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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5日，习近平主席同普

京总统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加强当代全球

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发展新

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

声明》两份声明，并宣布发展中俄

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中俄战略合作机遇

2019年9月18日《中俄总理第二十四次定期会晤联合公报》提出，中

俄将全面落实《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及贝加尔地区农业发展

规划》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农业农村部与俄罗斯联邦经济

发展部、农业部关于深化中俄大豆合作的发展规划》，深化农业全

产业链合作，扩大农产品相互准入，促进农产品贸易发展。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2021年1月2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

国跃升为俄农产品和肉类第一大出口市场。 2020年中俄农产品贸易

额55.5亿美元。



资源布局

俄罗斯联盟有限公司2014年成立，总部设在莫斯科，在阿尔泰、新西伯利亚、顿河畔罗斯托夫、布里亚特都有分部。公司致力

于向中国市场供应高品质俄罗斯饲料原料：首期目标为120万吨，其中小麦（24万吨）、玉米（21万吨） 、大麦（6万吨） 、水稻

（2万吨） 、大豆（6万吨） 、豆粕（6万吨） 、葵花籽粕（36万吨） 、菜籽粕（12万吨） 、甜菜粕（6万吨） 、鱼粉（1万

吨）。供货口岸：阿拉山口口岸、二连浩特口岸、满洲里口岸及几乎所有的海港口岸（南通、上海、青岛、天津等）。



牧原股份 002714.SZ
中国最大的养猪企业，2021年计划生猪出栏量为5000万头。
计划采购：
饲料大麦每月6000吨；
饲料小麦每月60,000吨；
饲料玉米每月60,000吨。

新希望股份 000876.SZ
中国第四大的养猪企业，2021年计
划生猪出栏量为1500万头，鸡鸭出
栏量2亿只。
计划采购：
饲料葵花籽粕每年600,000吨；
饲料菜籽粕每年30,000吨。

大北农股份 002385.SZ
中国第十一位的养猪企业，2021年计划
生猪出栏量为500万头。
计划采购：
饲料葵花籽粕每年100,000吨；
饲料菜籽粕每月6000吨。

№ Name of exporting company Company address Contact Infromation (phone num. / email)

71 LLC "Alliance"
Altai krai, Barnaul, Korolenko str., 

104, office 812
89059859895, allans-22ak@yandex.ru

俄罗斯输华小麦、玉米、水稻、大豆、油菜籽注册仓储企业名单

供给

需求



粮仓围墙圈地面积16公顷；

库房带3台升降机、种子净化塔、

调度办公室、品控实验室、谷物

干燥间；

载重60吨货车1辆；

TGG-2型内燃发电机；

库房总储存量3.72万吨谷物；粮

食加工960吨/天，磨机加工能力

为20吨/天。

有铁路专用线路，紧邻火车站。

全区域覆盖视频监控。

铁路运输

海路运输

农场

中转仓

榨油厂、糖厂

筒仓

供应体系



质量参数 参数

湿度, % 最大 14

杂质含量,
%

最大1

容重 最小625克/升

呕吐毒素 < 1PPM

黄曲霉毒
素

< 30PPB

产品品质标准体系：饲料原料符合中国海关检验检疫要求、满足客户要求。

饲料小麦

质量参数 参数

湿度, % 最大 14

杂质含量, % 最大2

容重 最小690克/

升
呕吐毒素 < 1PPM

黄曲霉毒素 < 30PPB

赤霉烯酮 < 200PPB

饲料玉米

质量参数 参数

湿度, % 最大 14

杂质含量
, %

最大2

容重 最 小 625
克/升

呕吐毒素 < 1PPM

黄曲霉毒
素

< 30PPB

质量参数 参数

湿度, % 最大 12

纤维含量, % 最大 19

颗粒直径, mm 最大12

破碎颗粒和/或粉末, % 最大10

蛋白质, % (N*6.25) as is basis 最小35，基础36

脂肪, % 最大 1.5

饲料大麦

葵花籽粕

质量参数 参数

湿度, % 最大 14

蔗糖含量, % 最大 10

颗粒直径, mm 最大12

破碎颗粒和/或粉末, % 最大10

蛋白质, % (N*6.25) as is basis 最小7

灰分, % 最大 5

甜菜粕



SEBANK银行
分行行长阿拉汉

JSC俄罗斯出口中心（REC）副总裁
David Oganezov

一家为非主要出口提供支持的国立机
构，合并了为俄罗斯出口商提供广泛
的金融和非金融支持措施的公司集团。
REC Group整合了俄罗斯出口信贷和投
资保险局（EXIAR JSC），
ROSEXIMBANK JSC和Export School ANO，

从而有可能确保提供满足不同配置文
件的不同出口商需求的产品出口周期
的各个阶段-从构思开始，直到收到出
口商品和服务的付款为止。

俄罗斯农业部部长
Patrushev的助理
Andrew

俄罗斯海关直属
“ROSTEK”
副董事长瓦列里

俄罗斯铁路调度
中心伊娃

商业流程体系



中国农业科学院
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中国农业科学院
饲料研究所

中国农业科学院技术转移中心

科技
创新

俄罗斯农产品采购价格低、人力资源、土地

资源、水资源、电力资源、牛羊猪鸡鸭价格

都低。适合进行大规模配方实验。

公司在南俄正在进行一项保密技术试验，利

用榨油厂的副产品葵花籽粕（无壳）和糖厂

的副产品（乙醇），通过我们发明的设备，

把植物蛋白饲料的纯度由36%提高到60%以上。

未来生产出来的产品，成本提高1倍，利润提

高3倍。

联盟公司和买家合作，与中国农科院共同研

发和生产更具竞争力的饲料产品。

计划每年申请或技术转让获得3~5项专利，争

取3年内申请成为国家高新企业。

科技创新体系



饲料厂建设计划

联盟公司计划在营口综合保税

区成立一家专门从事配合饲料

加工及销售的企业，主要业务

是进口俄罗斯小麦、玉米、大

麦、豆粕、菜籽粕、葵花籽粕、

甜菜粕、鱼粉等原料，初加工

为基础饲料，也可根据市场需

求生产配方饲料和颗粒饲料，

主要销售至东北及内蒙区域。

该项目计划总投资约7000万元，分3期建设，总建设年限2年。一期建设3

万吨级配合饲料生产线；二期升级成10万吨级配合饲料生产线；三期升

级成30万吨级配方饲料和颗粒饲料生产线。

后备投资地点在海口综合保税区、广西钦州综合保税区。

2022年全年销售目标3万；2024年全年销售目标10万吨；

2026年全年销售目标30万吨。

第一阶段（2022年）销售额9千万人民币；

第二阶段（2024年）销售额3亿人民币；

第三阶段（2026年）销售额9亿人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