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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远东发展基金 

“必须给远东的企业提供较低的融资的机
会。远东发展基金在解决这个问题，给远
东企业提供年息5%卢布融资。需求非常
大，企业都上排队了。”

2016年第二届东方经济论坛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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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发展基金由俄罗斯联邦总统和俄罗斯联政府主席发起。

基金成为促进远东地区加速发展的国家机关制度的重要组成

部分，由俄罗斯副总理兼总统驻远东联邦区全权代表尤里·特

鲁特涅夫和远东发展部部长亚历山大·加卢施卡主导工作。

基金的唯一股东是“发展和对外经济活动银行”（“对外经济银

行”），资产为$470亿。

远东发展基金总经理阿列克谢·切昆科夫是发展远东地区政

府委员会（在总理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主持下），俄罗斯水电

公司董事会（世界上第二大的水力发电公司），以及“阿尔罗萨”

公司监事会等机构的成员（国有矿业公司，世界上最大的钻石

开采公司）。

关于远东发展基金

基金的唯一股东是“发展和 
对外经济活动银行” 
(“对外经济银行” )

  $ 470亿。

  基金管理资金约 

$ 13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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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联邦总统
远东发展战略重点发展方向

注册资本，监管

指令，建议，协调

远东投资分委会
 

1. 基金战略管理

2.
 

与联邦政府，地方政府，外国投资者建立合作关系

俄罗斯联邦远
东发展部
 

1.协调工作

2.与利益相关方互动
 

远东发展集团

远东人力资源发展局

远东招商与出口事务局

俄罗斯联邦政府

俄罗斯对外
经济银行
股东及补贴监管

俄罗斯副总理兼总统驻远东联邦区全权代表

尤里·特鲁特涅夫

基金是促进远东地区加速发展的国家机关制度的一

个组成部分。远东地区的发展是俄罗斯21世纪的优先

发展战略。政府正增加支持远东加速发展的措施，与

亚太地区国家加强一体化，开发重大国际项目。

俄罗斯远东发展机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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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 远东联邦区和贝加尔地区。

投资规模 5亿卢布以上。

投资对象 基础设施和设备（无行业限制）。

基金投资收益 年息5％ 以上（卢布）
投资期限 最长10年。

发起方 财务状况良好与拥有丰富的经验的企业

基金参与项目的目标水平
最高是落实项目总金额的1/3（其余 － 发起方自有资金，银行，金融
和行业投资者资金） 。基金以债券资本或股权资本形式提供资金。

确保还款的要求
发起方和/或其他保证人的担保和保证。 资金应用于建立新的企业
或扩大现有的企业。基金不赎出项目发起方的股份（股权）。

项目选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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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已批准

12項目。

基金业务

项目

远东发展基金促进资金大量流入远东和贝加尔地区 － 为各

种行业的优先投资项目（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矿产资源开采

加工，农业， 旅游业，电信技术，城市发展等等）提供优惠 

（卢布年息5%）和长期（10年以内）的融资。

目前，政府批准基金的12个投资项目，总投资额约$ 28亿。

项目规模

$ 28亿

卢布融资

卢布年息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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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不但支持个别投资项目，而且为推动投资流入到远东地区创建系
统，平台方案。

基金与在远东地区有广泛的营业网络的大型商业银行共同实行支持中小企

业的计划（“中小企业优惠贷款”）。

为吸引资金进入到远东和贝加尔地区的投资项目基金与股市的服务公司

（NP RTS）建立了“日出”投资系统。该项目旨在形成发达的财政和投资基础

设施与平台。“日出”将便于俄罗斯国内与国外投资者直接投资远东公司的股

票和债券。

远东发展基金与远东招商和出口事务局与日本国际协力银行一起组建俄日

投资平台。

基金 一直寻找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经济发展机会，寻找通过国际合作进行远

东地区和亚太地区的一体化的良好新机遇。基金在政府间咨询机构和正式

访问的框架内与国外伙伴进行合作，参加制定每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举办

的东方经济论坛的事务议程的过程。

基金业务

平台



关于远东发展基金 8

“日出” 投资系统

“日出”网上平台，远东地区积极发展的公司和项目的投资与债

务资本平台，包括超前经社发展区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中的

项目。

新投资系统是为俄罗斯全境改善金融服务的机

会，该方案，从一方面将远东地区居民加入到投

资的过程，从另一方面推动中小型企业的发展。

“日出”投资系统包括区域专业鉴定，以及通过了

国家检查的远东地区优先项目筛选名单。在系统

基础上可使用以各种金融工具：远东发行者的股

票和债券，商品，市政债券，外国资产。

该项目由远东发展基金与金融市场参与人协会“

发展RTS金融市场非商业合伙人”共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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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优惠贷款”计划为了支持远东地区的小型和中型企业

的发展而设计 。

在该计划的框架下远东发展基金为合作的商业

银行提供资金。

并允许合作的银行为中小企业减少贷款利率，延

长贷款期限（3 - 10年），通过下降定期付款的压

力，增长信贷资源的整体可用性。

“中小企业优惠贷款”计划的试点阶段与俄罗斯联

邦储蓄银行联合实施。按照209联邦法律注册在

远东地区注册，并属于中小企业的公司 。

中小企业在各地创造就业机会，增加税收，联合

最活跃的群众。“中小企业优惠贷款”为远东企业

发展条件作出重要贡献。

中小企业优惠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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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мостового перехода через р. Амур в Еврейской автономной 
области  

项目资金，
十亿卢布

 项目总价 10
 基金投资额 2,5

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第一座阿穆尔河铁路桥过境，长度为2.2公里， 运输能力为每
年2000万吨。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主席习近平将该项目指定为伙伴和战略合作的新系统的一个

组成部分。该项目将落实俄罗斯和中国政府间协议的框架内。

这座桥将成为新出口途径的一部分，并成为建立新的物流和产业集群的动力，一下子

改善几个远东地区的交通可达性。从俄罗斯东部地区到中国北方省份运输货物路线的

长度将缩短为700公里。

项目成员

• 项目公司 － “卢比孔河”有限责任公
司。

• 共同投资者 － 俄中国投资基金。

• 设计师 －“Giprostroymost研究所” 
开放式股份公司。

• 总承包商 －“桥梁”建筑股份公司。

• 技术顾问 － AECOM。

正在实现项目

犹太自治州建筑过阿穆尔河的桥梁项目



关于远东发展基金 11

Развитие золотодобычи в Камчатском крае: создание транспортно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ы  

项目资金，
十亿卢布

 项目总价 12,4
 基金投资额 2

“堪察加黄金”股份公司（列入“雷诺瓦”公司集团）启动发展堪察加地区的黄金开采
项目，2015年9月在该项目的框架内地区最大的矿业公司 “紫罗兰” 选厂开始工作，
每年生产能力达到4顿黄金。
发展堪察加地区的黄金开采的一个主要条件之一是发展矿山企业的运输和能源基础

设施。 基金出资制定“季利奇基 – 阿梅季斯托沃耶 – 卡缅斯科耶公路”项目的可行

性研究报告（可能参与建筑融资），公路长度为171公里，同时也出资制定到巴兰耶夫

斯科耶矿产地公路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公里长度为50公里。 通过开采新的金矿公路

建筑将有助于地区设施的发展。

正在实现项目

在堪察加地区发展黄金开采：建立交通基础设施

项目成员

• “勘察加黄金”股份公司，是堪察加地
区的最大黄金生产商，拥有许可勘
探地下黄金资源 （总资源基础超过
500吨）的9个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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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холодильно-складск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в Приморском крае  

项目资金，
十亿卢布

 项目总价 3,6
 基金投资额 1,2

“海参崴海渔港”开放股份公司的港口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并在4万平方米的领土上
建筑冷藏仓库的新建筑物，可容纳为32千吨，每年转运能力为250千吨。
增加国内市场水产品的供应（特别到俄罗斯的欧洲部）的限制因素是远东地区缺乏现

代冷藏和储存设施。“海参崴海洋渔港”发起在滨海边疆区建筑储存转运水产品的代

装备的冷藏仓库建筑物项目。

项目目的替代进口，有助于发展深加工渔产品生产，并在存储转运水产品方面增加国

内港口比例。

正在实现项目

在滨海边疆区建筑冷藏仓库建筑物

项目成员

• “海参崴海洋渔港”股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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Логистический хаб «Почты России»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项目资金，
十亿卢布

 项目总价 5,7
 基金投资额 1,8

该项目是建筑地区物流中心的综合计划的一部分，通过建筑自动化的邮政物流中
心改善“俄罗斯邮政” 经营效率，降低开支，在远东地区启动新的邮政服务项目 。
现有的的邮件人工处理系统效率偏低，导致邮政服务质量差，成本高，导致远东地区

的低效物流路线，同时在莫斯科－远东的航线上缺乏航空货运能力。

该项目通过改善俄罗斯欧洲部商品的可用性，提高远东地区人口的生活水平，同时有

助于提高邮递物品的速度及可靠性。

正在实现项目

“俄罗斯邮政” 远东物流枢纽

项目成员

• “俄罗斯邮政”，成立于2002年，俄罗
斯联邦邮政经营企业，列入在俄罗
斯联邦的战略企业名单内。



关于远东发展基金 14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II и III очередей завода по глубокой переработке сои в ТОСЭР 
«Белогорск» 

项目资金，
十亿卢布

 项目总价 5,8
 基金投资额 2,14

远东发展基金共同融资第二阶段建设。“阿穆尔农业中心”公司作为“别洛戈尔斯克”
超前经社发展区的居民企业，发起建筑大豆深加工工厂的项目。
工厂将成为俄罗斯第一个大豆分离蛋白的制造类型企业。该项目有利于替代进口（目

前大豆分离的100％及大豆油粕大部分从国外进口）。该项目与畜牧方面的项目有协同

作用，因为有助于优质动物饲料供应到远东联邦区。 2016年俄罗斯总统与阿穆尔州

超前经社发展区的居民公司会议上普京支持项目落实。

正在实现项目

“别洛戈尔斯克”超前经社发展区建筑大豆深加工工厂的第二和第三阶段项目

项目成员

• “阿穆尔农业中心”公司，一个俄罗斯
远东地区的最大加工谷类和豆类企
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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Озерный ГОК: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транспортно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ы  

项目资金，
十亿卢布

 项目总价 72,9
 基金投资额 0,6

湖泊多金属矿产地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之一，世界上前十名大大型锌矿矿产地。
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是大规模项目的一部分，其中在湖泊矿产地基础上建立俄罗

斯最大的锌精矿生产企业 每年生产量为800万吨，每年锌精矿生产量超过30万吨（目

前俄罗斯生产约38万吨）。该项目与中国最大集团 － NFC 合作落实（协议在俄罗斯和

中国领导人见签签署）。采矿选矿联合企业建设有助于实现布里亚特共和国的出口潜

力，并项目中的基础设施促进该地区矿产原料基地的进一步开发。

正在实现项目

采矿选矿联合企业：建筑交通基础设施

项目成员

• “东西伯利亚金属”集团，是“大都会”
公司集团内矿业公司 － 俄罗斯最
大的投资工业集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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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жилья для сотрудников СК «Звезда»  

项目资金，
十亿卢布

 项目总价 16,7
 基金投资额 1,1

为“红星”造船厂工作人员建设7,4 千多住宅的现代住宅大楼
（项目第一阶段 － 3,1千住宅）
“红星”造船厂为了吸引，栽培，保留高端人才的计划的一部分。项目实施后，造船厂将

雇用7,4千工员。项目在 “大石头”超前经社发展区开发。

正在实现项目

“红星”造船厂员工建筑住房项目

项目成员

• “综合能源解决方案”公司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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Увеличение добычи угля на Солнцевском месторождении: развитие 
транспортно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ы  

项目资金，
十亿卢布

 项目总价 45,1
 基金投资额 2,8

该项目计划包括在萨哈林地区建立生产转运电煤的出口导向企业，其中从矿产地
到沙赫捷尔斯克港口 建筑 皮带输送机 － 长度为 28，以及进行港口现代化，增加
港口生产能力。
在萨哈林地区建设现代交通基础设施的项目通过减少运输转运费用，以及扩张海港

通航季节可以加大煤炭产量。港口吞吐量和仓库容量增加两倍。交通基础设施发展

将提高该地区煤炭行业的竞争力以及实现出口潜力。输送机传送系统的建立将有助

于每年吞吐量达到800万吨，并放松对环境施加的压力。

萨哈林地区发展集团管理的项目

增加索尔恩采夫斯克矿产地上的煤炭产量：发展交通基础设施。

项目成员

• 东部矿业公司，萨哈林地区的最大
电煤生产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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