千伏安3或6 千伏的变压器用于为380伏、50赫兹交流电网的                        
潜水式电动泵供电，并用于室外温带和中寒气候地区（气候类别U1和UHL1根据国家标                    
准GOST 15150-69）。  

TMGP系列配电油变压器（用于管道加热）

3万个+ 
成套变电站成功下线 

1000个+ 
俄罗斯和国外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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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泰变压器厂股份公司是俄罗斯和独联 
体国家电压高达10kV变压器设备的最大制
造商之一。

本公司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现代设备和先进 
技术，有助于保持产品的高质量。公司持 
续的发展，大型项目的实施，有效的解决 
方案和吸引最好的专业人士都是本公司的 
优势，因此受到合作伙伴的高度赞赏。  

本公司产品符合国家标准，具有俄罗斯联 
邦认证体系的证书和符合声明。

批量生产除外，公司还根据客户的个人要 
求生产非标准设备。

产品优异性能和可靠性满足客户生产要求。

生产范围： 

• TMGPN（E）系列油变压器              
（为潜水式采油电动泵供电）

• TMGP系列配电油变压器                
（用于管道加热）

• TM和TMG系列油浸式配电变压器

• TMGe2系列油浸式配电变压器
（高效节能版）

• TMG系列柱式油浸式配电变压器

• 配线柜式铠装变电站

60年+ 
工作经验 

30万+ 
变压器已出厂

油浸式变压器和成套变电站

阿尔泰变压器
厂股份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
帕夫洛夫斯基大道28号，
邮编：656039

电话：+73852466714 
邮箱：postmaster@alttrans.org 
网站：www.alttrans.ru

А. А. 卡尔洛夫
阿尔泰变压器厂
股份公司总经理 

来自6个
国家的客户

TMGe2系列油浸式配电变压器（高效节能版）

25至1250 千伏安的普通工业用变压器用于在温带和寒温气候条件下的开放式电气装置                     
中的6或10 千伏电网中工作（气候类别U1和UHL1根据国家标准GOST 15150-69），                       
用于将供电网的高压降低到规定的消耗水平。TMGe2系列（高效节能版节能）变压器               
的短路和空载损耗符合俄罗斯联邦政府2015年6月17日第600号决议和俄罗斯电网                         
STO 34.01-3.2-011-2021标准（损失水平H2K2和H3K2）。   

10（6）/0.4千伏，25 到1250 千伏安的封闭式和直通式室外成套变电站，0.4千伏出线                  
带自动开关和断路器，用于接收频率为50赫兹、电压为6或10千伏的三相交流电能，                      
转换为0. 4千伏电压的电力并向用户提供。成套变电站是根据气候类别UHL1，                                  
“I” 布置等级，国家标准GOST 15150-69生产，用于在-60°C至+40°C的温度，                                  
温度+20°C下相对湿度为80%条件下运行。海拔高度应该不超过1000米。    

 

配线柜式成套变电站

TMGPN（E）系列油变压器（为潜水式采油电动泵供电）

TMGP系列，63至1000千伏安，10千伏变压器用于将三相电压转换为单相电压（用于                          
Therm Trac管道加热），并用于室外寒温气候的地区（气候类别UHL1根据国家标准                  
GOST 15150-69）。 

TMGPN（E）系列63至630千伏安3或6 千伏的变压器用于为380伏、50赫兹交流电网的                        
潜水式电动泵供电，并用于室外温带和中寒气候地区（气候类别U1和UHL1根据国家标                    
准GOST 15150-69）。  

TMGP系列配电油变压器（用于管道加热）

3万个+ 
成套变电站成功下线 

1000个+ 
俄罗斯和国外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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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泰柴油机装置厂有限公司是俄罗斯工业和船
舶动力设备的领先制造商之一，是“阿尔泰能源        
工程和节能技术集群”协会的成员。

为了扩大品种，公司进行研究和开发工作。             
因此，公司的专家在2018年成功开发了500               
千瓦的柴油发电机。这是本公司的一个新项目，
因为以前生产的产品线功率最高达350千瓦。

本工厂的产品范围包括2000多种产品，其中有         
船用发动机、辅助和应急柴油发电机、柴油减           
速器机组以及船用模块，用于替换已使用的柴          
油发电机中工作过期的发动机。

生产范围： 

• 集装箱式自动化发电站

• 功率组件

• 船用柴油机

• 动力焊接模块

• 柴油减速器组

• 船用柴油发电机

• 工业和日用组件

• 固定柴油机发电机组

20年+ 
工作经验 

300+ 
贸易伙伴 

2000+ 
产品名称

来自2个
国家的客户

柴油发电机和发电

阿尔泰柴油机装
置厂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
马亚科夫斯科戈街18D号，
邮编：656012

电话：+73852503582，
+73852502931
邮箱：kom@altzda.ru
网站：www.altzda.ru

К. Н. 瓦卢伊斯基
阿尔泰柴油机装置
厂有限公司主任

AD-60工业柴油发电机组

DG 200船用柴油发电机

用于在温寒带地区作为400伏、50赫兹交流三              
相电源的主电源和备用电源，根据国家标准                    
GOST 13822进行等级自动化。

用于安装在内河船舶上作为主电源和应急电源，               
频率为50 赫兹，电压为230或400 伏。                       
产品是在国产和进口船舶发动机的基础上生产的，
以及在转换为船舶发动机的基础上生产的，                    
符合俄罗斯江河注册登记薄、技术观察手册            
R.014-2005和内河运输设施安全技术法规。 

焊接模块

是一个单元体模块，配有固定式柴油发电机和                 
焊接设备，用于安装在底盘上。可配备各种结构            
的氧气、二氧化碳、丙烷等气瓶的机架和柜、            
焊接电缆缠绕装置、不同容量的附加内外油箱等。



innovaltai.ruinnovaltai.ru 3534

阿尔泰柴油机装置厂有限公司是俄罗斯工业和船
舶动力设备的领先制造商之一，是“阿尔泰能源        
工程和节能技术集群”协会的成员。

为了扩大品种，公司进行研究和开发工作。             
因此，公司的专家在2018年成功开发了500               
千瓦的柴油发电机。这是本公司的一个新项目，
因为以前生产的产品线功率最高达350千瓦。

本工厂的产品范围包括2000多种产品，其中有         
船用发动机、辅助和应急柴油发电机、柴油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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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 
工作经验 

300+ 
贸易伙伴 

2000+ 
产品名称

来自2个
国家的客户

柴油发电机和发电

阿尔泰柴油机装
置厂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
马亚科夫斯科戈街18D号，
邮编：656012

电话：+73852503582，
+73852502931
邮箱：kom@altzda.ru
网站：www.altzda.ru

К. Н. 瓦卢伊斯基
阿尔泰柴油机装置
厂有限公司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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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本公司生产柴油和燃气活塞机组，
单机组容量为16至1000千瓦，多机组、
10兆瓦，以及小型电力设施的安装、              
调试和移交工程，并提供电气设备的             
修理和维修服务。 

本公司拥有经验丰富的专家，能完成               
与电力设备的设计和生产有关的繁难            
的任务，以及工业设施的全套电力供              
应保证工作。 

阿尔泰煤气动力机械制造厂股份公司成
立于2010年，在重组的“西伯利亚动力         
工业”公司的基础上，其专家自2003年           
以来一直在1D6和1D12发动机的基础上
设计和制造燃气活塞机组。

生产范围： 

• 16至1000千瓦的柴油发电机组及发电站

• 16至500千瓦的柴油和气体活塞动力传  
动装置 

• 废气热回收器

• 动力集装砌块

• 模块式动力中心

• 16至500千瓦的燃气活塞发电机组

• 带外部冷却装置的专用机组

• 电力设备控制柜

10年+ 
工作经验 

来自2个
国家的客户 

10+ 
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

柴油和燃气活塞机组

阿尔泰煤气动力机
械制造厂股份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
尔市波波瓦街258号，
邮编：656922

电话：+78002500586，
+73852271586
邮箱：info@gazenergomash.su
网站：www.gazenergomash.su

Д. В. 阿巴雷莫夫
阿尔泰煤气动力机械制
造厂股份公司总经理

电力模块

用于驱动各种机械和机器，用于石油和天然气、                  
采矿、黄金开采；灌溉系统、天然气和石油干                      
线管道维护；军人、生产和住宅供水；并用于压              
缩机、真空泵、管网泵和其他技术设备的驱动。
SAP模块可以在不同的固定版本中制造，既可以               
放置在室内，在遮阳篷下，也可以在闭塞箱中。           
在-10至+50°C的温度范围内提供可靠和持久的              
工作，并为低温可以安装独立的冷却液加温器。

二元和燃气活塞发电机组

各种容量的小型装置，通过燃烧燃气空气混合               
物来发电，此装置使用天然气或丙烷和丁烷的                
混合物。二元发电机组的优点在于其独立性和为            
广大用户提供电力的能力。燃气活塞发电机组                  
只使用天然气，其确保环保性和更低的噪音负荷。

柴油发电机

柴油发电厂可以在固定和移动模式下运行，                       
使用经济燃料，在紧急情况下很难代替的，                 
并在离线模式下应用于远程设施，有助于                            
避免直流输电线路的额外成本。



innovaltai.ruinnovaltai.ru 3736

目前本公司生产柴油和燃气活塞机组，
单机组容量为16至1000千瓦，多机组、
10兆瓦，以及小型电力设施的安装、              
调试和移交工程，并提供电气设备的             
修理和维修服务。 

本公司拥有经验丰富的专家，能完成               
与电力设备的设计和生产有关的繁难            
的任务，以及工业设施的全套电力供              
应保证工作。 

阿尔泰煤气动力机械制造厂股份公司成
立于2010年，在重组的“西伯利亚动力         
工业”公司的基础上，其专家自2003年           
以来一直在1D6和1D12发动机的基础上
设计和制造燃气活塞机组。

生产范围： 

• 16至1000千瓦的柴油发电机组及发电站

• 16至500千瓦的柴油和气体活塞动力传  
动装置 

• 废气热回收器

• 动力集装砌块

• 模块式动力中心

• 16至500千瓦的燃气活塞发电机组

• 带外部冷却装置的专用机组

• 电力设备控制柜

10年+ 
工作经验 

来自2个
国家的客户 

10+ 
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

柴油和燃气活塞机组

阿尔泰煤气动力机
械制造厂股份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
尔市波波瓦街258号，
邮编：656922

电话：+78002500586，
+73852271586
邮箱：info@gazenergomash.su
网站：www.gazenergomash.su

Д. В. 阿巴雷莫夫
阿尔泰煤气动力机械制
造厂股份公司总经理

电力模块

用于驱动各种机械和机器，用于石油和天然气、                  
采矿、黄金开采；灌溉系统、天然气和石油干                      
线管道维护；军人、生产和住宅供水；并用于压              
缩机、真空泵、管网泵和其他技术设备的驱动。
SAP模块可以在不同的固定版本中制造，既可以               
放置在室内，在遮阳篷下，也可以在闭塞箱中。           
在-10至+50°C的温度范围内提供可靠和持久的              
工作，并为低温可以安装独立的冷却液加温器。

二元和燃气活塞发电机组

各种容量的小型装置，通过燃烧燃气空气混合               
物来发电，此装置使用天然气或丙烷和丁烷的                
混合物。二元发电机组的优点在于其独立性和为            
广大用户提供电力的能力。燃气活塞发电机组                  
只使用天然气，其确保环保性和更低的噪音负荷。

柴油发电机

柴油发电厂可以在固定和移动模式下运行，                       
使用经济燃料，在紧急情况下很难代替的，                 
并在离线模式下应用于远程设施，有助于                            
避免直流输电线路的额外成本。



innovaltai.ruinnovaltai.ru 3938

温块有限公司专门生产用于公用事业、石化和食             
品行业的热交换设备，本公司拥有大机床总数，                       
提供广泛的金属加工服务。

目前控股公司包括14家企业，其在俄罗斯和国外市                
场上以使用现代技术生产各种高科技产品而闻名。

巴尔瑙尔机床厂控股公司是一家快速发展的企业，          
其产品用于热能、机械制造、冶金厂、采矿和采               
矿加工、石油开采和木材加工行业中。 

阿尔泰滑车控股公司设计、制造和安装各种类型的              
起重机和滑车：通用工业的、防火和防爆的、                     
核电的等，是俄罗斯领先的企业之一，生产50吨以            
下的全系列起重机械。生产符合国际质量管理体系              
标准ISO 9001的要求。

生产范围： 

• 工业用工具

• 非标准设备和金属
结构

• 单梁电动和手动桥
式起重机

• 可拆卸板式换热器

• 起重设备

80年+ 
工作经验

来自30个+
国家的客户 

10+  
家企业

热交换器，工业链，起重设备

巴尔瑙尔机床
厂控股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
尔市库拉吉纳街28号，
邮编：656002

电话：+73852779200 
邮箱：info@bszh.ru 
网站：www.bszholding.ru

И. В. 库普帕
巴尔瑙尔机床厂
控股公司总经理

广泛应用于供热、热水作为蒸汽和水加热器，以及各种液体（油、燃油、
石油、酒精等）的加热器或冷却器。传热是通过用特殊橡胶垫密封的薄        
壁波纹板进行的。液体或气体通过板时会经历许多方向和速度的变化，         
从而产生湍流运动和高效的热交换。目前，公司已掌握广范围的设备，         
其基于0.02 m²、0.025 m²、0.077 m²、0.05 m²、0.13 m²、0.18 m²、                
0.146 m²、0.165 m²、0.15 m²、0.35 m²、0.5 m²等板。因此可以制造热               
负荷从5到25兆瓦的设备。

TI系列板式换热器“TEPLOHIT” （温块有限公司） 

- 单梁电动和手动桥式起重机
- 双梁起重机
- 悬臂起重机
- 电动和手动滑车（吊车）

产品有多种型号：
- 通用工业

起重设备，起重能力从0.25到50吨（阿尔泰滑车控股公司）

- 防爆

可拆卸板式换热器的容量为5至25 兆瓦。传热是通过用特殊橡胶垫密                   
封的薄壁波纹板进行的。液体或气体通过板时会经历许多方向和速度               
的变化，从而产生湍流运动和高效的热交换。

- 核能设施
- 消防安全

可拆卸板式热交换器

如有需要，所有产品都可以用不同的选项来制造，以执行任何工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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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瑙尔子弹厂股份公司是一家开发、生产和销售运         
动和狩猎子弹及相关产品的企业，是巴尔瑙尔机床厂         
控股的一家领先工厂，与主要原材料供应商有长期稳           
定的关系，并与俄罗斯和国外的产品消费者有直接联系，
客户数量不断增加。

本公司奉行积极的促销政策，参加许多大型专业展览会、
展销会、竞赛，是俄罗斯国内最大的子弹生产商之一，              
并定期向国外交货。

因此，2021年，巴尔瑙尔子弹厂股份公司在地方级和联邦
级的“年度出口商”竞赛中获得了三个奖项，并在“金水星” 
国家奖的区域阶段获得了第一名。2022年，本公司获得了
阿尔泰边疆区年度出口商第二名，获得了“金水星”奖。

生产范围： 

• 滑膛武器子弹

• 手枪子弹

• 线膛武器子弹

• 致伤性武器子弹

• 重装子弹

• 靶架

80年+ 
工作经验  

24个
经销商和分销商

4亿 
子弹/年

270+  
系列产品

运动狩猎用子弹

巴尔瑙尔子弹厂股份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
尔市库拉吉纳街28号，
邮编：656002

电话：+73852775565
邮箱：marketing@bszholding.ru
网站：www.barnaulpatron.ru

А. А. 楚普鲁诺夫
巴尔瑙尔子弹厂股份公司
董事总经理

本工厂生产270多种运动和狩猎用子弹，用于手枪、膛线和滑膛武器。
总有五个品牌：Barnaul，Barnaul Gold，Barnaul Silver，Barnaul               
Silver Sport和“半人马“（Centaur），有以下口径的子弹可供选择：
5.45x39、223 Rem（5.56x45）、6.5 Grendel、7.62x39、308 Win
（7.62x51）、7.62x54R、30-06 Spring（7.62x63）、9.3x64、                
243 Win（6.16x51）、40 S&W、.45 Auto、9mm Browning court、
9mm Luger、9mm Makarov、9x17K、.410/73、9mm、.45 Rubber。    

重装子弹

靶架

本公司生产和销售一下五种靶架：“地平的”、“磨坊”、“钟”、                        
“决斗树”和“教练”。

运动狩猎用子弹

本公司生产以下口径的双金属和黄铜子弹：5.45x39、223 Rem
（5.56x45）、7.62x39、308 Win（7.62x51）、7.62x54R、9mm 
Makarov、9mm Luger，黄铜子弹：5.45x39、.223 Rem（5.56x4
5）、.243 Win、7.62x39、308 Win（7.62x51）、7.62x54R、9mm 
Luger，以及一下子弹类型：FMJ、 FMJBT、HP、HPBT、SP、SPBT.   

来自12个
国家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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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亿 
子弹/年

270+  
系列产品

运动狩猎用子弹

巴尔瑙尔子弹厂股份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
尔市库拉吉纳街28号，
邮编：656002

电话：+73852775565
邮箱：marketing@bszholding.ru
网站：www.barnaulpatron.ru

А. А. 楚普鲁诺夫
巴尔瑙尔子弹厂股份公司
董事总经理

本工厂生产270多种运动和狩猎用子弹，用于手枪、膛线和滑膛武器。
总有五个品牌：Barnaul，Barnaul Gold，Barnaul Silver，Barnaul               
Silver Sport和“半人马“（Centaur），有以下口径的子弹可供选择：
5.45x39、223 Rem（5.56x45）、6.5 Grendel、7.62x39、308 Win
（7.62x51）、7.62x54R、30-06 Spring（7.62x63）、9.3x64、                
243 Win（6.16x51）、40 S&W、.45 Auto、9mm Browning court、
9mm Luger、9mm Makarov、9x17K、.410/73、9mm、.45 Rubber。    

重装子弹

靶架

本公司生产和销售一下五种靶架：“地平的”、“磨坊”、“钟”、                        
“决斗树”和“教练”。

运动狩猎用子弹

本公司生产以下口径的双金属和黄铜子弹：5.45x39、223 Rem
（5.56x45）、7.62x39、308 Win（7.62x51）、7.62x54R、9mm 
Makarov、9mm Luger，黄铜子弹：5.45x39、.223 Rem（5.56x4
5）、.243 Win、7.62x39、308 Win（7.62x51）、7.62x54R、9mm 
Luger，以及一下子弹类型：FMJ、 FMJBT、HP、HPBT、SP、SPBT.   

来自12个
国家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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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可靠的螺旋运输机可以运输几乎任何产品            
（从岩石到分散细粉末），从10到几百公斤/小时，
运输的材料清单包含数千种。

生产螺旋运输机时公司采用奥地利的优质螺旋和              
意大利的减速电机。

欧洲运输系统有限公司是生产无轴螺旋运输机的        
最大公司之一。

本公司开发的设备允许以0到90°度运输散装货物，            
生产能力高达150 立方米/小时。公司的使命是开       
发散装材料运输系统，为成功开展业务创造机会。

生产范围： 

• 带柔性螺旋的螺旋输送机

• 管道和弯曲 

• 带刚性螺旋的螺旋输送机

• 驱动（减速电机）

• 带无轴螺旋的螺旋输送机

• 变频器（逆变器）

2000台+  
运输机提供给俄罗斯
和近邻国家的企业

15年+ 
工作经验 

2000+  
俄罗斯和国外客户

螺旋运输机

欧洲运输系统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因捷
尔纳齐奥纳利纳亚街304号，
邮编：656008

电话：+73852383586，
+73852223682
邮箱：info@ets-sptk.ru
网站：www.ets-sptk.ru

В. Д. 希普林
欧洲运输系统有限公司主任

螺旋运输机的优点：
- 能够在斜坡和弯曲处运产品，包括保证垂直上升高达10米
- 运输过程中没有停滞区
- 运行时无灰尘
- 无噪音
- 低功耗（柔性螺旋运输系统的电机功率为0.55–2.2 千瓦）
- 单个输送机可装载多个固定容器
- 安装简单，使用寿命长，操作安全
- 小心运输产品   

RT型刚性承载螺旋输送机 

带柔性承载无轴螺旋的运输系统提供高达1吨/立方           
米堆积密度的产品，生产能力高达15立方米/小时。
本装置的工作原理是在螺杆内旋转一个柔性螺旋，
使散装材料在圆管内移动到卸载位置。除了直线进
给轨道外，螺旋输送机的机构还允许安装沿圆弧弯
曲的部分。

ST型无轴柔性承载螺旋输送机

刚性无轴螺旋运输系统运输任何堆积密度、尺寸               
和研磨性的产品，生产能力高达150立方米/小时。                   
此产品的范围包含从水泥和沙土到煤和破碎岩石。
本装置的工作原理是在螺杆内旋转一个柔性螺旋，
使散装材料在圆管内移动到卸载位置。除了直线              
进给轨道外，螺旋输送机的机构还允许安装沿圆             
弧弯曲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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АЛТИК

45

公司与科学机构合作开展研究和开              
发工作，以提高现有产品的质量，                   
开发新产品，提高产品的性能。

目前，本公司已成为各行业企业可靠      
的供应商和合作伙伴。

阿尔季克科学生产企业是一家生产复           
合材料产品的领先企业，开发用斜纵          
横缠绕法生产各种用途玻璃钢管的技术，               
以及其他的独一无二的玻璃钢产品。

生产范围： 

• 高达400大气压的金属复合管道

• 6-10千伏复合输电杆

• 复合管道，包括脱气管

• 无线电磁透明地球物理外壳

• 支撑绝缘子的高压元件

150公里+
每年管道产品产量

350+
产品名称

20+
复合材料发明专利

复合电杆和管道

阿尔季克科学生
产企业股份公司

地址：俄罗斯比斯克
市利波沃戈巷9A号，
邮编：659305

电话：+73854448229
邮箱：market@altik.su
网站：www.altik.su

В. Н. 谢杰尔科夫
阿尔季克科学生产企
业股份公司总经理

管道长度为0.3至6.5米，公称直径为25至150毫米，用于运输非过热          
液体时的工作压力高达80 兆帕，用于运输不腐蚀铝合金的过热液体、          
气体和蒸汽时的工作压力高达16 兆帕。管道可用于高压供水系统、          
高压气动管道、液压设备的工作液供应、临时和永久管道中的石油          
和石油产品运输、作为泵和压缩机管。

高达400大气压的金属复合管道

6-10千伏玻璃钢电杆被认为是取代6-10千伏电压等级的木质、                         
钢筋混凝土、金属多面电杆的现代替代品。复合电杆的优点：                       
比强度高，因此质量小；在大挠度下保持弹性，因此对紧急负载
（风、结冰、断线）的稳定性；高耐腐蚀性，可手动运输段，             
运输中安装紧凑（长13.6米，宽2.45米的半挂车最多可容纳80个            
电杆）。DN 6-1400；PN 0.1–50 兆帕；T max=560°C，技术条件：        
TU 2913-001-15365247-2004；TU 3740-002-15365247-2004。  

65至500毫米直径的各种用途复合管道，                           
包括消毒管

6-10千伏复合输电杆 

玻璃钢管道的主要优点：比强度高，因此质量小，                                          
输送液体和气体的阻力低；在整个使用寿命内，                                                   
管道内表面无沉积物；无腐蚀和电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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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生产的产品质量和经济可持续性，
公司两次被评为全俄竞赛“俄罗斯
1000家最佳企业和组织”的获 胜者，             
多次被授予“阿尔泰边疆区最佳工业              
企业”奖。

比斯克玻璃钢厂有限公司是阿尔泰聚   
合物复合集群的骨干企业。主要业务        
领域为建筑、能源、地铁和隧道、              
石油、煤炭和矿产等行业开发和生产              
优质复合材料产品。

本公司是俄罗斯复合材料制造商联盟          
的成员，以及联邦技术校准和计量署        
TC 497 “复合材料、结构和产品”技术   
委员会的成员。

生产范围： 

• 石油天然气行业用混合泵压缩机管

• 三层钢筋混凝土面板、隔热块、            
立面隔热系统的隔热紧固件

• 石油天然气行业的泵杆

• 采煤工业用玻璃钢锚固件

• 聚合物绝缘体用玻璃钢棒

• 混凝土加固用玻璃钢配件

• 用于平屋顶、隔热层砌体的紧固件

30年+ 
成功工作

30+
自主创新和专利特许证

来自6个
国家的客户

复合材料产品

比斯克玻璃钢
厂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比斯克市
列宁格拉茨卡亚60/1号，
邮编：659316

电话：+73854448000，
+73854450283
邮箱：bzs@bzs.ru
网站：www.bzs.ru

О. Р. 帕夫洛瓦
比斯克玻璃钢厂
有限公司主任

由于内表面粗糙度较低，有助于减少管道柱的水力阻力，因此可以使用直径小于类似金属的泵压管。
由于无腐蚀磨损，泵压管在油气田的使用寿命延长。应用混合泵压管给客户提供另一功能：                                   
减少盐和石蜡沉积，减少腐蚀抑制剂和石蜡沉积的应用。

ASK复合钢筋

聚合物和电气绝缘体用玻璃钢棒  

“SPA®”直径5.5毫米玻璃钢柔性约束
用于任何重要性等级的三层石墙和砖墙。具有高强度、低导热性和耐化学性。                                           
生产完全符合国家标准GOST R 54923-2012。

“SPA®”直径7.5毫米玻璃钢柔性约束

用于在室外保温时紧固保温材料。导热系数很低，消除“冷桥”，但强度不亚于钢类似物。                         
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温度的变化而腐蚀或失去特性。生产完全符合国家标准GOST R 58359-2019，
保证使用寿命不少于50年。

玻璃钢泵杆

玻璃钢混合泵压管

用于将运动从抽油机传输到柱塞井泵。油井腐蚀活性成分含量高时，本产品具有很高的耐腐蚀性，         
可将使用寿命延长3倍。由于产品重量轻（比钢杆轻2.5-3倍），可以提高泵的下降深度，降低地                     
面驱动负荷，降低能耗，降低胶质石蜡的沉积的沉淀速度。起下操作时无需使用特殊工具。

“比斯克”盘式锚栓

用于具有耐腐蚀性要求的建筑（海港、灯塔、化工厂房等）。本产品有一个由杆体形成的形状，不会在钢
筋的化学老化过程中被破坏，使其在整个使用过程中保持承载性能。生产完全符合国家标准GOST 31938。

用于生产三层钢筋混凝土板。 它们可以通过消除"冷桥"显着增加面板的传热阻力。 在俄罗斯、                 
德国、瑞士、爱尔兰、英国、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蒙古有20多年的实际业务。 使用“SPA®”              
直径7.5毫米柔性约束时，已建造超过15,000,000平方米的房屋。 可以用于地震活动高达9点。            
不易燃（火灾危险等级K0）。 保证使用寿命不少于100年。 完全符合国家标准                              
GOST31310-2015的要求。

用于聚合物电气绝缘体。玻璃钢棒起主要动力和绝缘元件的作用，承受机械载荷和高电压的影响。
ASC复合钢筋用于具有耐腐蚀性要求的建筑（海港、灯塔、化工厂房等）。本产品有一个由杆体              
形成的形状，不会在钢筋的化学老化过程中被破坏，使其在整个使用过程中保持承载性能。                              
生产完全符合国家标准GOST 3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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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生产的产品质量和经济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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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家最佳企业和组织”的获 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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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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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煤炭和矿产等行业开发和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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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员，以及联邦技术校准和计量署        
TC 497 “复合材料、结构和产品”技术   
委员会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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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 
成功工作

30+
自主创新和专利特许证

来自6个
国家的客户

复合材料产品

比斯克玻璃钢
厂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比斯克市
列宁格拉茨卡亚60/1号，
邮编：659316

电话：+73854448000，
+73854450283
邮箱：bzs@bzs.ru
网站：www.bzs.ru

О. Р. 帕夫洛瓦
比斯克玻璃钢厂
有限公司主任

由于内表面粗糙度较低，有助于减少管道柱的水力阻力，因此可以使用直径小于类似金属的泵压管。
由于无腐蚀磨损，泵压管在油气田的使用寿命延长。应用混合泵压管给客户提供另一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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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任何重要性等级的三层石墙和砖墙。具有高强度、低导热性和耐化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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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C复合钢筋用于具有耐腐蚀性要求的建筑（海港、灯塔、化工厂房等）。本产品有一个由杆体              
形成的形状，不会在钢筋的化学老化过程中被破坏，使其在整个使用过程中保持承载性能。                              
生产完全符合国家标准GOST 3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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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公司结构包括强大的生产基地、现代化的测        
试实验室、设计和安装中心、分支机构和经销商网。

此外，本公司还提供消防和火警系统的设计和安装       
服务。

专业自动机械生产联合公司（比斯克市）是俄罗斯       
在自动消防领域的领先企业，开发和生产水和泡沫         
消防、消防报警的元件和综合系统，共1000多物项，
为客户提供所有必要的元件基准。

如今，俄罗斯最大的综合消防系统制造商专业自动        
机械生产联合公司的设备不仅在俄罗斯，而且在国       
外保护民用和社会设施、国防工业和油气综合体、        
食品工业、化工、航空、能源等领域的基础设施。 

生产范围： 

• 吸气除尘系统

• 泡沫灭火系统设备

• 模块化消防泵

• 喷水器

• 入侵报警和火灾报警

• 消防系统控制单元

• “BASTION”快速消防系统

• “Hydroshield”                                  
私营部门消防系统

50年+ 
工作经验 

110+ 
知识产权
保护文件

来自10个+
国家的客户

10万+
场所使用本
公司设备

设施消防综合保护

专业自动机械
生产联合公司

地址：俄罗斯比斯
克市列斯纳亚10号，
邮编：659316

电话：+78002008208，
+73854449114
邮箱：info@sa-biysk.ru 
网站：www.sa-biysk.ru

А. В. 丘达叶夫
专业自动机械生产
联合公司总经理

允许在自动喷水和非自动喷水消防装置中自动微处理器加药发泡剂，以获得具有广泛溶液               
流量范围的给定浓度溶液，从而更高效、更经济地进行泡沫消防。使用水加上基于发泡剂                        
的润湿剂，可以将灌溉强度和流量降低到传统水系统的1.5倍。

发泡剂供给模块的泡沫消防系统

用于消灭或控制石油、化工、石化、天然气、机械制造业的建筑物、场所和设施以及仓库、      
机库（包括航空）和其他物体中的A级和B级火灾（根据国家标准GOST 27331-87）。                            
发生器通过空气喷射从发泡剂的水溶液中获得高倍数的空气机械泡沫。

“Atlant”高倍数泡沫发生器

“IPA“吸尘警报器的火灾早期自适应检测系统

“PIKET“和“SOBR“高空仓库的早期检测系统和消防系统 

“SPRINT”控制单元的高可靠性强化虚警保护快速消防系统
用于保护有管道或自动喷水器机械损坏可能性的场所：生产场所、军事设施、石化设施、                 
冷冻室等。

“SPU”、“DPU”、“SSU”、“SSP”、“SP”、“SU”喷水器

本系统基于新一代警报器，通过对保护场所混合气的多因素分析（一氧化碳浓度、温度、              
烟雾）进行火灾检测。 

通用泡沫和水喷水器用于从发泡剂的水溶液中获取低倍数的空气机械泡沫，并将其分布在                     
受保护区域，以灭火和制止火灾。

“PIKET“是一个综合系统，基于吸尘和强制启动自动喷水设备。基于“SOBR“喷水器的超快速              
起动系统用于保护高货架仓库，而无需使用货架内灌溉系统。“SOBR” 喷水器也被用作通用              
的喷水器，用于早期灭火，可以使用水和水溶液中的低倍数泡沫作为灭火剂。  

“BASTION”和“Hydroshield”社会机构和私营部门设施消防系统
“BASTION”系统用于保护私有财产和社会机构设施，符合SP 486.1311500.2020条例关于保                  
护具有社会价值的设施：专门养老院和残疾院、精神神经医院和寄宿学校。“Hydroshield”                     
系统用于私营部门设施防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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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普柳斯股份公司是开发和生产“通古斯”品牌           
模块化灭火装置的领先企业之一。

本公司的产品在俄罗斯和20个国家得到广泛应用。
“通古斯”模块适用于石油、天然气、冶金、采矿、
煤炭工业、运输、能源、仓库、社会设施、购物           
中心、办公室等设施消防。

所有产品都经过认证。产品的设计、开发和制造           
符合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9001-2015的要求。

生产范围： 

• 模块化细喷水灭火装置

• 信号发射器

• 气溶胶灭火装置

• 粉末灭火模块

• “Isto-1“灭火粉

• 气体灭火发生器

30年+ 
工作经验 

30+
专利特许证

来自20个
国家的客户

现代消防设备

来源普柳斯股份公司

地址：俄罗斯比斯克市索
齐阿利斯季切斯卡亚1号，
邮编：659316

电话：+73854303364，
+73854305830
邮箱：antifire@inbox.ru 
网站：www.antifire.org

В. Н. 奥西普科夫
来源普柳斯股份公司主任

“通古斯“细喷水灭火模块

用于保护工业场所、车库、停车场、购物中心、办公室、博物馆和其他场所。                          
可配备电子启动组件，使产品具有自触发功能，并用作独立模块化灭火装置。

“通古斯“燃气灭火发生器 

燃气灭火装置是用于保护数据处理中心、发电厂、服务器站、计算中心和电信设备、 小型              
档案室、图书馆和博物馆、银行贵重物品存放处、一些封闭空间仓库等的设备和操纵板。

“通古斯“高倍数泡沫灭火模块 

用于局部火灾，也适用于灭火在易燃物质（油漆材料，底漆，溶剂）的储存地点和带有抽            
油设备场所的整个房间。 

“通古斯“灭火气溶胶发生器

“通古斯“粉末灭火模块

有普通的、耐热的、矿用的、运输的、防爆的版本。具有运行宽温：-60°C到+125°C不等，           
因此可以在所有气候区域使用，包括在极北地区，以及在温度较高的生产场所，以保护运                 
输工具。为任何用途和形状的物体提供防火保护：从小于1立方米的配电盘到数十万立方                  
米的仓库（场所高度应该不超过20米）。

适用于消灭火灾在电缆结构和带有通电的电气设备场所、生产建筑物的房间、                                             
运输工具（汽车、铁路、水路等）的发动机和行李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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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成功开发、实施并认证公称直径为50、65、                   
80毫米的消防软管，其可承受3兆帕的工作压力和6兆                 
帕的破裂压力。与另一家比斯克企业——阿尔梅特有                
限公司已成功掌握注塑法生产消防连接头。

自2015年以来，鲁卡夫股份公司生产的所有消防软管              
都可以在-60°C的北极地带条件下使用。

鲁卡夫股份公司是西西伯利亚最古老的企业之一，                         
是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最大的压力消防软管制造商。             
公司生产消防软管，用于装备各种水陆运输、                     
建筑物和构筑物的消防设备。本公司属于“比斯克亚麻
厂”控股公司，其生产亚麻，并为纺织工业生产亚麻纱。

生产范围： 

• “Rutex”橡胶防水     
内胎的消防软管

• “Armtex”内外橡胶
涂层的消防软管

• “Getex” 内部防水
涂层的消防软管

• “SibTex” 内部防水
涂层的消防软管

20年+ 
工作经验 

来自5个
国家的客户 

650万米 
软管每年生产量

消防软管

鲁卡夫股份公司

地址：俄罗斯比斯克市
利诺科恩比纳特11号，
邮编：659316

电话：+73854333822，
+73854333389
邮箱：sibteks@gmail.com 
网站：www.rukav.biz

Л. В. 卡列诺夫
鲁卡夫股份公司总经理

带有“SibTex” 内部防水涂层的消防软管 

直径：50、60、80、150 毫米。最挠性的类型，可以适用于                

-60°C至+40°C的极端大陆气候。鲁卡夫股份公司是俄罗斯唯             

一家此类软管的制造商。可以适用于北极地带条件下。

带有“Getex” 内部防水涂层的消防软管

“Rutex”橡胶防水内胎的消防软管

直径：50、65、80、90、100、150 毫米。轻便，耐磨耐油，         

操作方便，经济型软管，工作压力为1.2至3兆帕，断裂压力             

为3.5至6兆帕。 

直径：40、50、65、80毫米。耐磨版，长期保持产品外观和           

工作质量，具有超强耐磨性。

轻便，紧凑，在1兆帕低压供水条件下是不可取代的，                       

适用于装备建筑物和构筑物，用于ShPK型消防柜的配套。

“Armtex”内外橡胶涂层的消防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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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一年里，本厂表现出生产积极增长，不断扩大销售渠
道，积极参与工业设备的更新和现代化，从而增加工人的人数。
目前，Nortec拥有2596名员工，还有218名员工在其他俄罗斯                    
地区的分支网络中工作。

轮胎通过经销商和分支网络在俄罗斯联邦境内销售，并销往以            
下世界其他国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摩洛哥、古巴、斯洛文尼亚、                     
塞尔维亚、爱沙尼亚、摩尔多瓦、白俄罗斯、格鲁吉亚、伊朗、
叙利亚、埃塞俄比亚、捷克、保加利亚、埃及、巴基斯坦、                  
立陶宛、拉脱维亚、乌克兰、罗马尼亚、匈牙利、阿塞拜疆、               
越南德国、亚美尼亚、蒙古、阿富汗。

自第一个NORTEC轮胎生产以来，其生产线和整个公司都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目前，诺尔捷克生产约300种产品和产品系列。 

诺尔捷克轮胎厂是阿尔泰边疆区最大的生产企业之一，                           
是俄罗斯联邦轮胎销售的五大企业之一。

生产范围： 

• 越野轮胎

• 工业轮胎

• 卡车轮胎

• 商用轮胎

• 农业轮胎

65年+ 
工作经验 

来自30个+ 
国家的客户 

全俄第1
农工业轮胎产量

全俄第4
卡车和轻型卡车轮胎产量

轮胎生产

诺尔捷克轮胎厂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科
斯莫纳夫托夫大街12/9号，
邮编：656023

电话：+7960943-07-28，
+73852200300(6477)，
+73852221955
邮箱：priemnay@nortec-tyres.ru 
网站：www.nortec-tyres.ru

В. А. 沃罗比约夫
诺尔捷克轮胎厂有
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农业轮胎

每款农业轮胎都经过精心设计。确定Nortec产品安装在不同类型农业机组上的可能性时，专家们           
考虑过机器操作的特点：气候条件、地面类型、工作的具体情况及其性质。Nortec农业轮胎系列            
包括两种产品*：带内胎型（TT）和无内胎型（TL）。第二种被认为是最安全的，因为产品的结             
构能够阻止空气的损失，此使机器可以在轻微损坏农用轮胎的情况下正常到达维修站。

工业轮胎

此系列包括安装在机械上的轮胎，用于制造、建筑、道路和其他类型的工作。这类产品的操作条               
件通常非常复杂，通常此轮胎必须24小时保持机器的工作能力，以承受极端负载。 

越野轮胎

Nortec越野轮胎是为征服道路而设计的。此轮胎类别不同于普通橡胶用于安装在乘用车上。                        
此产品结构坚固，耐磨性高，由于有加固的框架设计，可承受额外的负载。目前国内生产商的报                
价与进口产品自由竞争，质量毫不逊色，但可以节省用钱。 

商用轮胎

此类轮胎是专为商用轻型卡车、面包车和厢车生产的。本产品的技术性能有其独特的特点，                        
表现在此轮胎在有载和无载运行过程中能够承受较大载荷，同时表现出优异的牵引性能。此轮胎             
通过加强机构（在产品侧面标记为“C”字母）来承受负载，使其比轻型轮胎更坚固，并允许轻松驾              
驶满载的车辆。除了强度外，加强的结构还增加了产品的额外重量，从而加重了轻型卡车轮胎的                
重量，因此，当轻型卡车在没有货物的情况下行驶时，轮胎会在接触面上形成最大可能的接触点，
表现出优异的操控性和航向稳定性。

卡车轮胎

卡车轮胎是确保卡车运输的耐用性，因为卡车运输通常在高负荷下，并在困难的道路和气候条                
件下进行。卡车轮胎有内胎和无内胎的，属于结构复杂的产品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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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生产国防和民用产品，计划大幅增加民用市
场的产品种类。

巴尔瑙尔橡胶工业制品厂有限公司拥有近半个世纪
的历史，如今积极引进新技术，实现生产多样化，
占据有前途的利基市场。通过生产许多工业和国民
经济部门所需的产品，工厂正在开拓新市场。

巴尔瑙尔橡胶工业制品厂根据ISO 9001:2015和国         
家标准GOST RV 0015-002-2012标准的要求已成              
功实施并认证质量管理体系。

生产范围： 

• 紧急气动升降机

• 航空油箱

• 救生梯

• 救生艇

• 橡胶混合物

• 橡胶粘合剂

• 技术板

• 涂胶布

50年+ 
工作经验 

来自3个
国家的客户 

ISO 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

国防和民用产品

巴尔瑙尔橡胶工业
制品厂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
科斯莫纳夫托夫大街10号，
邮编：656023

电话：+7 3852 336253
邮箱：prime@barnaul-rti.ru
网站：www.barnaul-rti.ru

А. А. 阿赫罗梅叶夫
巴尔瑙尔橡胶工业制
品厂有限公司总经理

- 提高产品质量

橡胶混合物

轧制和压延橡胶混合物，不同用途根据技术要求和单独商定的特性。

用于冷粘合普通生胶基的橡胶与橡胶、金属（包括涂色的）、玻璃、木材和其他材料。                    
粘合剂是由特殊牌号的粘合剂橡胶制成的，因此具有很高的粘合能力，                                            
浓度为24±3%。

航空软油箱

涂胶布

内衬

用于航空、天然气、石油、汽车工业、工作服和个人防护用品的涂胶布。

本产品是耐油的涂胶布油箱，用于安装在飞机、直升机和其他航空技术的机上、                                         
机翼和硬舱内。航空软油箱由耐航空煤油、机油和燃料添加剂作用的高强度材料制成。

- 降低运营成本
- 维修间隔大大延长
- 由于大幅降低生产噪音、灰尘等来改善工作条件
- 提高生产效率

粘合剂88号

各种现代材料的大范围内衬产品。使用本公司的内衬可以提高整个企业的工作效率，                
主要由于以下几个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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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656023

电话：+7 3852 336253
邮箱：prime@barnaul-rti.ru
网站：www.barnaul-rti.ru

А. А. 阿赫罗梅叶夫
巴尔瑙尔橡胶工业制
品厂有限公司总经理

- 提高产品质量

橡胶混合物

轧制和压延橡胶混合物，不同用途根据技术要求和单独商定的特性。

用于冷粘合普通生胶基的橡胶与橡胶、金属（包括涂色的）、玻璃、木材和其他材料。                    
粘合剂是由特殊牌号的粘合剂橡胶制成的，因此具有很高的粘合能力，                                            
浓度为24±3%。

航空软油箱

涂胶布

内衬

用于航空、天然气、石油、汽车工业、工作服和个人防护用品的涂胶布。

本产品是耐油的涂胶布油箱，用于安装在飞机、直升机和其他航空技术的机上、                                         
机翼和硬舱内。航空软油箱由耐航空煤油、机油和燃料添加剂作用的高强度材料制成。

- 降低运营成本
- 维修间隔大大延长
- 由于大幅降低生产噪音、灰尘等来改善工作条件
- 提高生产效率

粘合剂88号

各种现代材料的大范围内衬产品。使用本公司的内衬可以提高整个企业的工作效率，                
主要由于以下几个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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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泰电缆厂有限公司专门生产光              
通信电缆，本公司位于巴尔瑙尔市，         
其自18世纪以来以西伯利亚工程师，         
工匠和工业家而闻名。

工厂于2011年启动，目前配备新的          
高科技设备，是俄罗斯最现代化的        
企业之一。 工厂设备允许制造俄罗         
斯所最受欢迎的光通信光纤电缆支架。

公司领先的技术专家在电缆行业拥           
有多年的经验，包括专门生产光纤            
电缆的专家。

生产范围： 

• 光纤电缆用于铺设地下管道

• 光纤电缆用于吹入特殊管道 

• 光纤电缆用于铺设下水道

• 架空光纤电缆带有外部承重构件

• 架空自承重光纤电缆下降电缆

• 用户光纤电缆

• 配电光纤电缆 

10年+ 
工作经验 

25+
产品名称

来自3个
国家的客户 

15+  
贸易伙伴

光纤电缆生产

阿尔泰电缆厂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
尔市波波瓦街179ZH，
邮编：656922

电话：+7 3852 226677
邮箱：info@altayok.ru 
网站：www.altayok.ru

Р. С. 戈尔什科夫
阿尔泰电缆厂有限公司主任

光缆OKNG（VP）配电型 ，根据TU 3587-001-92193892-2011技术条件制造，用于俄罗斯统一电信网络上，         
敷设在建筑物内部（包括垂直敷设）、电缆托盘、管道和敷设在建筑物外墙。 

光缆OK/D2型，根据TU 3587-001-92193892-2011技术条件制造，用于俄罗斯统一电信网络上悬挂在通信               
线路支架、铁路联络网、输电线路支架上，在电场电位最大值高达12 千伏的点上、建筑物和构筑物之间。

OKSL -M型光缆，根据TU 3587-001-92193892-2011技术条件制造，用于俄罗斯统一电信网络上铺设1-3类型
土壤，包括受啮齿动物感染的土壤，以及电缆下水道，桥梁和高架桥，管道，以及隧道，疏水管，建筑物。 

OK/T-M型光缆，根据TU 3587-001-92193892-2011技术条件制造，用于俄罗斯统一电信网络上悬挂通信线             
路支架、建筑物和构筑物之间。

OKA-M型光缆，根据TU  3587-001-92193892-2011技术条件制造，用于俄罗斯统一电信网络上悬挂通信线           
路支架，铁路接触网、输电线路支架、地下铺设塑料保护管、建筑物和构筑物之间，以及在电场电位最大            
值高达12 千伏的点上缠绕、连接和固定外部承重电力元件（电缆、电线等）。电缆也可以悬挂在电场电位           
最大值高达25 千伏（OKA（T））的点上。

光纤电缆用于铺设地下管道（OKB-M模块结构）

架空自承重光纤电缆（OKA-M模块结构带中间壳层）

OKB-M型光缆，根据TU 3587-001-92193892-2011技术条件制造，用于俄罗斯统一电信网络上铺设土壤，         
在河流和水障碍的交叉点，电缆下水道，桥梁和高架桥，以及隧道，疏水管，建筑物。

下降光纤电缆 （OK/DM2-T）

 

光缆OKNG(V/P2) 配电型，根据TU 3587-001-92193892-2011技术条件制造（符合性声明第D-KB-3612号），               
用于俄罗斯统一电信网络上，敷设在建筑物内部（包括垂直敷设）、电缆托盘、                                                                
管道和敷设在建筑物外墙。

架空光纤电缆带有外部承重构件（OK/T-M模块结构带金属受力构件）

配电光纤电缆（OKNG（VP）缓冲层）

光纤电缆用于吹入特殊管道（OK-M模块结构）

光纤电缆用于铺设下水道（OKSL-M模块结构无中间壳层）

OK-M型光缆，根据TU 3587-001-92193892-2011技术条件制造，用于俄罗斯统一电信网络上铺设电缆下             
水道，桥梁和高架桥，管道（包括气动铺设特殊保护塑料管道），以及隧道，疏水管，建筑物。

用户光纤电缆（OKNG(V/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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Р. С. 戈尔什科夫
阿尔泰电缆厂有限公司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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敷设在建筑物内部（包括垂直敷设）、电缆托盘、管道和敷设在建筑物外墙。 

光缆OK/D2型，根据TU 3587-001-92193892-2011技术条件制造，用于俄罗斯统一电信网络上悬挂在通信               
线路支架、铁路联络网、输电线路支架上，在电场电位最大值高达12 千伏的点上、建筑物和构筑物之间。

OKSL -M型光缆，根据TU 3587-001-92193892-2011技术条件制造，用于俄罗斯统一电信网络上铺设1-3类型
土壤，包括受啮齿动物感染的土壤，以及电缆下水道，桥梁和高架桥，管道，以及隧道，疏水管，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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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高达12 千伏的点上缠绕、连接和固定外部承重电力元件（电缆、电线等）。电缆也可以悬挂在电场电位           
最大值高达25 千伏（OKA（T））的点上。

光纤电缆用于铺设地下管道（OKB-M模块结构）

架空自承重光纤电缆（OKA-M模块结构带中间壳层）

OKB-M型光缆，根据TU 3587-001-92193892-2011技术条件制造，用于俄罗斯统一电信网络上铺设土壤，         
在河流和水障碍的交叉点，电缆下水道，桥梁和高架桥，以及隧道，疏水管，建筑物。

下降光纤电缆 （OK/DM2-T）

 

光缆OKNG(V/P2) 配电型，根据TU 3587-001-92193892-2011技术条件制造（符合性声明第D-KB-3612号），               
用于俄罗斯统一电信网络上，敷设在建筑物内部（包括垂直敷设）、电缆托盘、                                                                
管道和敷设在建筑物外墙。

架空光纤电缆带有外部承重构件（OK/T-M模块结构带金属受力构件）

配电光纤电缆（OKNG（VP）缓冲层）

光纤电缆用于吹入特殊管道（OK-M模块结构）

光纤电缆用于铺设下水道（OKSL-M模块结构无中间壳层）

OK-M型光缆，根据TU 3587-001-92193892-2011技术条件制造，用于俄罗斯统一电信网络上铺设电缆下             
水道，桥梁和高架桥，管道（包括气动铺设特殊保护塑料管道），以及隧道，疏水管，建筑物。

用户光纤电缆（OKNG(V/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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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利梅尔普拉斯特有限公司是俄罗斯电气绝
缘、建筑和自粘聚合物胶带生产的领导者，         
是俄罗斯唯一纸板衬套和独立包装的优质聚           
氯乙烯 （PVC）胶带的制造商。

目前波利梅尔普拉斯特公司正在扩大和更新          
产品范围。

本公司是阿尔泰聚合物复合密集区的成员以           
及创新促进基金举办的“商业化”竞赛获胜者，
一直以来公司生产久经考验的高品质产品，          
并与进口同类产品成功竞争。

生产范围： 

• 日用品和电工技术仪器

• PVC胶带

• 基础防水带

• 棉织胶带

• 石油和天然气管道用
PVC绝缘带

15年+ 
工作经验

35%
产品出口到关税同盟国家

20
全俄商业网销售

电绝缘材料

波利梅尔普拉斯
特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
市波别德纳亚街110号，
邮编：656031

电话：+7 3852 623441, 
+7 3852 623438
邮箱：izolenta2003@mail.ru 
网站：www.altaiplast.ru

О. А. 舍卢佳科夫
波利梅尔普拉斯特有
限公司联合创始人

用于作为绝缘和保护涂层的天然气和石油管道外表面防腐，                      
用于管道安装和维修。

PVC胶带

聚氯乙烯薄膜，由PVC复合辊辊压延法制成，一侧涂有胶水层，切割成一       
定宽度和长度的条纹。通常，绝缘带被缠绕在一个规定直径的纸或聚合              
物的衬套上，PVC绝缘带根据国家标准GOST 16214-86制造。

棉织胶带

基础防水带

水分会破坏几乎所有已知的建筑材料，对建筑物有非常不利的破坏作                
用就是冻结和解冻过程。使用基础防水带可以防止水分的破坏性影响，              
它可以保护疏水结构和建筑防潮。聚合物基耐水腐蚀，保护建筑物免               
受地下水和污水、毛细管水分的侵害，并延长建筑物的使用寿命。 

石油和天然气管道用PVC绝缘带

棉织（组织）涂胶绝缘带，根据国家标准GOST 2162-97（棉织绝缘带）         
制造，用于在非腐蚀性环境和业务活动中进行电气安装工程。本公司              
提供的棉织胶带具有双向高胶粘性，混炼胶涂抹在织物的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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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瑙尔化学工厂是俄罗斯领先的轮胎维修化学品和耗材         
生产商，成立于1929年。

自产使我公司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生产和装运所需的产品，
自己的实验室基地能够按照客户要求生产定制尺寸的产品。

本公司生产范围包括专业轮胎安装所需要的产品，使能够            
修理轮胎和内胎，从儿童自行车到世界上最大的车辆——         
别拉斯矿用卡车。

公司从原材料到成品严格地控制生产过程，保证产品高质
量。公司已采用并成功运行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               
在莫斯科国际汽车展上公司向全世界展示了BHZ 
Professional的新产品线，是在国内外研究所科学家的参与 
下开发的，与来自美国和德国的世界领先的产品质量一致。

巴尔瑙尔化学工厂的产品波及到俄罗斯70多个地区，               
从俄罗斯远东的堪察加半岛到西边的加里宁格勒，                      
并出口到10个国家。

生产范围： 

• 轮胎修理材料 

• 洗车店用的化工品

• 硫化剂 

• 防冻剂

90年+ 
工作经验

15+
生产方向

来自10个+
国家的客户 

轮胎安装和修理耗材

巴尔瑙尔化学工厂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
帕夫洛夫斯基大道1号，
邮编：656016

电话：+7 3852 223597
邮箱：kom@bchp.ru 
网站：www.bchp.ru， 
www.bhz-pro.ru

М. В. 叶戈罗夫
巴尔瑙尔化学工厂 
有限公司业务经理 

工匠们用来修复车轮的消耗品：                                
修补胶条、蘑菇钉、轮胎修理用化学品等。
巴尔瑙尔化学工厂还生产适用于造船、           
铁路、航空和船舶修理行业的橡胶混合物。

专业BHZ Professional产品系列 

轮胎修理和安装的经典产品线 

通用补胶片和特殊化学品系列，                         
用于修理腔室、径向无内胎轮胎和斜交胎、
全钢丝帘布轮胎，包括强化斜交胎和强化          
全钢丝帘布轮胎。公司产品有一种新的、                
独特的配方，是与俄罗斯和外国研究所联            
合开发的，其是专为满足欧洲市场的需求            
而设计的，由于实惠价格和世界级质量也           
受到俄罗斯客户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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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 
工作经验

15+
生产方向

来自10个+
国家的客户 

轮胎安装和修理耗材

巴尔瑙尔化学工厂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
帕夫洛夫斯基大道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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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7 3852 223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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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www.bchp.ru， 
www.bhz-pro.ru

М. В. 叶戈罗夫
巴尔瑙尔化学工厂 
有限公司业务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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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本家工厂是比斯克科学城
最大的企业，现代多学科生产，
具有强大的工程技术基础，可以
独立完成全操作周期：从科学思
想的开发到计划的实现。新技术
局和自己的科技中心不断寻找有
前途的经营项目。比斯克发烟硫
厂被列入“俄罗斯联邦领先科学            
组织”国家登记册。 

比斯克发烟硫厂联邦国有企业
（斯维尔德洛夫工厂联邦国有        
企业分公司）是俄罗斯工业的         
主要企业之一。

本公司的产品供应到俄罗斯所有
地区以及国外。

生产范围： 

• 混凝土用高效减水剂 铸造产品 

• 十六烷促进添加剂“Ecocetol”

• 硫酸电解液 

• pentolite 

• 硫酸，发烟硫，蓄电池酸液 

• 溶剂

• 爆炸材料：三硝基甲笨（TNT）和含三硝基                  
甲笨（TNT）炸药（granulotol，各种品牌的
grammonite）

• 乳化炸药“Emigran”

• 传爆药块 

• 季戎四醇四硝酸酯，季戎四醇四硝酸酯VD

55年+ 
工作经验

2000+
职工人数

来自5个
国家的客户

化学产品

比斯克发烟硫厂
联邦国有企业

地址：俄罗斯比斯克市工业区，
邮编：658837

电话：+7 3854 397209, 
+7 3854 397376
邮箱：oreferent@boz.biysk.ru 
网站：www.fkpboz.ru

М. В. 克留奇科夫
比斯克发烟硫厂联邦国有企业
（斯维尔德洛夫工厂联邦
国有企业分公司）总经理

本厂生产具有不同生产复杂度的电容设备，包括铸铁铸造、             
硅铁铸造、铸钢、非标准设备。本厂通过对生产过程的严格控           
制来实现高质量指标，本厂具有生产非标准电容设备的可能性。

十六烷值增强添加剂"Ecocetol"用作柴油燃料中的点火促进剂，            
从0.1到0.3%为7到10个单位引入，对其他燃料指标没有副作用， 
技术条件：TU0257-081-07511608-2009，工作温度：                               
-60°C至+50°C。

硫酸国家标准GOST2184-2013 

硫酸电解液

广泛应用于化学工业中矿物肥料，酸和盐的生产，                                   
也用于有色金属冶金，机械工程，轻工和食品工业中以及在                      
炸药的生产中。

用于填充酸性电池，技术条件：TU2121-033-07511608-2002

增加十六烷值的柴油燃料添加剂

石油化工和专业化学储罐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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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客户和合作伙伴包括一系列国内外         
领先的公司，这表明本公司作为供应商具        
有高度的可靠性和责任感，产品质量适当，
并采用现代技术水平，科学和生产人员的              
高技能。

合格的专家，自己的研究和生产实验室综    
合体，分析设备，产品合成设备，大规模         
自有生产线等这一切允许在短时间内开发         
和推出新产品，并在石油的钻井、开采、         
处理、运输和加工领域为客户提供现代化          
和独特的解决方案。

阿尔泰韦列夏金化学工业股份公司是俄罗        
斯联邦低吨位化学的重点企业之一，本工厂
的主要业务是为石油开采和炼油工业开发、        
引进和生产进口替代产品。

产品线包括传统工艺试剂和公司最好的创           
新开发产品。

生产范围： 

• 其他产品（高氯酸钾（PCC）、                 
用于设备和地方脱气的RD-2配方、              
邻一甲酚乙酸等等）

• 咪唑啉（Fore IM油溶性和水溶性，
Fore IMA咪唑啉加合物）

• 油田化学（Fore FTA抗湍流添加剂，
Fore RP腐蚀抑制剂，Fore DP减压           
添加剂，Fore E-2破乳化剂） 

• 钻井用烃基溶液的试剂（Fore IM 
Drill耐热乳化剂，Fore Hd钻井液               
疏水，流变学改性剂） 

• 医疗和消毒剂（氟烷，含氯消毒剂
DP-2T新、DP-2T、DP-4、医用和        
工业用氧） 

75年+ 
工作经验

10+
独家化工产品

2万吨+ 
年产量

油制备和运输用试剂

阿尔泰韦列夏金化
学工业股份公司

地址：俄罗斯亚罗沃耶市
普列扎沃茨卡亚广场2号，
邮编：658837

电话：+7 3856 820898
邮箱：oreferent@ahprom.ru 
网站：www.ahprom.ru

А. В. 奇比季科
阿尔泰韦列夏金化学
工业股份公司总经理

化学和物理惰性，耐腐蚀，防爆，不易燃，不刺激皮肤和粘膜。与矿物油和               
合成油完全相容，与抗氧化和抗磨添加剂、合成碳氢化合物、脂肪、维生素、          
石蜡完全相容。具有很高的介电性能。聚乙基硅氧烷液体的温度范围为                                          
-100°C至+50°C，具有很高的压缩性。

Fore E2 破乳化剂

它用于破坏持久性油水乳液、预脱水装置/原油处理装置的水分离以及炼油                       
厂的电力海水淡化设备的深脱水装置上。用于降低油液粘度。根据                                           
TU 2458-004-10022712-2015技术条件（超高分子量聚合物悬浮液）生产。

Fore FTA抗湍流添加剂

用于降低石油和石油产品的凝固温度。温度抑制器类型：

聚乙烯硅氧烷液体是硅酮的有机硅液体。

用于在给定的泵站出口最大允许压力下增加输油管道或石油产品管道的输              
送能力，或降低输油管道的工作压力。根据TU 2458-002-10022712-2015                          
技术条件（超高分子量聚合物悬浮液）生产。

被用作腐蚀抑制剂的基础，也被用作加工剂，在制剂中用于疏水化过程中，             
并降低石油的腐蚀活性，在腐蚀介质中溶解性好，本产品不会污染金属表面，      
也不会对其产生破坏作用。

减压添加剂

- 咪唑啉基

- 聚合物基

- 有机硅

Fore IMA咪唑啉加合物 

聚乙烯硅氧烷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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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bold”商标在慕尼黑专利商标局注册为专利号
19924357。

根据"UNDERBOLD"技术的专利持有者和所有者德国公司
"German-GreenTec ECOLOGIC GmbH"颁发的许可证，            
本公司拥有在俄罗斯联邦境内和独联体国家制造和分布          
原始产品"UNDERBOLD-POD30"的权利。 

本公司在2016年法国的«Salon des Inventeurs» Grand Prix 
Europeen & Grand Tropheen Europeen创新展上两次获得
“最创新性产品”奖，并在日内瓦获得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        
大学“2018年最佳创新奖“。

安杰尔博尔德西伯利亚有限公司是一家生产纳米技术蜡乳
液的生产技术公司，用于道路施工中的土壤加固。

本公司的“Underbold-POD30”产品在突尼斯举行的“                     
de l'Invention et de I'Innovation Sfax”创新展上获得“                
2018年最佳技术创新”第一等奖。

生产范围： 

• “UNDERBOLD-
POD30” 蜡乳剂

20年+ 
工作经年

来自20个
国家的客户

2个
商标

蜡乳化液生产

安杰尔博尔德西
伯利亚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扎林斯克市
25帕尔特西叶兹德街7/7号，
邮编：659100

电话：+7 913 2423767
邮箱：underboldsibir@yandex.ru 
网站：www.underbold.ru

С. В. 什奈杰尔
安杰尔博尔德西伯利
亚有限公司总经理

“UNDERBOLD-POD30” 产品是蜡乳液用于道路施工中的土壤加固，是一种有机、环保的产品.

与传统的土壤加固方式相比，使用UNDERBOLD-POD30不需要任何特殊的、额外的设备或系统。添加剂与水泥      
和矿物混合物（土壤或岩石）的最佳混合比是使用土壤参数确定的，此参数必须经过测试并适应客户的技术条件。 

“UNDERBOLD-POD30” 蜡乳剂

UNDERBOLD POD30用于修建各种路面类型的技术道路以及在正常、多年冻土、                    
过湿和弱承重土壤条件下的干线管道施工时临时沿公路和技术道路。                                         
工艺过程不需要用惰性材料替换现有土壤，这样可以减少施工成本和时间。

- 延长道路使用寿命 

- 增加弹性 

产品优点：

- 根据承载能力要求，减少水泥需求 

- 改进的防水能力（由于疏水效果） 

技术道路施工

- 减少机器和机械师的数量 

- 大幅减少二氧化碳污染 

- 较低的维护和维修成本

- 节省时间（因为整个项目的施工时间较短）

- 完全抗冻 

现有区域公路的施工、维修和重建 

- 延长使用寿命 

- 减少或防止地面运动 

修建简易机场跑道
经过验证的现有局部土壤加固（稳定）技术和无机或复合粘合剂处理层的应用，               
用于防止机场水泥和沥青混凝土路面以裂缝和下陷的形式破坏。

- 排除挖掘和利用现有土壤的成本，并用昂贵的惰性材料替换成本 

- 增加承载能力 

“Underbold” 技术用于I-IV级公路的施工和维修。工程采用冷再循环方法进行，                       
无需用惰性材料替换现有土壤，使用有机稳定添加剂UNDERBOLD_POD30，                     
其又使加固土壤增长防水、耐寒和高承载力等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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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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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厂是国际自动识别协会UNISCAN的                
成员，在国际体系中本企业有权为其产                    
品分配条形码。

诺瓦装饰材料厂有限公司是一家成立于
2001年的巴尔瑙尔现代企业。

产品系列包括80多种产品，分为三个价位，
其有单独的品牌：经济级的 “OPTIMAlka”           
商标、“PROFI”等级和“PREMIUM”等级的
“AquaNova” 商标（“EURO“级材料）                         
以及装饰材料的“AquaNova Decor”商标，                  
其代表装饰灰泥、油漆和特殊用途土壤。

“诺瓦装饰材料”产品中有4个在俄罗斯专             
利和商标局注册的商标，其附有警告标志，
表明所使用的标志是在俄罗斯联邦注册                    
的商标。

生产范围： 

• “Aquanova Decor” 花纹涂饰

• 特等级“Nova” 面腻子

• “Aquanova Decor” 粘附涂底漆

• “Aquanova Premium”                              
防潮可洗涂料

• “Aquanova Premium” 正面油漆

• “Aquanova Premium”                                   
丙烯酸天花板涂料

• “Nova”油粘合剂腻子

• “Aquanova Decor” 深渗透涂底漆 

• “Nova” 丙烯酸腻子 

20年+ 
工作经验

来自3个
国家的客户

9个
贸易伙伴

5个
生产方向

水分散涂料及涂料产品

诺瓦装饰材料厂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阿夫
托特兰斯波尔特纳亚街49A号，
邮编：656064

电话：+7 800 7752425
邮箱：sales001@nova-lkm.ru 
网站：www.nova-lkm.ru

Е. В. 米罗什尼琴科
诺瓦装饰材料厂有限公司主任 

AquaNova Decor系列产品用于房屋和立面的饰面，总共包括20多             
个产品，有效期长达10年。所有材料均为水基的，适用于教育机                
构以及医院和办公室。每种产品都有自己的特点，可以创建任何          
口味的构成。 

丙烯酸和乳胶基涂料，用于室内外高质量墙面涂料。                                     
适用于混凝土、加气混凝土、石膏板或刨花板表面的油漆。                                     
适用于操作负荷高的场所。

装饰材料

木材保护剂

胶水及涂底漆

本产品用于长期保护免受生物损伤，并使具有装饰效果。                            
适合室内外工作。Aquanova Wood系列保留木材的织构，                   
不会阻碍木材的呼吸，无气味。

涂底漆用于在装修工作中对耐用的、不碎的表面进行预处理和除尘。
“诺瓦” 厂的产品中有各个方向的涂底漆，包括适用于潮湿房间和深           
渗透改善多孔底座。此外，还有经济级、Profi级和Premium级系列               
的胶水，白乳胶等。  

水分散涂料及瓷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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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生产各个阶段的严格控制，公司产品不仅符
合俄罗斯标准，也符合欧洲质量和安全标准。                
马尔季卡公司的产品以其可识别的设计、吸引人的
产品外观和高质量的材料而闻名。

马尔季卡公司成立于1999年，是俄罗斯领先的家用
塑料产品制造商之一。如今，马尔季卡大约有500种
商品，包括餐具和厨房用具、家居和花园用品、                    
儿童用品和各种存储解决方案。公司致力于创造独
特的产品，让消费者注意到产品的高质量和独创外
观。产品安全和质量是公司的首要任务。

马尔季卡客户其中有领先的网络运营商，本公司向
俄罗斯所有地区提供产品，以及出口。

生产范围： 

• 浴室配件

• 存储和整理空间的            
解决方案

• 餐具和厨房用具

• 花园花卉配件和用品

• 塑料清洁产品

• 儿童塑料制品

20年+ 
工作经验

500+
产品名称

前6 
俄罗斯塑料家用产品制造商

家用塑胶制品生产

马尔季卡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
谢韦罗-扎帕德纳亚街2号，
邮编：656011

电话：+7 3852 200200
邮箱：info@martika-home.ru 
网站：www.martika-home.ru

В. В. 斯莫科京
马尔季卡有限公司总经理

餐具和厨房用具

存储解决方案

春夏野餐、收获季节、寒假和扫雪除雪都是每个人都很熟悉的季节性问题。                                        
马尔季卡公司在任何季节都有许多实用的产品。

公司为花园和菜园生产许多产品——轻便耐用的水桶、喷壶、蔬菜和水果篮子以及                           
其他有用的产品。各种花盆和植物箱将允许客户在房间或阳台上创建自己的花园。

时令商品

公司为浴室和卫生间提供多种产品，具有不同的设计和实用性。塑料配件由优质聚丙烯              
制成，具有防潮、坚固和轻便的特点——不会在掉时断裂，也不会损坏卫生技术设备。

儿童用品
所有的儿童用品马尔季卡公司都是由耐用和优质的塑料制成的，即使对婴儿也非常                         
安全。小孩浴盆、尿盆和儿童家具的特点是人体工学设计，各种颜色，                                           
并考虑到儿童的生理特性而开发的。

本公司生产200多种功能性产品，有助于整理橱柜，优化食品存储，简化烹饪过程，                
装饰厨房空间。所有产品均由允许接触食品的完全安全材料制成。

浴室配件

公司的清洁产品方便使用，不断受到买家的需求，能够解决家常生活中各种任务。                           
清洁产品系列包括不同尺寸的碗、盆和桶、垃圾桶、铲子和扫帚等产品。                                         
产品适合重视产品可用性和功能性的客户。

花园花卉配件和用品

产品线包括通用篮子、储物箱、衣架、化妆包、工具箱和其他有助于维持整齐的商品。            
功能性设计、尺寸和颜色的多样性使产品能够融入任何室内设计。产品由安全材料制成，
具有很高的耐用性。

清洁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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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正在积极开发自己的创新型非                
抗生素杀生剂系列，其基础是独特的                     
金属稳定胶体系统技术（主要是银）。                      
开发的技术使本公司能够开发以对抗                  
不同领域的广泛病原体（包括难以根                      
除的病原体）系列产品。

公司拥有自己的生产基地和发达的物                    
流系统，并在全俄罗斯以及远近海外                
实施供货。

农业化工科学生产联合体有限公司是          
俄罗斯植物保护产品市场的开发商、            
制造商和创新者，已24年来成功开展          
业务，产品出口到俄罗斯、独联体国家、
东欧、拉丁美洲和东南亚等16个国家。

生产范围： 

• Silver Mix叶子微量元素肥料，                            
具有消除和杀菌作用，含高胶体银

• Zerox银基杀真菌剂和杀菌剂

• Bigus Extra植物快速营养有机络合物             
（在欧盟和拉丁美洲用Vigus商标）

• Zerebra Agro生长调节剂，                     
以胶体银为基础，具有杀菌作用

• Zerebra AQUA工业和家用水的生态                    
消毒和“封存” 剂

20年+ 
工作经验

30个
自己的商标

35个
国外制剂注册

5个
专利特许证

植物保护制剂

农业化工科学生产
联合体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
尔市波波瓦街98A，
邮编：656065

电话：+7 3852 485102
邮箱：mail@tdahp.ru 
网站：www.tdahp.ru，
www.scs.technology

А. В. 泰诺夫
农业化工科学生产联
合体有限公司总经理

Zerebra Agro生长调节剂，以胶体银为基础，具有杀菌作用

本制剂用于预防和控制疾病，提高植物的自然免疫力，管理作物产量和农产品质量，                     
可以用来加工种用材料和营养作物。

Zeromix系列的制剂用于弥补必要微量元素的不足，并提高其在各种植物中的吸收能力。             
可用于加工种用材料和营养作物。建议将Zeromix系列制剂纳入种子处理技术，                             
用于营养和植物生理过程的快速发展，以及纠正植物微量元素缺乏症。

Zero Mix含银螯合型微量元素综合

Bigus含氨基酸综合腐泥基腐殖质有机制剂

本制剂用于处理生长植物作物，也可用于土壤复垦。由于含维生素和氨基酸，                         
Bigus制剂具有广泛的作用，并积极促进植物生长和营养，为植物提供必要的                       
宏量和微量元素，也有助于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减少硝酸盐的数量。

唯一根据改性银和稳定剂组合物的作用特异性提供延长消毒作用的制剂，不含氯。                  
对儿童和动物安全。适用范围：

- 所有类型游泳池、人工池塘（包括池塘）的水消毒
- 家用水的长期储存和“封存” ，包括植物灌溉、工业容器和水箱中的工业用水

Zerebra AQUA工业和家用水的生态消毒和“封存” 剂600+ 
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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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化妆品有限责任公司是后乌拉尔地区最大的家用化学品             
和化妆品生产公司之一，生产700多种SKU产品。 

目前，本公司向以下地区供应产品：从西边的加里宁格勒到          
东边的萨哈林，从北边的雅库特到南边的塔吉克斯坦边境，           
以及在独联体国家，包括白俄罗斯、阿塞拜疆、塔吉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中国和蒙古。

如今，阿尔泰边疆区的每一个居民、新西伯利亚地区的每二          
个居民和凯梅罗沃地区的每三个居民都使用“复兴化妆品”产品。  

超过450 SKU是为Magnit、Lenta、Maria-Ra、O'Kay、                 
Metro、Novex、Alpari、Monetka、Rainbow Smile、Anix、
Commandor、Slata、High League等连锁店生产的。  

复兴化妆品公司以“SANCHIST”、“LAROSSA”、“有利清洁”、
“Ecotherapy”、“全家”、“Larossa”、“Chistyunka”、“BRAND”              
等品牌而闻名。  

生产范围： 

• 聚合容器和盖子 

• 日用化工品

• 香料化粧品

20年+ 
工作经验

来自10个
国家的客户 

500万+
每月装运成品数量

日用化学及化妆品

复兴化妆品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
兹韦兹德纳亚街15B号，
邮编：656922

电话：+7 3852 730211
邮箱：pr@ren-cosm.ru 
网站：www.ren-cosm.ru

В. П. 科西欣
复兴化妆品有限公司创始人 

凝胶适用于手洗和机洗，确保清洁清新，不损坏织物纤维。具有通用的凝胶配方，           
对污渍有效。

“Larossa” 洗发剂 “白兰地和辣椒” 

“Sanchist 防油” 

本产品可以处理即使在热处理后的污染（烟炱，釜煤，积炭），效果在2分钟内。         
天然成分，对环境安全的。

“有利洗” 洗衣液

独特的植物成分组合，无对羟基苯甲酸酯和硅酮的安全配方，独特的欧洲风味，            
现代高级瓶。

天然植物油，吸收快，适合各种皮肤，无对羟基苯甲酸酯，硅酮和染料。

“Shalet” 液体肥皂 “Bubble gum” 

“Larossa”  香体乳 “金澳洲坚果和牛油树油” 

保湿配方，适合各种皮肤，浓密的奶油稠度，不含人工染料，                                                                   
英国和德国生产的高品质香调。

700个
产品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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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条线阿尔泰化妆公司成立于1999年在比斯克科              
学城。

两条线生产贸易有限公司是属于阿尔泰生物制药         
集群，本集群旨在支持生物制药行业的创新创业。 

本公司拥有广泛的供应地区：俄罗斯、阿塞拜疆、
白俄罗斯、希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拉脱维亚、沙特阿拉伯、塞尔维亚、斯洛伐克、                
爱沙尼亚、以色列、德国、捷克。

两条线公司是按科学态度生产天然化妆品的企业，
本公司的产品是阿尔泰天然成分和现代技术成功                 
结合的结果。在生产产品时公司使用天然油和提              
取物、喜来芝、鹿茸血母、蜂蜜和其他天然成分。 

生产范围： 

• “Silapant” 化妆系列 

• “莫佐林” （消除鸡眼的药剂） 
化妆系列

• “Planet Spa Altai” 化妆系列

• “AltaiBio” 化妆系列 

• “阿尔泰娅”食品系列 

• “家庭药箱” 化妆系列 

• “Rikki-Tikki” 儿童化妆系列

20年+ 
工作经验 

350个
自己的产品

500+ 
合作伙伴商标产品

来自20个
国家的客户 

按科学态度生产的天然化妆品

两条线生产贸
易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比斯克市索齐
阿利斯季切斯卡亚11号1号楼，
邮编：659322

电话：+7 3854 303202
邮箱：market@dvelinii.com 
网站：www.dvelinii.com

В. А. 捷普洛夫
两条线生产贸易
有限公司总经理

“AltaiBio” 化妆系列

“家庭药箱”结合了传统医学和现代技术的经验。本系列中的定向剂已成功应用于静           
脉曲张症状、关节和肌肉疼痛、疣和乳头状疱疹、去除老茧和硬皮、防止指甲和足          
部真菌病、身体治疗。“家庭药箱”系列的每一种产品都含有植物提取物和精油。

以著名的阿尔泰鹿茸血母为基础的化妆品。“Silapant” 系列产品以其独特的活性成          
分组合而闻名，其具有有效性、定向性和抗衰老效果。当活性成分进入皮肤细胞时，
它们会启动自然的年轻化过程，因此建议在出现第一次发现皱纹时使用“Silapant”                 
化妆品。 

“家庭药箱” 化妆系列

“AltaiBio”产品的特点是阿尔泰边疆区天然成分含量高，价格实惠。本系列包括各种          
面膏和身体膏，以及基于天然阿尔泰野生有益植物的口腔护理产品，用于日常牙齿        
和牙龈综合护理。

“Planet Spa Altai”是专业自行美容产品，以最好的阿尔泰草药为基础，本系列产品对         
面部和身体的皮肤有再生和恢复作用，可以有效地护理头发，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
帮助皮肤变得更明亮。 

“Silapant” 化妆系列

“Planet Spa Altai” 化妆系列

“阿尔泰娅”保健食品

“阿尔泰娅”是一个种类齐全的天然西伯利亚的美容和健康产品：                                                  
喜来芝和鹿茸血母，冷榨油，功能性食品，生物活性添加剂，草药茶等。                                     
草药、坚果、浆果和矿物质经过精心加工保留所有有益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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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萨尔公司是一家现代化的高科技生产商，              
从事卤虫收集和加工，本公司自1996年以来一          
直在市场上运营。

该公司在东南亚、南美和欧洲市场取得了成功，          
产品销往从厄瓜多尔到越南的17个国家。

阿尔萨尔有限公司是一家完整生产过程的企业，              
拥有自己的实验室和水池，用于开采卤虫卵。

所有产品都经过认证。

在运营期间，本公司已证明自己是西伯利亚卤                  
虫卵的可靠制造商和供应商。 

生产范围： 

• 干卤虫卵

• 生卤虫卵

25年+ 
工作经验

600 吨
每年捕获量

来自17个
国家的客户 

卤虫卵生产及加工

阿尔萨尔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亚罗沃
耶市加加里纳街1C号，
邮编：658839

电话：+7 916 0637719, 
+7 905 9892398
邮箱：esm@artemia-arsal.ru 
网站：www.artemia-arsal.com

М. П. 索克拉科夫
阿尔萨尔有限公司总经理

干卤虫卵 /Artemia Cysts Dried/ 

这是稳定高质量产品，根据孵化率有几

种产品类别。蛋白质含量：47%及以上。

脂质含量：15%及以上。产品湿度不超          

过8%。 

卤虫卵根据其在特定批次中的成熟度分

为不同的类别，这是稳定高质量产品，

孵化率达到80%及以上。

生卤虫卵 /Artemia Cysts W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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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活动中，阿尔菲特普柳斯公司
专注于将数百年的传统医学经验与
现代科学成果相结合。 

阿尔菲特普柳斯公司已经15年来一
直致力于根据С.В.科列帕诺夫医学           
博士的独特配方，在天然植物基础
上开发、生产和销售高质量的保健
食品及化妆品。  

公司的使命是创造传统和创新的产
品，以保持客户的健康和美丽。 

在生产中，从原材料采购到成品储
存和运输的所有阶段都实现质量控
制体系。

公司的生产能力使我们能够保存所
有天然活性物质，促进人体系统的
最佳功能，有助于健康和长寿。 

生产范围： 

• 植物草本茶（囊装）

• 非酒精的草药酒“阿尔菲特普柳斯” 系列

• 植物草本茶（袋泡茶装和块状装）

• 儿童糖浆和香脂 “生命之花” 系列 

• 药草系列 

• 亚麻粥 “阿尔菲特普柳斯饮食” 系列

• “菲托尔” 膏预防系列 

• “菲托夫洛里斯” 化妆品系列 

• 咖啡磨砂膏系列 

• 礼盒套装  

• 食用油（含卵磷脂）

• 天然蜂蜜（含阿尔泰草药提取物）

• 大麻油化妆油系列 

15年+ 
工作经验

120个 
贸易伙伴

2个 
专利特许证

保健食品及化妆品

阿尔菲特普柳
斯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
特拉克托瓦亚街74ZH号，
邮编：656922

电话：+7 3852 503500
邮箱：alfitplus@mail.ru 
网站：www.alfitplus.ru

В.С. 科列帕诺夫
阿尔菲特普柳斯
有限公司主任 

预防系列包括10个“菲托尔”系列膏和 “马斯托克列利” 植物膏。本系列的每一款膏都由阿尔
泰草药提取物和精油组成的，具有健康和预防作用，刺激皮肤的紧张力和活力，具有抗炎
和轻微的镇痛作用。 

由于其成分中的“活”成分，“菲托福洛里斯”化妆系列有效地软化皮肤，滋养其有益的天然
物质，本系列包括面部、手臂、腿部、身体和头发的化妆品。“菲托福洛里斯”系列的所有
化妆品都有独特的成分和植物基础，开发本系列时专家考虑到妇女的年龄和个人特点。 

“菲托尔” 膏系列（预防系列） 

植物草本茶（囊装）

非酒精的草药酒“阿尔菲特普柳斯” 系列 

生物活性食品添加剂。人体每天需要100多种不同的宏量和微量元素来提供所有必要的物
质。植物草本茶（囊装）系列采用最新的低温技术生产，有助于最大程度地保存植物中的
生物活性物质、维生素和微量元素。

非酒精的草药酒“阿尔菲特普柳斯” 系列加强免疫力，保持健康以及预防男性和女性保健，
专门收起来的的阿尔泰草药复合物具有免疫调节、调理、增强、适应、抗炎、杀菌、               
镇静和抗氧化作用。

“菲托福洛里斯”化妆系列 

大麻油化妆油系列

阿尔菲特普柳斯化妆油是富含维生素和药用植物提取物的天然植物油的组合。化妆油的基
础是大麻油，具有广泛的治疗作用，它含有欧米茄3和欧米茄6多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
A，D，E，各种生物活性物质：植物甾醇，磷脂和矿物质，因此化妆油是保持美丽不可或
缺的用品。本系列包括：睫毛和眉毛生长大麻油；角质层大麻油（含柠檬马薄荷）；                 
护胡子乳清（大麻生长激活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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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他命产品公司集团成立于2001年，是一家专门
从事食品和生物添加剂开发和生产企业。               
本公司的任务是基于阿尔泰植物原料的产品普及、
销售和推广。

目前本公司的产品范围包括300多种食品和人体          
健康生物添加剂。

公司配备现代化的设备，使用最新的技术，                     
保证生产符合现行质量标准所有要求的高质量安         
全的产品。

公司在生产以及销售各个阶段都有一个完善的质       
量控制体系，可以不断改进产品。

维他命产品定期出口到中国。 

生产范围： 

• 草本茶 

• 糖浆 

• 防腐剂 

• 亚麻产品 

• 木斯里营养棒

• 草药酒 

• 维生素C饮料 

• 香精油

• 化妆品 

• 沙棘产品

300+ 
食品名称 

20年+ 
工作经验

60+  
贸易伙伴

生物添加剂、食品和化妆品生产

维他命产品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博尔佐
瓦亚宰姆卡镇拉杜日纳亚街3号，
邮编：656040

电话：+7 800 7002715, 
+7 3852 379691
邮箱：aveobio@gmail.com 
网站：www.vitam.pro

А. В. 苏尔科夫
维他命产品公司集团创办人

“For women” （女用）：用于治疗和预防女性疾病。 

植物草本茶具有对身体的定向作用，有助于保持和改善身体的状态。

“Diabetex” （血糖）: 有助于血糖正常化。

植物草本茶及生物添加剂（多种） 

直接压榨的沙棘汁，不添加糖，染料和防腐剂，这是一种非常美味的多种维生素饮料，充满能量，有益健康。
沙棘汁因其高质量、使用具有较高生物价值的非传统原料而获得“西伯利亚博览会”金奖。果汁含有天然浓缩    
的生物活性物质，含有水溶性和脂溶性维生素。沙棘汁富含抗坏血酸，其含量至少为200-250毫克，此外果         
汁中还含有B族维生素、E族维生素、胡萝卜素。

“壮士” ：为男性的健康和活力

冷榨亚麻油是从公司自己种植园的原料中提取的。亚麻油（亚麻籽油）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健康产品，           
定期使用可以使身体正常化，并有助于治疗许多疾病。亚麻油含有大量的欧米伽3和欧米伽6多不饱和脂肪酸，
有助于代谢过程。亚麻油油是通过低温压榨（Extra Virgin）方法生产的，因此保存100%的亚麻籽营养素。  

沙棘汁（直接压榨）

“华年” ：为女性的美丽和健康
“帮助心脏” ：为保持心肌

沙棘油“阿尔泰健康”  
沙棘油含有一系列独特的维生素和生物活性物质，包括类胡萝卜素、生育酚以及对身体功能的正常化至关重     
要的多不饱和脂肪酸。沙棘油被用作治疗胃肠道疾病、皮肤科、牙科和妇科的辅助剂。 

夫兹瓦尔是传统俄罗斯浓饮料，由各种草药制成，以前习惯热饮用，它是真正活力，能量和健康的源泉。                    
“阿尔泰明珠”系列的夫兹瓦尔是以沙棘汁和草药为基础制作的：

“Phyto-sculptor” （植物雕刻家）: 具有利尿、轻泻药作用，使胃肠道活动正常化。

“知识分子” ：为保持记忆力

“Cardiotex” （心脏）: 对高血压、心肌功能紊乱的心血管系统有积极影响。

“Nephrotex” （肾脏）: 对慢性肾脏和泌尿系统疾病具有消炎、利尿、解痉和防腐作用。

沙棘汁草药夫兹瓦尔（糖煮水果）“阿尔泰明珠”（多种） 

“自然免疫力” ：为保持免疫力和活力

“酣睡” ：为恢复力量

“高山的空气” ：免得感冒

亚麻油，生物添加剂

“Stress Control” （压力控制）：有镇静作用。

“Broncholex” （支气管）: 具有祛痰、消炎、解痉作用。

“Phytomama” （哺乳妇女用）: 用于刺激哺乳妇女的哺乳期。 

“Arthrotex” （关节）: 它具有抗炎、排盐和抗风湿的特性。

“Hypertonics” （血压）: 有助于使血压正常化，加强血管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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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食品名称 

20年+ 
工作经验

60+  
贸易伙伴

生物添加剂、食品和化妆品生产

维他命产品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博尔佐
瓦亚宰姆卡镇拉杜日纳亚街3号，
邮编：656040

电话：+7 800 7002715, 
+7 3852 379691
邮箱：aveobio@gmail.com 
网站：www.vitam.pro

А. В. 苏尔科夫
维他命产品公司集团创办人

“For women” （女用）：用于治疗和预防女性疾病。 

植物草本茶具有对身体的定向作用，有助于保持和改善身体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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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与俄罗斯研究机构合作，发现鹿茸物质的
新有益特性，自己从事鹿茸物质采购、开发和创
新产品的创造。 

鹿茸普罗叶克特有限公司是俄罗斯最大的健康产
品制造商基于阿尔泰鹿茸物质。本公司是最早从
事鹿茸制剂开发、研究和生产的公司之一。  

产品范围超过70种：鹿茸浴剂、生物添加剂、         
功能性食品、提神饮料、化妆品。目前已经进行
过几十项临床研究，证明鹿茸制剂在人类健康的
各种反常中具有很高的疗效。本公司拥有约
400名官方批发和零售代表合作伙伴，包括俄罗
斯和关税同盟国家的100多家疗养院。鹿茸普罗
叶克特生产的鹿茸产品出口到欧洲和韩国。

生产范围： 

• 生物添加剂“格马费明”

• 生物添加剂“马拉诺尔”

• 生物添加剂“鹿茸血母”

• 鹿茸浴剂“O-鹿茸”系列

• 生物添加剂“费尔罗格姆” 

25年+ 
工作经验 

400个
官方批发商和零售商 

来自5个
国家的客户 

50个
鹿茸产品名称

阿尔泰养鹿业产品

鹿茸普罗叶克
特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比斯克市利
瓦托尔斯托戈街150号，
邮编：659300

电话：+7 3854 335479
邮箱：pantoproject@mail.ru 
网站：www.pantoproject.ru

Н. А. 夫罗洛夫
鹿茸普罗叶克特
有限公司创始人 

生物添加剂“马拉诺尔”（120囊） 

一种强力天然适应原，其成分中有阿尔泰马鹿鹿茸和鹿茸血母，是一种独特的物质，
基于在切鹿茸期间获得的马拉献血，保护心脏、血管、肌肉骨骼系统和整个身体免          
受过早衰老的影响，补充生命能量，让您感觉更年轻，活得更长，保持健康，                            
头脑清晰和活性到老年，临床试验证明有效。

生物添加剂“格马费明”（女用，180囊） 

有效和安全的非激素药剂，以缓解更年期症状：减少热潮红，出汗，情绪波动，                 
缓解疲劳，失眠，易怒和其他身体年龄变化引起的不适现象。支持肌肉骨骼系统的              
健康，降低骨质疏松症的风险，改善整体健康，减缓衰老过程。由俄罗斯科学院西             
伯利亚分院托木斯克科学中心的科学研究所药理学开发的，临床试验证明有效。

功能性食品“捷尔拉潘”（男用，270囊） 

稀有生物活性鹿茸物质的独特配方是一种阿尔泰强大自然对男性力量和生殖健康的            
礼物，鹿茸是丰富的有益物质来源，其成分无法通过人工途径重复和复制。                        
本产品消除疾病、慢性疲劳的后作用，提高生活质量，是一种专门为前列腺炎患者              
提供膳食预防性营养的产品，作为铜和锌的补充来源，临床试验证明有效。

“超级鹿茸3号”（25份） 

干性滋补饮料，成分含鹿茸、鹿茸血母、沙棘和维生素C，有助于补充精力和活力，             
克服慢性疲劳，提高身心工作能力.这种饮料增强免疫力，改善健康，降低疾病风险，
具有适应性和免疫刺激作用。

用于深层清洁、滋养和恢复具有老化和枯萎迹象的面部皮肤，面膜加强血管，                         
具有拉皮作用：矫正面部椭圆形，减少小皱纹和鼻唇褶皱的严重程度。

奇迹维特“阿尔泰旅游” 年轻化面膜（3片） 

3个
生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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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和高品牌是创造独特产品的首要任务。
所有产品均由天然成分制成，不含合成防腐
剂、调味剂和增香剂。本公司生产各种各样           
的健康和营养产品。

产品质量得到了许多著名展览的奖牌和文凭           
的证实。自2017年以来，本公司被列入                              
“阿尔泰黄金品牌” 名单。 

目前阿尔泰谢利戈尔公司在俄罗斯生产非酒             
精草药酒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阿尔泰谢利戈尔公司成立于1991年，是阿尔         
泰边疆区最早利用养鹿业产品生产保健品的         
企业之一。 

生产范围： 

• 蜜饯 

• 冷榨油 

• 儿童系列 

• 干瘪浆果羹 

• 防感冒饮料

• 果仁奶油 

• 野蔷薇糖浆 

• 烘焙混合物 

• 蜂蜜

• 阿尔泰非酒精草药酒

• 阿尔泰茶 

• 坚果和浆果

30年+ 
工作经验 

200+ 
产品名称

来自6个
国家的客户

12个
生产方向

保健食品

阿尔泰-谢利戈
尔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比斯
克市利波沃戈街2号，
邮编：659316

电话：+7 913 3646144, 
+7 3854 448958（138）
邮箱：or@altay-seligor.ru 
网站：www.altay-seligor.ru

Н. Л. 特鲁索娃
阿尔泰谢利戈尔
有限公司总经理

果仁奶油

坚果、浆果 、蜂蜜

防感冒饮料

本公司向市场供应天然林产品：浆果，坚果，蜂蜜。                                                          
成功的原因是本企业只使用在阿尔泰生态地区采集的高质量原材料。

儿童产品系列“阿尔泰马拉列诺克”包括儿童软糖，糖浆和茶。                                          
儿童系列产品是根据儿童身体的特点设计的，具有广泛的作用，                                      
并含有儿童生长发育所需的有益物质。

独特的茶饮料，其成分中包括干蜂蜜，维生素C复合物和阿尔                                           
泰浆果提取物，以方便的可溶性形式开发。

植物油是用金属压力机冷榨的方法生产的，当用这种方法时，                                         
原料不会加热，因此油中的所有有益物质都被保存下来。

冷榨油

儿童系列

使用生坚果或种子生产的天然酱，生产过程中无需热处理和任                                          
何添加剂或调味剂，保留所有有益特性。

目前我们在俄罗斯生产非酒精草药酒市场上处于领先地位，                                       
产品范围扩大到200多种。

阿尔泰非酒精草药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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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泰维塔是唯一将青草茶包装成尼龙金字塔包装             
泡茶壶用的制造商。 

最终产品生产的原材料是在阿尔泰高原手工采的，               
茶不含染料和味觉提高剂。

本企业每年参加著名的食品展览会。 

阿尔泰维塔有限公司是青草茶和红茶的生产商。 

本公司成立于2018年。由于产品的高质量，                 
阿尔泰维塔成为了全国这一领域的市场第一企业，             
让终端消费者在饱和市场的情况下选择本公司产品。
本公司有自行生产设施和仓库。

生产范围： 

• 青草茶

• 红茶

来自5个
国家的客户 

40+ 
SKU 

50+ 
贸易伙伴

4个
生产方向

健康食品

阿尔泰维塔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
雷博扎沃茨科伊横路42号，
邮编：656016

电话：+7 960 9511426
邮箱：irina_f@altaivita.ru 
网站：www.opt.altaivita.ru

А. М. 库济明
阿尔泰维塔有限公司主任

“晴朗一天”青草茶（金字塔包装）

梅丽莎和牛至具有温和的镇静作用，野蔷薇增强耐力和脑力工作能力。                 
本茶有助于排出体内积聚的液体和毒素，并缓解水肿。

百里香红茶（金字塔包装，25个过滤茶袋）

所含成分使茶具有浓重气息，味道浓烈，非常适合日常使用。

野蔷薇（玫瑰果）

野蔷薇是一种很好的药物，主要是因为它含有大量的抗坏血酸（维生素C）。
野蔷薇汤是一种非常好的增强免疫力的药物。 

冰岛地衣

冰岛地衣在药理学中用于制造食品添加剂，以及用来治疗胃肠道疾病。

亚当斯杜鹃花红茶（金字塔包装，25个过滤茶袋）

亚当斯杜鹃花是一种强大的天然能量来源，具有草本的，针叶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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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泰雪松有限公司利用阿尔泰草药作为主要成分生产天然，
生态洁净植物产品。

本公司的产品范围包括100多种产品：生物活性食品添加剂、
草药茶饮料、药用植物提取物制成的药片和儿童草药茶。                
所有多组分的植物混合物都是由阿尔泰国立医科大学和俄罗           
斯医学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科学家的独特发明的。

每种产品都有针对性的保健作用，增强免疫力，具有强烈的            
口味。

阿尔泰植物茶生物添加剂系列被授予“年度最佳阿尔泰产品          
”奖章。本公司多次成为许多区域、全国以及国际展览会的               
获奖者。  

2021年，阿尔泰雪松有限公司获得了“金水星” 国家奖，                      
并获得了地区最佳小企业的称号。 

所有出厂产品经过认证，符合俄罗斯和国际EAEU立法以及
HASSP质量和安全体系的所有要求。

生产范围： 

• 阿尔泰茶饮料 

• 阿尔泰植物茶生物  
添加剂系列

• 健康能量系列 

• 礼盒套装 

• 药片 

• “阿尔泰茶” 红茶和  
绿茶（含阿尔泰花，
草药和浆果天然添  
加剂）系列

• 菲托沙儿童草药茶  
系列

25年+ 
工作经验

100+ 
草药制剂品种

来自2个
国家的客户

阿尔泰草药制剂

阿尔泰雪松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尤
日内工人村格尔采纳街15号，
邮编：656906

电话：+7 3852 223523, 
+7 3852 223993
邮箱：info@altaikedr.ru 
网站：www.altaikedr.ru

Е. П. 戈尔巴坚科
阿尔泰雪松有限公司总经理

阿尔泰植物茶生物添加剂系列

喜来芝和白桦茸混合生物添加剂

喜来芝和白桦茸提取物混合药片是本公司与俄罗
斯医学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的专家合作的独特创
新研发成果。喜来芝和白桦茸是强大的天然免疫
刺激剂和抗氧化剂，有助于激活生理过程，增强
免疫力，使胃肠道、肝脏和血液胆固醇正常化，
并加强骨骼系统，本产品是没有类似物的。                         
包装方式：100片，每片0.55克。

菲托沙系列的儿童草药茶

天然植物混合物的具有解决健康问题和维持人             
体的所有器官和系统的作用，本产品的有效性             
由临床结论和自愿认证证实，植物混合物具有             
最佳的风味品质和高消费特性。包装方式：                 
共42种，每种20袋和30袋，每袋2.0克。 

菲托沙儿童草药茶旨在全面加强和强身儿童健
体，该成分仅包括天然草药，花卉和浆果，                        
允许用于儿童产品，建议从3岁起作为儿童饮           
食的补充饮料，不含增香剂。包装方式：                           
共7种，每种20袋，每袋1.5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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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的产品是由手工采集的野生阿尔泰草
药制成的。

阿尔泰苏佩尔富德有限公司生产天然，                 
环保原料的健康产品。  

2021年，阿尔泰苏佩尔富德有限公司首次            
向中国供应6 SKU燕麦粥。

阿尔泰苏佩尔富德产品不含防腐剂、味精、
香料和基改生物。 

本公司参加国际和区域展览会，并赞助当             
地和国际体育赛事。 

生产范围： 

• 燕麦：带芽的全麦麦片

• For men 青草茶 

• 燕麦，蔓越莓和麸皮：
带芽的全麦麦片

• For women青草茶.  

来自5个
国家的客户 

40+ 
SKU 

50+ 
贸易伙伴

健康食品

阿尔泰苏佩尔
富德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
谢韦罗-扎帕德纳亚街2号，
邮编：656037

电话：+73852285520
邮箱：info@ageomash.ru
网站：www.ageomash.ru

П. В. 费琴科
阿尔泰苏佩尔富德有
限公司业务发展总监

为了制作“生命之粥”，全谷物通过发芽“复活”，            
可以多次增加有益营养素的含量（合成维生素、          
抗氧化剂和增加酶的活性），并在不超过40°C                
的温度下干燥。然后，谷物通过冷压榨                              
（RAW技术）被压扁成麦片，以保存“胚胎”的所            
有有用特性和生命能量，结果“生命之粥”麦片的             
维生素、微量元素和宏量元素含量是普通麦片的             
3-12倍，纤维含量几乎是普通麦片的11倍。  

燕麦，蔓越莓和麸皮

带芽的全麦麦片

燕麦谷物的特点是蛋白质（高达20%）、脂肪
（11%）、碳水化合物（40%）和B族维生素的最佳
比例。燕麦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β-葡聚糖）。           
发芽时维生素C的含量从0.88毫克/100克增加到
23.71毫克/100克。这种植物种子发芽过程中抗氧           
化剂的总含量增加9.8倍。

燕麦

带芽的全麦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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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原材料制成的物质是用于制造各种产品（食品中的生物
添加剂、功能性和专用食品的天然产品、化妆品、软糖、
果酱、糖果、冰淇淋、蜂蜜产品等）。 

本企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加工新鲜植物原料，更全面地提
取天然生物活性物质复合物。 

维丝捷尔拉有限公司是俄罗斯开发和实施各种天然原料加
工创新技术的领跑者：草药、树皮、根、叶、蘑菇、针叶
原料、泥炭、冶疗用泥。  

本企业活动依靠自己的创新发展，采用国外先进的原材料
加工技术设备以及国内外制造商的先进经验。本公司拥有
发达工程基础设施的生产基地。 

生产范围： 

• 植物和果实
浆果提取物

• 保健品 

国家标准
GOST R ISO 22000-2007 
(ISO 22000:2005) 已经过认证企业 

27个 
专利特许证

2000吨 
植物原料
年加工量

100+ 
植物和果实浆
果提取物品种

自然原料提取物和保健品制造商

维丝捷尔拉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阿尔泰
镇藻泽尔纳亚街2号，
邮编：659650

电话：+7 3854 555208
邮箱：market@visterra.ru 
网站：www.visterra.ru

С. М. 萨夫罗诺夫
维丝捷尔拉有限公司管理人

松果菊属提取物

白桦茸ORIGINAL  干白桦茸提取物90克 

白桦茸提取物 

白桦茸提取物是一种现代高科技产品，通过水萃取原料并随后升华干燥而获得。        
白桦茸蘑菇采集在托木斯克州，阿尔泰和后贝加尔边疆区的西伯利亚泰加。             
在生产中使用的创新技术有助于获得染色复合物含量增加的提取物（50%到65%）。
白桦茸提取物的重要成分是β-葡聚糖，具有免疫调节、抗肿瘤和抗炎作用。                        
根据分析结果，白桦茸提取物中的β-葡聚糖含量为27.1%提取率为12:1。

沙棘提取物

用于生产食品、茶制品、甜羹和果汁水、冰淇淋、糖果和烘焙产品的生物添加剂。
主要活性物质：有机酸，具有抗炎作用，改善新陈代谢，免疫调节，血管增强，             
镇痛等特性，是一种抗氧化剂。

松果菊属提取物的主要活性成分：氧肉桂酸，具有消炎、抗病毒、免疫调节、             
抗过敏（抗组胺）、抗风湿、抗真菌等的有益特性。

用于各种局部恶性肿瘤和各种胃肠道疾病的治疗。白桦茸提取物的活性是                         
由于存在一种独特的生物活性物质复合物：色素、多糖、三萜和有机酸。                           
桦树菌含有微量元素：锌、镍、钠、铜、锰、镁、钴、钙、钾、硅、铁。

抑制肿瘤过程和肿瘤病的发展，清除体内毒素。

牛蒡 稠提取物110克

70+ 
保健品品种

植物提取物

保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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С. М. 萨夫罗诺夫
维丝捷尔拉有限公司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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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塔丽娅有限公司是季沃阿尔泰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专门生产植物油。 

在本公司运营期间内，SKU数量增加到14。

本公司每年都获得健康食品领域的奖项。 

本公司与 Lenta、欧尚、Magnit、X5联邦网络和 Maria 
Ra、Komandor、Chibbis、Begemot等区域网络签订               
了合同。 

阿尔塔丽娅有限公司定期出口中国、乌兹别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蒙古。 

本公司的产品范围包括广泛的脱臭精炼葵花籽油和未精         
炼葵花籽油品牌：阿尔泰、扎博塔、达罗姆 、奥索芭 、
斯马克、季沃阿尔泰 、季沃库班 、戈斯特扎帕斯。 

生产范围： 

• 用气溶胶瓶包装的
阿尔塔丽娅植物油

3600万瓶 
每年生产成品数量

来自15个+
国家的客户 

150+  
贸易伙伴

10万吨 
原料每年加工量

植物油

阿尔塔丽娅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甫洛夫斯克区
新佐里镇普罗梅什连娜娅街5V，
邮编：659010

电话：+7 983 6002014，
7 3858 135011
邮箱：a88_altaria@mail.ru 
网站：www.altariaoil.ru

Г. Н. 奇比季科
阿尔塔丽娅有限公司总经理

ALTARIA 阿尔塔丽娅

植物油，用气溶胶瓶包装

阿尔塔丽娅品牌生产13种冷榨植物油。

由于本产品放置在不透水的包装中，                             
可以避免空气和光线的影响。油不氧化，                        
保质期延长，并保留所有有用的元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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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油亚麻籽  

含油亚麻籽对身体有许多有益和治疗作用，因此在民间医学           
中被广泛应用。亚麻籽含有许多有益物质：蛋白质、维生素                 
A、E、F、β-胡萝卜素、铁、钾、磷、镁、钙。

未精制的芥末油是一种流行的产品，是通过压榨或从芥子中榨取
油方法而生产的，它是欧米茄-3和欧米茄-6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的廉价来源，具有许多积极的作用，并有助于治疗疾病。

未精制的芥末油

未精制亚麻籽油是一个真正的维生素，氨基酸和微量元素宝库。
由于其软的冷榨生产方法，它保留产品的有用属情。亚麻籽油富
含欧米伽-3、欧米茄-6和欧米茄-9多不饱和脂肪酸以及维生素
A、E、F、H。 

未精制亚麻籽油

未精制大麻油是浅绿色的，略带酸味，有着清香的气味。             
本产品是通过冷榨方法生产的，并保留着产品的所有有用特性。

未精制大麻油

本公司用全产业链进行原材料的生产和加工：           
为农场提供优质的播种材料，收购和接收油                       
籽加工，运输、谷粒加工，包装，将成品交                         
付给最终收货人。

本公司是食品和涂料行业最大的产品供应商。

阿尔泰农业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               
是西伯利亚最大的油籽加工公司之一，              
本公司在现有生产基地上从事亚麻籽、                          
葵花籽、芥末籽、大麻籽和其他作物加工。

生产范围： 

• 未精制亚麻籽油 

• 未精制的芥末油

• 含油亚麻籽

• 未精制大麻油 

2个
生产方向

10年+ 
工作经验

来自3个
国家的客户

1个
在国外注册的商标

植物油生产、油籽加工

阿尔泰农业集
团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格
奥尔吉伊萨科夫街133号，
邮编：656050

电话：+7 3852 229990
邮箱：altaislk@mail.ru
网站：www.altselkom.ru

А. В. 克利亚姆
阿尔泰农业集团有
限公司业务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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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雪松油、沙棘油、苋菜油、亚麻油、菟丝子油、南瓜油、芝麻油、核桃油、              
黑孜然油、胡芦巴油、大麻油、芥末油、葡萄油、冷杉油、葵花油、生子油、           
大蒜油、月桂油。各种油是通过冷榨方法制备的，这样可以保持成品的风味                         
和益处。特别有价值的是欧米伽-6和欧米伽-3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复合物，                        
它们不是在体内合成的，因此是必须与食物一起输入体内。本品含有多种维                  
生素复合物，有益于心血管系统和胃肠道的工作，支持免疫力，使体重正常化，              
是一种极好的抗氧化剂，具有抗炎作用。

奶油汤

亚麻羹是由亚麻粉做的，有助于健康生活。亚麻粉含有植物蛋白、纤维和有价           
值的微量元素。亚麻羹不需要煮，只需要倒入开水就可饮用。水果和浆果添加剂          
使亚麻羹有可口的味道（有无花果，苹果和桂皮，黑醋栗，南瓜瓤等添加剂），          
并加强亚麻粉的解毒功效。   

冷榨油

奶油汤是等于全价一餐，本产品含有植物蛋白和脂肪。奶油汤的平衡成分有                      
助于肠道的良好功能，给人一种持久的饱腹感，给身体带来能量和活力。

亚麻羹

雪松拿铁不仅有熟悉的咖啡味道，而且也有雪松坚果和桂皮的味道，                        
将提供真正的美食乐趣。不含咖啡因。

泰加林咖啡是一种具有西伯利亚特色的饮料，这种饮料对身体有强化作用，                            
充满能量，提振精神。

雪松拿铁

泰加林咖啡

斯佩齐阿利斯特有限公司从事天然保健         
食品的生产。

斯佩齐阿利斯特是一家国内外积极发展    
的公司，所有产品均由天然材料制成，          
原料加工采用冷榨法。

本公司正式拥有第2198913号发明“植物   
油和食品蛋白质产品的制备方法” 的专利。

本公司有50多种产品：冷榨油、坚果粉              
和种子粉、多成分粥、松节油、亚麻小             
面包、小吃、饮料、鹿茸制品等。

生产范围： 

• 冷榨油

• 坚果粉和种子粉 

• 小吃（奶油汤、沙拉、亚麻羹）

• 方便粥

• 饮料（咖啡替代品、雪松饮料、茶）

• 天然成分焦糖棒棒糖 

25年+ 
工作经验

50+
种产品  

20种
未精制油料

保健食品

斯佩齐阿利斯
特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比斯克市
瓦西利叶夫街64/3号，
邮编：659315

电话：+7 3854 301148
邮箱：info@altay-organic.ru
网站：www.altay-organic.ru

К. Ю. 巴赫京
斯佩齐阿利斯特
有限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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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 
工作经验

50+
种产品  

20种
未精制油料

保健食品

斯佩齐阿利斯
特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比斯克市
瓦西利叶夫街64/3号，
邮编：659315

电话：+7 3854 301148
邮箱：info@altay-organic.ru
网站：www.altay-organic.ru

К. Ю. 巴赫京
斯佩齐阿利斯特
有限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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豌豆主要价值是它含有大量的植物蛋白，因此可以使身体饱和，                 

并避免摄入多余的卡路里。它根据国家标准GOST 6201-68生产，                 

包装为0.8公斤、25公斤、50公斤。

从荞麦种子中提取的荞麦是许多俄罗斯人最喜欢的菜肴，是根据国家标

准GOST R 55290-2012生产的。本产品是蛋白质含量的记录保持者，               

荞麦中含有18种氨基酸，富含矿物质（镁、铁、锌、铜）和B族维生素。

大麦珍珠麦国家标准GOST 5784-60 

去皮豌豆米 国家标准GOST 6201-68 

由大麦制成的珍珠麦具有高淀粉含量和B族维生素（B1，B2），                   

PP的存在。本营养产品不仅对消化系统，也对神经系统都有好处。             

包装为0.8公斤，25公斤，50公斤。 

速食荞麦仁（蒸谷）国家标准GOST 5550-2012 

粮食扁豆

扁豆是几乎完全可消化的植物蛋白的极好天然来源，因此可以作为牛             

奶和肉类的替代品。包装为0.8公斤、25公斤、50公斤。 
本企业连续几年在区域和地区“年度最佳出口商”                 
竞赛中获奖。

   关系。 

从2017年起，本企业开始生产荞麦加工和包装。

从2019年起，开始扁豆加工线。

- 多年在农业领域的工作经验，可靠的互利伙伴

- 产品是由生长在阿尔泰边疆区生态田野上的谷
   物制成的；

西伯利亚人生产公司提供完整的产品准备周期。

从2020年起，开始豌豆加工线。 

本公司的优点：

从2022年起，开始大麦加工线。

- 本公司使用最新的设备，确保高质量；

从2018年起，开始谷物零售包装线（0.4-0.9公斤）。

在最近的将来西伯利亚人生产公司计划扩大自己               
生产的米类品种，增加生产能力，扩大市场。

生产范围： 

5年+ 
工作经验

来自12个
国家的客户 

绿色食品
证书

米类加工及包装生产

西伯利亚人生产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阿列伊斯基区博利
舍帕纽舍沃镇普鲁茨卡亚街10号，
邮编：658101

电话：+7 3852 539327
邮箱：grechka_sibiryak@mail.ru
网站：www.sibiryak-grechka.ru

Е. С. 尼基福罗夫
西伯利亚人生产有限公司主任

• 粮食扁豆，包装为0.8公斤、
25公斤、50公斤

• 去皮豌豆米，国家标准                 
GOST 6201-68，包装为                        
0.8公斤、25公斤、50公斤

• 速食荞麦仁（蒸谷），                      
国家标准GOST 5550-
2021，包装为0.8公斤、0.9公
斤、25公斤、50公斤

• 大麦珍珠麦，国家标准                             
GOST 5784-60，包装为                        
0.8公斤、25公斤、50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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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拉塔公司集团在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的食品和         
谷物市场成功运营了13年。

本企业生产小麦粉、米类（去皮豌豆米、大麦米、
珍珠麦、小麦米）和其他粮食加工产品。

本企业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产品质量控制，自己的         
实验室允许在生产的任何阶段进行实验室测试，             
以确保产品符合所有质量标准。  

现有的生产和物流基地允许向俄罗斯任何地区提            
供自己生产的高质量产品以及其他制造商的产品。

生产范围： 

• 高级、一级和二级小麦粉

• 去皮豌豆米

• 大麦珍珠麦

• 大麦米

• 小麦米

• 荞麦

• 燕麦片

10年+ 
工作经验

5500个
贸易伙伴

来自6个
国家的客户 

食品和谷物生产

兹拉塔农工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
恩图济阿斯托夫街14A号，
邮编：656065

电话：+7 3852 201192
邮箱：apk.zlata@yandex.ru
网站：www.apkzlata.ru

А. В. 夫多温
兹拉塔农工有限公司主任

燕麦片

去皮豌豆米是根据国家标准GOST 6801-68生产的，                          
包装从5公斤到50公斤不等。 

荞麦是根据国家标准GOST 55290-2012生产的，                              
包装从5公斤到50公斤不等。 

去皮豌豆米 

大麦米和大麦珍珠麦

荞麦

燕麦片符合公司标准的要求，包装从5公斤到35公斤不等。

大麦米和大麦珍珠麦符合国家标准GOST 5784-60的要求，               
包装从5公斤到40公斤。

高级、一级和二级小麦粉根据国家标准GOST 26574-2017生产，
产品包装从5公斤到50公斤不等。兹拉塔品牌面粉的白度远远             
高于国家标准的最低指标，例如最高等级面粉的白度为                            
58-60单位，一级面粉的白度为44-46单位。

高级、一级和二级小麦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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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在阿尔泰边疆区和克拉斯诺雅尔斯克
边疆区拥有两个谷物仓库综合系统，是阿尔
泰边疆区最大的扁豆生产商和加工商之一。
普罗多沃莉丝特维叶集团正在发展物流方
向。本公司成功地拓展俄罗斯和国外市场，
并向25个国家出口产品。合作伙伴名单里              
有国内外最大的生产和贸易公司。 

普罗多沃莉丝特维叶是一家专门从事农产品
批发贸易的俄罗斯公司，是糖、谷物和米类
市场产品的供应商和出口商。

生产范围： 

• 扁豆加工

15年+
工作经验

1200吨/天
汽车和铁路粮食接/卸

14万吨
谷物储存

保健食品

普罗多沃莉丝特维
叶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普罗列
塔尔丝卡娅街76号办公室202，
邮编：656043

电话：+7 3852 501149, 
+7 3852 501146
邮箱：priemnaya@prodgrup.ru
网站：www.prodgrup.ru

Д. М. 格卢霍夫
普罗多沃莉丝特维叶
集团有限公司主任 

国家的客户

553个 
俄罗斯贸易伙伴

130个+ 
外国贸易伙伴

来自25个

• 生产：普罗多沃莉丝特维叶集团在阿尔泰边疆区和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疆区拥有两个谷物仓          
库综合系统以及扁豆生产厂； 

• 贸易：普罗多沃莉丝特维叶集团向俄罗斯所有地区出口产品，并在糖、谷物、米类和油料作物
市场占据领先地位；

• 对外经济活动：公司提供米类，谷物，豆科粮食作物和油料作物，各种运输方式：铁路货车，
集装箱，汽车和海运通过俄罗斯的港口，出口到中国，阿联酋，阿塞拜疆，利比亚，蒙古，       
伊朗，伊拉克，土耳其，捷克，波兰，立陶宛，格鲁吉亚，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约旦，黎巴嫩；

• 物流：拥有自己的和租用的棚车； 年以上物流成功经验。5  

普罗多沃莉丝特维叶集团在“莫斯科交易所”获得认证，是农业产品流通领域宪章的成员，                          
阿尔泰工商会成员。公司积极参加世界上最大的食品展览会，多次获得出口发展证书 

本公司主要活动领域：

扁豆

- 生产能力为每月3000吨扁豆；

- 绿、红扁豆、鹰嘴豆加工；

- 世界级的质量指标；

- 用5到50公斤的袋子分装，每小时生产3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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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成立于2000年，多年来一直保持着持续           
发展，并成为西伯利亚地区的葵花籽加工的第               
一制造商。

目前，本公司是俄罗斯西伯利亚联邦管区这一             
市场领域的领袖。

韦尔肯公司是 “Zum-Zum”、“阿尔泰瓜子”和“              
普捷维叶” 3个俄罗斯品牌小吃产品的制造商，                  
22年来成功开展业务，产品出口到俄罗斯、独联
体国家、东欧、拉丁美洲和东南亚等13个国家。

“Zum-Zum” 240克产品在西伯利亚联邦管区销             
售额排名第一。在过去的一年里，“Zum-Zum”          
品牌在乌拉尔和伏尔加联邦管区的地位大大加强。

生产范围： 

• “Zum-Zum” 喜马拉雅盐    
烤葵花籽

• “阿尔泰瓜子” 烤葵花籽

• “Zum-Zum” 烤葵花籽核：
盐味，焦糖味

• “普捷维叶” 烤葵花籽

• “Zum-Zum” 烤花生米

• “Zum-Zum” 烤葵花籽

20年+
工作经验

20+
自己的商标

在10000+
俄罗斯商店中销售

来自13个
国家的客户

葵花籽加工公司

韦尔肯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
市尤日内横路14B号，
邮编：656905

电话：+7 923 7979255, 
+7 3852 314840
邮箱：komarova@velken.ru
网站：www.velken.ru

Е. Ф. 韦利佳伊金
韦尔肯有限公司总经理

Zum-Zum烤葵花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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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m-Zum喜马拉雅               
盐烤葵花籽

在无氧环境下喜马拉雅              
盐烤葵花籽, 大小45+，                
重量：90克、200克 

Zum-Zum烤葵花籽核

口味：经典味、盐味、              
焦糖味，重量：35克，               
包装：1个展示盒/18件

阿尔泰瓜子烤葵花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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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Zum-Zum品牌美味健康      
的花生米，由于空气烘烤技术，             
它变得松脆而均匀焙烧。                    
口味：盐味，烧烤味，酸奶油           
加青菜味，培根味，蘑菇加酸         
奶油味，泰国酱味，肉冻辣根味。
重量：1000克 

口味：经典味、盐味，                        
重量：200克，包装：                       
1个展示盒/11件

普捷维叶烤葵花籽

Zum-Zum烤花生米

Zum-Zum烤葵花籽核大号

口味：经典味，                                  
重量：500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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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瑙尔酥糖厂有限公司的历史始于2001年生产一      
种酥糖。

公司目标是用天然和环保的原材料生产独特的产品。

目前本公司是一家高科技企业，使用欧洲最先进的           
酥糖生产和原材料加工设备。

本企业已成为俄罗斯最大的东方甜味食品生产商，              
以其传统和自身产品而闻名。巴尔瑙尔酥糖厂有限           
公司致力于生产独特类型的甜味食品，并完全排除             
经济价位，专注于新产品的高质量。 

本公司销售渠道：从俄罗斯欧洲部分到俄罗斯远东，
全国50多个城市，包括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本公司          
的产品以“巴尔瑙尔酥糖厂” 品牌在大多数联邦和区               
域贸易网络中销售。

生产范围： 

• 亚麻酥糖

• 酥糖棒

• 糖饼

• 手工空心酥糖 
Prestige牌（威望牌）

• 巧克力淋面酥糖糖果

• 球糖

• 手工空心糖果

• 经典酥糖：向日葵、            
花生、口味

20年+
工作经验

来自9个
国家的客户

20+
贸易伙伴网络

300吨+
月产量

酥糖生产

巴尔瑙尔酥糖
厂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
市尤日内横路31M/1号，
邮编：656905

电话：+7 3852 315252
邮箱：halva2002@inbox.ru
网站：www.halva-bhf.ru

Е. Ю. 阿斯塔霍夫斯基 
巴尔瑙尔酥糖厂有限公司主任

酥糖

各种各样的重量和包装的哈尔瓦，各种口味：亚麻味、花生味、芝麻酱味、       
葵花加牛奶、果脯、果冻、花生及葡萄干、松子、亚麻等。 

由于先进的生产技术，从小就熟悉的酥糖获得新的品质，并变得更软：                    
柔软的多孔结构，无油性，清新口味。所有酥糖都是手工制作的。

手工空心酥糖糖果

手工制作的糖果，有四种口味：花生味、芝麻味、葵花味、巧克力味。

手工空心酥糖 Prestige牌（威望牌）

巧克力淋面酥糖糖果

精致的酥糖和丰富的巧克力釉料组合，有不同的口味：西瓜味、牛奶味、         
松子味、葵花味、巧克力味、花生味、芝麻味。  

巧克力淋面酥糖棒系列有六种不同的夹心：加雪松、牛奶、果脯、                                
葡萄干和花生、葵花、果冻。

«HALVA-MIX» 酥糖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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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自2004年以来一直在市场上推荐商品，         
并已被证明是一个可靠的业务伙伴和“保健食品”            
的优质制造商。

本公司位于俄罗斯的阿尔泰边疆区，以其对人                     
体有积极影响的食品而闻名。

本公司的产品通过全俄最大的贸易网络销售。

多年来，本公司参加世界最大的国际食品展                   
览会WorldFood、Prodexpo。阿梅津食品有                      
限公司的产品经常在著名的比赛中获奖。

生产范围： 

• 法瓦豆子沙拉（Fava）

• “东方秘密” 无防腐剂鹰嘴豆泥

• 油煎菜豆泥

• 达尔（Dhal）

• 种子泥

• 芝麻酱

15年+
工作经验

3个
专利

来自6个
国家的客户

100+
贸易伙伴

保健食品生产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
市马拉霍夫街2P/1号，
邮编：656023

电话：+7 3852 539030
邮箱：hummus22@bk.ru
网站：www.hummus1.ru

В. Б. 比留科夫
阿梅津食品有限公司管理人

阿梅津食品有限公司

中东小吃由鹰嘴豆、芝麻酱、橄榄油、柠檬汁、香料和大蒜制成，富含蛋白质和植物             
蛋白。鹰嘴豆泥是一种功能性产品，可以用作酱汁、三明治的基础、配菜或独立菜肴。

鹰嘴豆泥 

法瓦豆子沙拉（Fava）

种子泥

以植物成分为基础的熟菜：小扁豆、蔬菜和香料。这道菜的精髓是把小扁豆和蔬菜                 
一起煮到很容易做成泥的状态。

达尔（Dhal）

由豌豆、洋葱、橄榄油和香料制成的希腊小吃。这道菜质地温和，有明显的豌豆味                 
和略带甜味的回味。法瓦是鱼和肉的现成配菜。本产品富含蛋白质和纤维，适合素                    
食者和照顾自己健康的人，以及希腊美食的粉丝。

种子泥是一种温和的产品，由简单和天然的成分制成。种子泥的主要食材是向日葵               
种子，是植物脂肪、氨基酸和脂溶性维生素的来源。种子泥可以用作蔬菜切片和主                  
菜的酱汁，也可以用作三明治的配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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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8年以来，公司每年都是进入阿尔泰黄金品牌名单。

生产配备来自公认制造商、世界市场领导者的现代化设备。

公司管理体系通过FSSC 22000国际标准认证。

所使用的原材料都是高质量的，并通过严格的入厂检验。

博奇卡列夫斯基啤酒厂有限公司是俄罗斯啤酒和无酒精性          
饮料领域最大的企业之一。

“博奇卡里”公司的专家团队以及来自德国和捷克的技术大           
师正在开发技术和配方。

公司的品牌组合包括100多种优质天然饮料。

“博奇卡里”是一家独特的、现代化的、快速发展的企业。             
工厂位于阿尔泰边疆区生态地区：采林内区博奇卡里村。

装瓶分为5种类型：金属酒桶、PET酒桶、PET瓶（1.5升、
1.35升、0.5升）、玻璃瓶（0.45升和0.5升）、铁罐。

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啤酒、格瓦斯、柠檬水、能量饮料、             
饮用水、治疗食用矿泉水的生产和销售。

生产范围： 

• 格瓦斯 

• 饮用水 

• 啤酒

• 功能饮料 

• 非酒精气泡水 

• 治疗食用矿泉水

30年+ 
工作经验 

100+ 
SKU产品 

来自6个
国家客户 

6个
品种组

啤酒和无酒精性饮料生产

博奇卡列夫斯基
啤酒厂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采林内区博奇
卡里镇莫洛杰日纳亚街1A号，
邮编：659445

电话：+7 800 7001825, 
+7 3859 632594
邮箱：sales@bochkari.ru
网站：www.bochkari.ru

В. П. 斯马金
博奇卡列夫斯基啤酒
厂有限公司总经理

5种
容器类型

“家庭柠檬水”：天然果汁饮料系列，根据原创做法制作。

博奇卡里公司只使用天然成分酿造优质啤酒：麦芽、啤酒花和纯净水。有各种啤酒        
种类。“Weiss Berg零度啤酒”是一种独特配方的产品。公司生产的啤酒是用特殊的酵        
母发酵的，酵母可以选择性地从啤酒麦汁中发酵糖，而不会形成酒精。

非酒精饮料是公司的一个广泛活动领域，总有四个不同的产品类别：

非酒精气泡水

功能饮料

“阿尔泰水”是自己的自流井的天然“未受污染之水”。灌装过程可以承受水处理的                  
所有细微差别，而不会干扰水的自然成分，这种成分是完美平衡的，口感软美。

零度啤酒

“博奇卡里”鸡尾酒：世界上最受欢迎的鸡尾酒的非酒精版。 

“Bochkari Hit” 新款！世界最流行的口味进口替代， 有三种口味：Cola, CitrusHit, Orange。

格瓦斯

“国家标准” 博奇卡里饮料：大家最爱的苏联经典饮料 

“Target”品牌下的软能量饮料有5种口味：“Active”、“Original”、“Maximum”、           
“Mango Flavor”、“Zero Sugar”。强烈口味、出色成分和时尚设计受到消费者                              
和市场专家的赞赏。

饮用水

“安德列伊奇” 饮用格瓦斯和“安德列伊奇” 冷杂拌汤用格瓦斯是按照传统的俄罗斯做         
法生产的，完全通过天然发酵，不添加防腐剂、增香剂和染料，含有酶和维生素，             
有解渴，提神作用。

治疗食用矿泉水
治疗食用矿泉水“扎维娅洛洛丝卡亚”是从阿尔泰边疆区扎维亚洛沃区的自流井中              
提取的。成分：氯化硫酸盐，钙，镁，钠，矿化4.5-6.5克/升。产品主要价值是                      
高含量的天然镁：一升含100%的日常需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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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医学、自然治疗因素、发达基础设施、专业人员             
和良好地理位置的结合，使客户全年结合有效治疗和              
愉快休养。

本公司是氮-硅质低氡矿物水和底土使用许可证的官            
方持有人，因此在治疗中使用最大量矿泉水。由于与       
西伯利亚研究机构的合作，疗养院正在引进新的独家            
矿泉治疗技术。疗养机构联合会包括疗养门诊部、              
“水世界”保健中心、“别洛库里哈村” 旅游基地、会议厅、
连锁餐馆、“疗养地汽车运输企业”、“疗养地修建工程              
管理处”、“阿尔泰草地” 农企。  

“别洛库里哈疗养地” 疗养院网是西伯利亚领先的疗养         
机构联合会之一，包括： “别洛库里哈”、“西伯利亚”      
和“卡通” 三家疗养院，每家疗养院都有自己的专门疾      
病治疗方案，并在自己的治疗基地由自己的医疗人员         
提供全方位的疗养服务。 

服务范围：

• 新冠后康复方案

• 不同类别房间的舒
适住宿

• 自助餐式健康饮食

• 丰富的休闲活动及
与儿童休养计划

• 组织区域和国际会
议和专题讨论会

• 根据个人医疗指征
进行治疗和康复

60种+
医疗照护

550+ 
合作伙伴

36 000+ 
每年客户量

疗休养基地

别洛库里哈疗
养地股份公司

地址：俄罗斯别洛库里哈市阿
卡杰米克米亚斯尼科夫街2号，
邮编：659900

电话：+7 800 5006404
邮箱：kurortbelokurikha@gmail.com
网站：www.belokurikha.ru

К. П. 叶若夫
别洛库里哈疗养地
股份公司总经理

治疗的优先事项是使用天然治疗因素：                                              
氮-硅质弱氡矿物水和气候疗法。 全面的健康恢复计划可                    
以有效地刺激身体的储备能力，有助于保存和恢复健康。 

“山地别洛库里哈”新的阿尔泰山麓疗养区 

“别洛库里哈”、“西伯利亚”和“卡通” 三家疗养院

医疗概况 

专门治疗和预防循环系统疾病、神经系统疾病、肌肉骨                 
骼系统和结缔组织疾病、消化、呼吸、泌尿生殖系统疾病、           
内分泌系统疾病、饮食失调和代谢紊乱、皮肤和皮下组                    
织病、血液病、造血器官和涉及免疫机制的个别疾病，                       
以及治疗受伤、中毒和接触外部原因的一些后果。

2011年，距离别洛库里哈市10公里，海拔800米处开始建               
设新的疗养地——“山地别洛库里哈” 。本项目是在“俄罗斯             
国内和入境旅游发展” 联邦项目的框架内（2011-2018年），
根据公私伙伴关系原则实施的。未来疗养地的基础将是4-5            
星级低层酒店，同时可容纳约5000人，疗养院将使用伊斯克    
罗夫斯基泉源的矿泉水。疗养地毗邻未受破坏的自然环境。
“阿尔泰山脉” 现代滑雪和冬季两项体育场、“米金戈拉”              
山地滑雪中心和 “安德烈耶夫斯卡亚斯洛博达” 历史建筑中                
心也已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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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养院的身份依赖于业务水平高的人才、

现代化的治疗诊断基础和先进的疗养院      

治疗技术。

独特的自然治疗因素、全面身体检查、         

专家医生咨询以及治疗和个人康复方案       

让客户在治疗和预防疾病过程中取得最         

大的效果。 

“罗西亚” 疗养院是别洛库里哈疗养地最    

大的现代化疗养院中心之一，提供欧洲          

水平的服务：多学科治疗和康复、积极       

休息和水疗服务。

服务范围： 

• 个人疗养院治疗和预防方案、
康复方案

• 舒适，配备齐全客房

• 三种饮食方式（自助餐，          
定制菜单和顶级餐厅），              
使用阿尔泰边疆区的环保产品

• 企业活动设施齐全

• “TerraSPA” 现代                               
Wellness-中心

• 丰富的积极休息机会

350+
治疗方法

核算实验室 现代化设备

疗休养基地

罗西亚疗养院股份公司

地址：俄罗斯别洛库里哈
市斯拉夫斯科伊街34号，
邮编：659900

电话：+7 800 2503770
邮箱：info@sanrussia.ru
网站：www.sanrussia.ru

Ф. Е. 叶尔菲莫夫
罗西亚疗养院股份公司总经理

诊疗中心

为客户提供一下服务：保健中心，温泉中心+游泳池，水疗中心

专业人员、多年的工作经验、现代化的治疗和诊断基地、独特的热氡
水和其他自然治疗因素确保疗养院治疗和康复的高效率。本疗养院采
用350多种治疗方法，每年都会补充和更新医疗诊断基础，引进最先
进的设备。别洛库里哈疗养地唯一的“罗西亚” 疗养院核算实验室允许
进行精确的分子生物学研究方法。 

公司活动服务

如今，控股公司发达的基础设施允许在其基础上举行最高级的商务会
议和公司活动。丰富经验、不同条件和个别对待服务确保举办各种形
式的活动，活动安排和实施所有阶段都由个人经理提供支持。无可争
议的优势是提供多样性的活动地点、舒适住宿、自己的连锁餐馆以及
广泛的延伸服务。

水疗中心

“罗西亚”疗养院的Wellness具有最新一代的创新设备、高科技舒适房
间、现代化的室内设计和专业健康方案将让甚至最有经验的客户也         
感到惊喜。本疗养院只雇用经过培训和合格的人员，每个员工在自          
己的领域都有丰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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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和其他自然治疗因素确保疗养院治疗和康复的高效率。本疗养院采
用350多种治疗方法，每年都会补充和更新医疗诊断基础，引进最先
进的设备。别洛库里哈疗养地唯一的“罗西亚” 疗养院核算实验室允许
进行精确的分子生物学研究方法。 

公司活动服务

如今，控股公司发达的基础设施允许在其基础上举行最高级的商务会
议和公司活动。丰富经验、不同条件和个别对待服务确保举办各种形
式的活动，活动安排和实施所有阶段都由个人经理提供支持。无可争
议的优势是提供多样性的活动地点、舒适住宿、自己的连锁餐馆以及
广泛的延伸服务。

水疗中心

“罗西亚”疗养院的Wellness具有最新一代的创新设备、高科技舒适房
间、现代化的室内设计和专业健康方案将让甚至最有经验的客户也         
感到惊喜。本疗养院只雇用经过培训和合格的人员，每个员工在自          
己的领域都有丰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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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杰姆疗养院舒适休养意味着一定的         
隐私：总有37间功能齐全客房，最大            
面积达到92平方米。

别洛库里哈度假村的现代疗养院提      
供高水平服务和个别对待客人的态度。
由于疗养院的酒店房量不大，可以让         
客人在安静的环境中度过假期，避免            
噪音和排队。

埃杰姆疗养院提供一套疗程，包括别         
洛库里哈度假村使用的标准治疗以及         
独家疗程。疗养院位于度假村中心，          
并包括在度假村的基础设施中，距离            
高山滑雪道200米 。

服务范围：

• 治疗、保健和专业方案：“快乐生活”            
（肌肉骨骼系统治疗），“领头能量”                
（领导人、事务家、高级管理人员的              
快速康复），“健康一代”，“COVID-19                
后恢复”，“快速排毒”

• 自助餐或排毒菜单（六餐制平衡膳食），
并可以根据客人的要求安排个人口粮

• 4星级客房：从标准间到四居室套间

• 保健疗养证三天起 

• 提供现代医疗设备

• 疗养证一天起

7个 
治疗及健康方案

37个 
四级客房

全俄前100名 
疗养院

前5名  
客户导向疗养院

疗养治疗 

埃杰姆疗养院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别洛库里哈
市斯拉夫斯科伊街40号，
邮编：659900

电话：+7 800 7009992
邮箱：edem222m@yandex.ru
网站：www.edem-altay.ru

Е. Н. 菲奥诺娃
埃杰姆疗养院有限公司主任

个别对待

保健方案

我们为4岁以上的儿童和成人提供全面的治         
疗和保健方案，其中强制性组成部分之一          
是使用度假村治疗因素的综合促进健康治疗。

从选择房间和预订疗养证开始，埃杰姆疗养        
院有限公司为每位客人提供个别对待的态度。
我们能够创造必要的营养、治疗和住宿条件，
考虑到任何细节，让您们过一个完美的假期。

治疗专业化

埃杰姆疗养院拥有现代化的治疗部门，                        
应用治疗多种病理和慢性疾病的先进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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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奥软件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马洛
托博利斯卡亚街19号办公室107，
邮编：656056

电话：+7 913 0275527, 
+7 3852 570732
邮箱：mail@alianscompany.ru
网站：www.alianscompany.ru

本公司创造现代化的专业IT解决方案，为客户带         
来利润，加强他们的形象，使他们的工作更简单，       
更快，更便捷，更经济。

NooSoft采用灵活的项目管理方法，以数字计算             
效率、指标和效益，并为政府机构和企业提供咨询。

本公司的客户包括小型公司以及最大的生产企业、         
贸易企业、金融和银行部门以及政府机构。

近年来，本公司为美国、德国、法国、捷克、                             
斯洛伐克和加拿大的客户实施了IT项目。

NooSoft是俄罗斯和国际商业界的积极成员。
Noosoft公司举办了250多场教育活动，                                   
并在YouTube上制作了500多个视频。

服务范围：

• 开发和支持服务、                       
门户网站、移动应用程序

• 网络营销：市场分析，         
战略制定，综合推广，                
包括在国外市场上。

• Highload项目

• 分析、建筑方案、再造

• 开发网店和购物平台

• 采用CRM Bitrix24

9年
工作经年 

700+
已实施项目

50+  
额内专业人员

2
在俄办公室 

В. Е.拉任采夫 
诺奥软件有限公司主任

资讯科技外判、开发及互联网推广

交钥匙项目实施

在开发IT项目时，Noosoft公司使用以下技术栈：Html5, Js, Vue.js, 
React.js, Angular.js, React native, Django, Laravel, Simfony, Php, 
Python, Wordpress, Mysql, Postgres sql, Node.js, Redux, C #, NET, 
Bitrix, MongoDB, Strapi CMS. 

技术栈

项目开发成本、开发时间、可扩展性和许多其他细节取决于                   
技术栈。 

混合项目管理方法 

在不超出商定预算的情况下，在每个阶段取得可                               
衡量的结果。

It技术有利于企业，因此本公司的主要原则是确定目标、          
成功标准，然后制定详细的计划，并在每个阶段完全                  
“透明”地实施项目。

能够灵活地创建产品，适应不断变化的业务挑战，                        
同时遵循明确的计划，包括财务计划。

来自6个
国家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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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 Sources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列宁
大街154A号2号楼办公室225，
邮编：656037

电话：+7 961 2377224
邮箱：hello@integrasources.com
网站：www.integrasources.com

主要技术方向为嵌入式开发、物联网、硬件开发、原型机制造、
研发、计算机视觉、机器人开发以及相关领域。

Integra Sources有限公司是一家自2014年底以来在巴尔瑙尔市      
运营的嵌入式系统和软件服务开发公司。

本公司是Microchip，STMicroelectronics，Infeneon 
Technologies等领先电子制造商的技术合作伙伴。

本公司在电子产品开发，物联网，低级和高级编程领域提供服
务，与电子产品相关。

2020年，公司开发了自己的程序库，用于在TCP/IP-ISML（Integra 
Sources Messaging Library）之上实现设备之间的通信协议。  

Integra Sources LLC从一开始就以出口为导向，国外客户额约为
99％。 目前，本公司拥有来自超过15个国家的客户，主要市场
是美国、西欧、澳大利亚，还有来自南美和亚洲的客户。                     
公司成功实施各种行业的项目：消费电子和物联网，智能家居            
系统，能源，医疗保健，教育，机器人等。

服务范围：

• 电子产品的        
开发与设计

• 嵌入式软件      
的开发

• 机器人技术

• 计算机视觉          
系统开发

• 应用开发 

• 微电子的原型
机制造与开发

8年+ 
工作经验

来自15个+ 
国家的客户 

150+ 
客户

300+ 
已开发的项目

Е. С. 古托罗夫
Integra Sources有限公司主任

电子产品及软件开发

工业自动化的振动稳定解决方案（工业开发）

一种振动稳定装置，其从安装在工业设备上的输入振动传感器接收数据，
如变速箱、通风装置、甚至工业泵。 本设备将数据转换为所需的数值             
（加速度、速度或位移），并将转换后的数值输出为0-10v或4-20ma                
的输出信号。

便携式心电图仪的实时信号处理

本公司开发了固件，以便心电图设备可以执行其功能：                                    
记录其所有传感器的数据，并通过蓝牙将数据发送到手机，                                     
实时显示数据，还为Android提供了移动应用程序开发。

微电子的原型机制造与开发 

在产品开发方面的高专业知识和丰富经验使Integra Sources有限公司能            
够参与技术特别复杂的项目开发，例如BESS系统，自定义医疗设备，                
工业解决方案。

Integra Sources团队优化了跨平台Qt应用程序的现有软件架构，并在服务            
器上实现了异步方式，导致消除延迟。 现在，用户应用程序实时接收来         
自物联网设备的数据。 我们已经将数据从TinyDB迁移到MongoDB数据库，       
实现了Google 数据系列化协议（物联网通信协议），并与我公司的硬件              
开发团队一起实现了空中固件更新（OTA）。 

开发物联网系统用于生产增强复合材料（工业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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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勒斯商行股份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列宁大街156A号，邮编：656037
电话：+73852500305，邮箱：info@veles22.ru，网站：www.veles-alt.com

阿尔泰林业机械厂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科斯莫纳夫托夫大街32L号，邮编：656063
电话：+73852487598，邮箱：trelevka-marketing@yandex.ru，网站：www.altailesmash.ru

西伯利亚技术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特拉克托瓦亚街1-ZH号，邮编：656922
电话：+73852505005，邮箱：cig@sibtech.ru，网站：www.sib-tech.ru

阿尔泰进步自行机械厂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列宁大街140B号，邮编：656037
电话：+73852592560，邮箱：azsm-kb@yandex.ru，网站：www.азсм.рф

阿尔泰格地质钻探设备股份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谢韦罗-扎帕德纳亚街2号，邮编：656037
电话：+73852285520，邮箱：info@ageomash.ru，网站：www.ageomash.ru

机械压力机厂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卡利尼纳大街57号，邮编：656037
电话：+73852770995，邮箱：bzmp@altai.info，网站：www.bzmp.ru

西伯利亚动力机械—巴尔瑙尔锅炉制造厂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卡利尼纳大街26号，邮编：656037
电话：+73852221989，邮箱：info@sibem-bkz.com，网站：www.sibem-bkz.com

跨区域能源服务生产联合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特拉克托瓦亚7L号，邮编：656922
电话：+73852545830，邮箱：zaomes@mail.ru，网站：www.zaomes.ru

动力建筑部件—比斯克锅炉厂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比斯克市沙德里纳街62号，邮编：659328
电话：+78003331919，+73832018474，邮箱：sibir@bikz.ru，网站：www.bikz.ru

巴尔瑙尔锅炉设备厂科学生产联合体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布里尔利安托瓦亚街22V/2号，邮编：656037
电话：+73852340860，邮箱：sales@bzko.ru，网站：www.bzko.ru

动力设备厂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卡利尼纳大街15V号，邮编：656038
电话：+73852532115，邮箱：info@zeo-barnaul.ru，网站：www.zeo-pto.ru

阿尔泰变压器厂股份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帕夫洛夫斯基大道28号，邮编：656039
电话：+73852466714，邮箱：postmaster@alttrans.org，网站：www.alttrans.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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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泰柴油机装置厂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马亚科夫斯科戈街18D号，邮编：656012
电话：+73852503582，+73852502931，邮箱：kom@altzda.ru，网站：www.altzda.ru

阿尔泰煤气动力机械制造厂股份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波波瓦街258号，邮编：656922
电话：+78002500586，+73852271586，邮箱：info@gazenergomash.su，网站：www.gazenergomash.su

巴尔瑙尔机床厂控股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库拉吉纳街28号，邮编：656002
电话：+73852779200，邮箱：info@bszh.ru，网站：www.bszholding.ru

巴尔瑙尔子弹厂股份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库拉吉纳街28号，邮编：656002
电话：+73852775565，邮箱：marketing@bszholding.ru，网站：www.barnaulpatron.ru

欧洲运输系统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因捷尔纳齐奥纳利纳亚街304号，邮编：656008
电话：+73852383586，+73852223682，邮箱：info@ets-sptk.ru，网站：www.ets-sptk.ru

阿尔季克科学生产企业股份公司
地址：俄罗斯比斯克市利波沃戈巷9A号，邮编：659305
电话：+73854448229，邮箱：market@altik.su，网站：www.altik.su

比斯克玻璃钢厂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比斯克市列宁格拉茨卡亚60/1号，邮编：659316
电话：+73854448000，+73854450283，邮箱：bzs@bzs.ru，网站：www.bzs.ru

斯佩察夫托马季卡专业自动机械股份公司
地址：俄罗斯比斯克市列斯纳亚10号，邮编：659316
电话：+78002008208，+73854449114，邮箱：info@sa-biysk.ru，网站：www.sa-biysk.ru

来源普柳斯灭火器材股份公司
地址：俄罗斯比斯克市索齐阿利斯季切斯卡亚1号，邮编：659316
电话：+73854303364，+73854305830，邮箱：antifire@inbox.ru，网站：www.antifire.org

鲁卡夫救火带股份公司
地址：俄罗斯比斯克市利诺科恩比纳特11号，邮编：659316
电话：+73854333822，+73854333389，邮箱：sibteks@gmail.com，网站：www.rukav.biz

诺尔捷克轮胎厂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科斯莫纳夫托夫大街12/9号，邮编：656023  电话：+7960943-07-28，
+73852200300(6477)，+73852221955，邮箱：priemnay@nortec-tyres.ru，网站：www.nortec-tyres.ru

巴尔瑙尔橡胶工业制品厂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科斯莫纳夫托夫大街10号，邮编：656023
电话：+7 3852 336253，邮箱：prime@barnaul-rti.ru，网站：www.barnaul-rti.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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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勒斯商行股份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列宁大街156A号，邮编：656037
电话：+73852500305，邮箱：info@veles22.ru，网站：www.veles-alt.com

阿尔泰林业机械厂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科斯莫纳夫托夫大街32L号，邮编：656063
电话：+73852487598，邮箱：trelevka-marketing@yandex.ru，网站：www.altailesmash.ru

西伯利亚技术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特拉克托瓦亚街1-ZH号，邮编：656922
电话：+73852505005，邮箱：cig@sibtech.ru，网站：www.sib-tech.ru

阿尔泰进步自行机械厂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列宁大街140B号，邮编：656037
电话：+73852592560，邮箱：azsm-kb@yandex.ru，网站：www.азсм.рф

阿尔泰格地质钻探设备股份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谢韦罗-扎帕德纳亚街2号，邮编：656037
电话：+73852285520，邮箱：info@ageomash.ru，网站：www.ageomash.ru

机械压力机厂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卡利尼纳大街57号，邮编：656037
电话：+73852770995，邮箱：bzmp@altai.info，网站：www.bzmp.ru

西伯利亚动力机械—巴尔瑙尔锅炉制造厂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卡利尼纳大街26号，邮编：656037
电话：+73852221989，邮箱：info@sibem-bkz.com，网站：www.sibem-bkz.com

跨区域能源服务生产联合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特拉克托瓦亚7L号，邮编：656922
电话：+73852545830，邮箱：zaomes@mail.ru，网站：www.zaomes.ru

动力建筑部件—比斯克锅炉厂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比斯克市沙德里纳街62号，邮编：659328
电话：+78003331919，+73832018474，邮箱：sibir@bikz.ru，网站：www.bikz.ru

巴尔瑙尔锅炉设备厂科学生产联合体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布里尔利安托瓦亚街22V/2号，邮编：656037
电话：+73852340860，邮箱：sales@bzko.ru，网站：www.bzko.ru

动力设备厂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卡利尼纳大街15V号，邮编：656038
电话：+73852532115，邮箱：info@zeo-barnaul.ru，网站：www.zeo-pto.ru

阿尔泰变压器厂股份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帕夫洛夫斯基大道28号，邮编：656039
电话：+73852466714，邮箱：postmaster@alttrans.org，网站：www.alttrans.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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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泰柴油机装置厂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马亚科夫斯科戈街18D号，邮编：656012
电话：+73852503582，+73852502931，邮箱：kom@altzda.ru，网站：www.altzda.ru

阿尔泰煤气动力机械制造厂股份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波波瓦街258号，邮编：656922
电话：+78002500586，+73852271586，邮箱：info@gazenergomash.su，网站：www.gazenergomash.su

巴尔瑙尔机床厂控股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库拉吉纳街28号，邮编：656002
电话：+73852779200，邮箱：info@bszh.ru，网站：www.bszholding.ru

巴尔瑙尔子弹厂股份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库拉吉纳街28号，邮编：656002
电话：+73852775565，邮箱：marketing@bszholding.ru，网站：www.barnaulpatron.ru

欧洲运输系统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因捷尔纳齐奥纳利纳亚街304号，邮编：656008
电话：+73852383586，+73852223682，邮箱：info@ets-sptk.ru，网站：www.ets-sptk.ru

阿尔季克科学生产企业股份公司
地址：俄罗斯比斯克市利波沃戈巷9A号，邮编：659305
电话：+73854448229，邮箱：market@altik.su，网站：www.altik.su

比斯克玻璃钢厂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比斯克市列宁格拉茨卡亚60/1号，邮编：659316
电话：+73854448000，+73854450283，邮箱：bzs@bzs.ru，网站：www.bzs.ru

斯佩察夫托马季卡专业自动机械股份公司
地址：俄罗斯比斯克市列斯纳亚10号，邮编：659316
电话：+78002008208，+73854449114，邮箱：info@sa-biysk.ru，网站：www.sa-biysk.ru

来源普柳斯灭火器材股份公司
地址：俄罗斯比斯克市索齐阿利斯季切斯卡亚1号，邮编：659316
电话：+73854303364，+73854305830，邮箱：antifire@inbox.ru，网站：www.antifire.org

鲁卡夫救火带股份公司
地址：俄罗斯比斯克市利诺科恩比纳特11号，邮编：659316
电话：+73854333822，+73854333389，邮箱：sibteks@gmail.com，网站：www.rukav.biz

诺尔捷克轮胎厂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科斯莫纳夫托夫大街12/9号，邮编：656023  电话：+7960943-07-28，
+73852200300(6477)，+73852221955，邮箱：priemnay@nortec-tyres.ru，网站：www.nortec-tyres.ru

巴尔瑙尔橡胶工业制品厂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科斯莫纳夫托夫大街10号，邮编：656023
电话：+7 3852 336253，邮箱：prime@barnaul-rti.ru，网站：www.barnaul-rti.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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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泰电缆厂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波波瓦街179ZH，邮编：656922
电话：+7 3852 226677，邮箱：info@altayok.ru，网站：www.altayok.ru

波利梅尔普拉斯特电绝缘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波别德纳亚街110号，邮编：656031
电话：+7 3852 623441, +7 3852 623438，邮箱：izolenta2003@mail.ru，网站：www.altaiplast.ru

巴尔瑙尔化学工厂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帕夫洛夫斯基大道1号，邮编：656016
电话：+7 800 3338115, +7 3852 223597，邮箱：kom@bchp.ru，网站：www.bchp.ru， www.bhz-pro.ru

比斯克发烟硫厂联邦国有企业 
地址：俄罗斯比斯克市工业区，邮编：658837
电话：+7 3854 397209, +7 3854 397376，邮箱：oreferent@boz.biysk.ru，网站：www.fkpboz.ru

阿尔泰韦列夏金化学工业股份公司
地址：俄罗斯亚罗沃耶市普列扎沃茨卡亚广场2号，邮编：658837
电话：+7 3856 820898，邮箱：oreferent@ahprom.ru，网站：www.ahprom.ru

安杰尔博尔德西伯利亚蜡乳化液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扎林斯克市25帕尔特西叶兹德街7/7号，邮编：659100
电话：+7 913 2423767，邮箱：underboldsibir@yandex.ru，网站：www.underbold.ru

诺瓦装饰材料厂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阿夫托特兰斯波尔特纳亚街49A号，邮编：656064
电话：+7 800 7752425，邮箱：sales001@nova-lkm.ru，网站：www.nova-lkm.ru

马尔季卡家用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谢韦罗-扎帕德纳亚街2号，邮编：656011
电话：+7 3852 200200，邮箱：info@martika-home.ru，网站：www.martika-home.ru

农业化工科学生产联合体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波波瓦街98A，邮编：656065
电话：+7 3852 485102，邮箱：mail@tdahp.ru，网站：www.tdahp.ru，www.scs.technology

复兴化妆品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兹韦兹德纳亚街15B号，邮编：656922
电话：+7 3852 730211，邮箱：pr@ren-cosm.ru，网站：www.ren-cosm.ru

两条线生产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比斯克市索齐阿利斯季切斯卡亚11号1号楼，邮编：659322
电话：+7 3854 303202，邮箱：market@dvelinii.com，网站：www.dvelinii.com

阿尔萨尔卤虫卵生产及加工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亚罗沃耶市加加里纳街1C号，邮编：658839
电话：+7 916 0637719, +7 905 9892398，邮箱：esm@artemia-arsal.ru，网站：www.artemia-arsal.com

阿尔菲特普柳斯保健食品及化妆品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特拉克托瓦亚街74ZH号，邮编：656922
电话：+7 3852 503500，邮箱：alfitplus@mail.ru，网站：www.alfitplus.ru

维他命产品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博尔佐瓦亚宰姆卡镇拉杜日纳亚街3号，邮编：656040
电话：+7 800 7002715, +7 3852 379691，邮箱：aveobio@gmail.com，网站：www.vitam.pro

鹿茸普罗叶克特养鹿业产品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比斯克市利瓦托尔斯托戈街150号，邮编：659300
电话：+7 3854 335479，邮箱：pantoproject@mail.ru，网站：www.pantoproject.ru

阿尔泰谢利戈尔保健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比斯克市利波沃戈街2号，邮编：659316
电话：+7 913 3646144, +7 3854 448958（138），邮箱：or@altay-seligor.ru，网站：www.altay-seligor.ru 

阿尔泰维塔保健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雷博扎沃茨科伊横路42号，邮编：656016
电话：+7 960 9511426，邮箱：irina_f@altaivita.ru，网站：www.opt.altaivita.ru

 阿尔泰雪松草药制剂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尤日内工人村格尔采纳街15号，邮编：656906
电话：+7 3852 223523, +7 3852 223993，邮箱：info@altaikedr.ru，网站：www.altaikedr.ru

阿尔泰苏佩尔富德保健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雷博扎沃茨科伊横路42号办公室1，邮编：656016
电话：+7 960 9511426，邮箱：pavel@altaivita.ru，网站：www.asf-opt.com

维丝捷尔拉保健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阿尔泰镇藻泽尔纳亚街2号，邮编：659650
电话：+7 3854 555208，邮箱：market@visterra.ru，网站：www.visterra.ru

阿尔塔丽娅植物油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甫洛夫斯克区新佐里镇普罗梅什连娜娅街5V，邮编：659010
电话：+7 983 6002014，7 3858 135011，邮箱：a88_altaria@mail.ru，网站：www.altariaoil.ru

阿尔泰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格奥尔吉伊萨科夫街133号，邮编：656050
电话：+7 3852 229990，邮箱：altaislk@mail.ru，网站：www.altselkom.ru

斯佩齐阿利斯特保健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比斯克市瓦西利叶夫街64/3号，邮编：659315
电话：+7 3854 301148，邮箱：info@altay-organic.ru，网站：www.altay-organic.ru

西伯利亚人米类加工及包装生产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阿列伊斯基区博利舍帕纽舍沃镇普鲁茨卡亚街10号，邮编：658101
电话：+7 3852 539327，邮箱：grechka_sibiryak@mail.ru，网站：www.sibiryak-grechka.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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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泰电缆厂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波波瓦街179ZH，邮编：656922
电话：+7 3852 226677，邮箱：info@altayok.ru，网站：www.altayok.ru

波利梅尔普拉斯特电绝缘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波别德纳亚街110号，邮编：656031
电话：+7 3852 623441, +7 3852 623438，邮箱：izolenta2003@mail.ru，网站：www.altaiplast.ru

巴尔瑙尔化学工厂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帕夫洛夫斯基大道1号，邮编：656016
电话：+7 800 3338115, +7 3852 223597，邮箱：kom@bchp.ru，网站：www.bchp.ru， www.bhz-pro.ru

比斯克发烟硫厂联邦国有企业 
地址：俄罗斯比斯克市工业区，邮编：658837
电话：+7 3854 397209, +7 3854 397376，邮箱：oreferent@boz.biysk.ru，网站：www.fkpboz.ru

阿尔泰韦列夏金化学工业股份公司
地址：俄罗斯亚罗沃耶市普列扎沃茨卡亚广场2号，邮编：658837
电话：+7 3856 820898，邮箱：oreferent@ahprom.ru，网站：www.ahprom.ru

安杰尔博尔德西伯利亚蜡乳化液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扎林斯克市25帕尔特西叶兹德街7/7号，邮编：659100
电话：+7 913 2423767，邮箱：underboldsibir@yandex.ru，网站：www.underbold.ru

诺瓦装饰材料厂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阿夫托特兰斯波尔特纳亚街49A号，邮编：656064
电话：+7 800 7752425，邮箱：sales001@nova-lkm.ru，网站：www.nova-lkm.ru

马尔季卡家用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谢韦罗-扎帕德纳亚街2号，邮编：656011
电话：+7 3852 200200，邮箱：info@martika-home.ru，网站：www.martika-home.ru

农业化工科学生产联合体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波波瓦街98A，邮编：656065
电话：+7 3852 485102，邮箱：mail@tdahp.ru，网站：www.tdahp.ru，www.scs.technology

复兴化妆品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兹韦兹德纳亚街15B号，邮编：656922
电话：+7 3852 730211，邮箱：pr@ren-cosm.ru，网站：www.ren-cosm.ru

两条线生产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比斯克市索齐阿利斯季切斯卡亚11号1号楼，邮编：659322
电话：+7 3854 303202，邮箱：market@dvelinii.com，网站：www.dvelinii.com

阿尔萨尔卤虫卵生产及加工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亚罗沃耶市加加里纳街1C号，邮编：658839
电话：+7 916 0637719, +7 905 9892398，邮箱：esm@artemia-arsal.ru，网站：www.artemia-arsal.com

阿尔菲特普柳斯保健食品及化妆品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特拉克托瓦亚街74ZH号，邮编：656922
电话：+7 3852 503500，邮箱：alfitplus@mail.ru，网站：www.alfitplus.ru

维他命产品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博尔佐瓦亚宰姆卡镇拉杜日纳亚街3号，邮编：656040
电话：+7 800 7002715, +7 3852 379691，邮箱：aveobio@gmail.com，网站：www.vitam.pro

鹿茸普罗叶克特养鹿业产品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比斯克市利瓦托尔斯托戈街150号，邮编：659300
电话：+7 3854 335479，邮箱：pantoproject@mail.ru，网站：www.pantoproject.ru

阿尔泰谢利戈尔保健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比斯克市利波沃戈街2号，邮编：659316
电话：+7 913 3646144, +7 3854 448958（138），邮箱：or@altay-seligor.ru，网站：www.altay-seligor.ru 

阿尔泰维塔保健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雷博扎沃茨科伊横路42号，邮编：656016
电话：+7 960 9511426，邮箱：irina_f@altaivita.ru，网站：www.opt.altaivita.ru

 阿尔泰雪松草药制剂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尤日内工人村格尔采纳街15号，邮编：656906
电话：+7 3852 223523, +7 3852 223993，邮箱：info@altaikedr.ru，网站：www.altaikedr.ru

阿尔泰苏佩尔富德保健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雷博扎沃茨科伊横路42号办公室1，邮编：656016
电话：+7 960 9511426，邮箱：pavel@altaivita.ru，网站：www.asf-opt.com

维丝捷尔拉保健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阿尔泰镇藻泽尔纳亚街2号，邮编：659650
电话：+7 3854 555208，邮箱：market@visterra.ru，网站：www.visterra.ru

阿尔塔丽娅植物油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甫洛夫斯克区新佐里镇普罗梅什连娜娅街5V，邮编：659010
电话：+7 983 6002014，7 3858 135011，邮箱：a88_altaria@mail.ru，网站：www.altariaoil.ru

阿尔泰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格奥尔吉伊萨科夫街133号，邮编：656050
电话：+7 3852 229990，邮箱：altaislk@mail.ru，网站：www.altselkom.ru

斯佩齐阿利斯特保健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比斯克市瓦西利叶夫街64/3号，邮编：659315
电话：+7 3854 301148，邮箱：info@altay-organic.ru，网站：www.altay-organic.ru

西伯利亚人米类加工及包装生产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阿列伊斯基区博利舍帕纽舍沃镇普鲁茨卡亚街10号，邮编：658101
电话：+7 3852 539327，邮箱：grechka_sibiryak@mail.ru，网站：www.sibiryak-grechka.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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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拉塔农工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恩图济阿斯托夫街14A号，邮编：656065
电话：+7 3852 201192，邮箱：apk.zlata@yandex.ru，网站：www.apkzlata.ru

普罗多沃莉丝特维叶保健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普罗列塔尔丝卡娅街76号办公室202，邮编：656043
电话：+7 3852 501149, +7 3852 501146，邮箱：priemnaya@prodgrup.ru，网站：www.prodgrup.ru

韦尔肯葵花籽加工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尤日内横路14B号，邮编：656905
电话：+7 923 7979255, +7 3852 314840，邮箱：komarova@velken.ru，网站：www.velken.ru

巴尔瑙尔酥糖厂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尤日内横路31M/1号，邮编：656905
电话：+7 3852 315252，邮箱：halva2002@inbox.ru，网站：www.halva-bhf.ru

阿梅津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马拉霍夫街2P/1号，邮编：656023
电话：+7 3852 539030，邮箱：hummus22@bk.ru，网站：www.hummus1.ru

博奇卡列夫斯基啤酒厂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采林内区博奇卡里镇莫洛杰日纳亚街1A号，邮编：659445
电话：+7 800 7001825, +7 3859 632594，邮箱：sales@bochkari.ru，网站：www.bochkari.ru

别洛库里哈疗养地股份公司
地址：俄罗斯别洛库里哈市阿卡杰米克米亚斯尼科夫街2号，邮编：659900
电话：+7 800 5006404，邮箱：kurortbelokurikha@gmail.com，网站：www.belokurikha.ru

罗西亚疗养院股份公司
地址：俄罗斯别洛库里哈市斯拉夫斯科伊街34号，邮编：659900
电话：+7 800 2503770，邮箱：info@sanrussia.ru，网站：www.sanrussia.ru

埃杰姆疗养院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别洛库里哈市斯拉夫斯科伊街40号，邮编：659900
电话：+7 800 7009992，邮箱：edem222m@yandex.ru，网站：www.edem-altay.ru

诺奥软件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马洛托博利斯卡亚街19号办公室107，邮编：656056
电话：+7 913 0275527, +7 3852 570732，邮箱：mail@alianscompany.ru，网站：www.alianscompany.ru

Integra Sources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巴尔瑙尔市列宁大街154A号2号楼办公室225，邮编：656037
电话：+7 961 2377224，邮箱：hello@integrasources.com，网站：www.integrasourc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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