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Демография и ресурсы 
地理学 

普罗特维纳市区位于莫斯科南郊与
卡卢日斯基洲以及莫斯科洲塞普霍

夫斯基市接壤。  
 

从普罗特维纳市到其它城市的距离: 
普罗特维纳-莫斯科，98公里。 
普罗特维纳市-卡卢加100公里。 
普罗特维纳市-图拉110公里。 

 
 

地理定位: 
N 54°52.497' 
E 37°13.094' 



人口统计和资源 

普罗特维纳市区广场 莫斯科州:2669 000公
顷。 
人口(城市):35800人。 (到2019年1月1日)。 
劳动人口为19400人。 
 城市区各组织雇用了11000人。 
 

 
月平均工资 (卢布) 2018年全市总体情况。是
42030 
其中，按行业分列:  
工业:38300；  
科学—43000； 
建筑—26600；  
贸易和服务—29500；  
教育—43100；  
保健—42700； 
 

安置用地价值： 
 
工业:369 . 09卢布每平方米；  
商业项目:1673 . 95卢布每平方米；  
住房:548 . 86卢布每平方米；  
别墅和花园:386.33卢布每平方米 
对于法人，2019年7月1日的价格为:  
电力:5卢布每千瓦小时，不含增值税；  
供水:20.18卢布每立方米，不含增值税；  
排水:22.95卢布每立方米，不含增值税；  
供热:1754.10卢布/千卡，不含增值税。 
 

矿产资源缺乏。 



运输服务 

铁路运输： 
普罗特维纳市有莫斯科-库尔斯克方向的塞普霍夫火车站分
支（单轨）非电气化运输铁路，用于向工业区设施运送货物
和发送成品。 
 
公路运输: 
普罗特维纳市与全俄公路网连接，没有编号，又称塞尔普霍
夫公路。 普罗特维纳市15公里处有一条联邦级A108公路,距
20公里是联邦公路M2。 
 
空运:  
直升机停机坪位于德拉基诺机场，距普罗特维诺3公里。 
 



教育和技术人员 

专业教育系统： 
 “杜布纳”国立大学 普罗特维
纳市分校 学生人数:251人
(2019年)；  
-省职业学院7号教学楼 

市区居民的劳动专业化程度
多种多样包括:  
 
物理学家、程序员、工程师
、钳工、车削工、建筑工、 
律师、教师、医生、工人 
 

培训方向: 
• 物理学(医学物理学)  
•信息学和计算机技术  
• 生产工艺流程自动化 
 
从2021年开始，“杜布纳”国立大学普
罗特维诺分校将在系统分析与管理学
科征聘硕士（物理设施信息技术方面
）。 
 
 



大型企业 

库尔恰托夫斯基研究所 – 

高能物理学领域的基础研究  

股份有限公司— 

—低压成套设备生产  

普罗特维纳市肉制品厂股份

有限公司— 

—肉类和香肠制品的生产  

有限公司— 

— 公路施工聚合物土工格栅

生产  

股份有限公司–设计和创建癌

症病人质子复合体治疗疗法    

普罗特维纳市非政府组织股

份有限公司分支机构— 

—核电站设备的开发与制造  

有限责任公司普罗特维诺分

公司 — 

—窗用PVC型材的生产 

非政府组织DNA技术有限公

司— 

—设备开发和制造及 医学和

生物研究诊断测试系统 

维达有限责任公司– 

兽药的研制与生产 

有限责任公司 – 

生产塑料挤出管，电缆槽 

非政府组织涡轮技       术股份

有限公司— 

—开发制造和试验 

普罗特维纳市分公司 股份有

限公司— 

—射线医疗设备的研制与生

产 

 

有限责任公司- 

纸筒制品生产 



潜在投资项目和初期投资项目清单(对该地区的经济有重大影响，不
涉及住房和相关设施的建设，也不涉及联邦和州的区域工程基础设施 

 

工业 

• 1 .建立核医学放射性同位素中心，用于组织以锶-82
为基础的药品生产(«Лаборатория Эксперт»有限责任
公司)  

• 2 .建造含停车厂商业综合体(科瓦列夫、科佩尔特、
阿尔塔莫希纳个体公司) 

 



市区优先发展领域吸引投资（市区范围内商业主要业务专
业化） 

由于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和发展的历史特点(人口稠密地点与最强大
的带电粒子加速器建筑工程有关，长期以来，高能物理研究所一直是
一个城市化组织) ，此外，自2008年以来，普罗特维纳一直是俄罗斯
联邦的科技栏，以下是吸引投资的优先领域: 

•研究、生产和创新；  
•基础科学的发展；  

•信息技术；  
•教育活动；  

•旅游业。 

根据俄罗斯联邦政府2019年7月5日的第863号决定，普罗特维
纳市区保持科学围栏现状到2034年。 



工业园区«ПРОрыв» 

地址: 普罗特维纳市政区，铁路
大街 
公园类别:绿色  
总容纳面积:10公顷。  
土地所有权: 计划是市政的 
  
联系方式: 普罗特维纳市行政副
首长 
 
 
库拉金·埃列娜·谢尔盖耶夫娜 
(4967)34-16-38, nauka-protvino@mail.ru  

 

mailto:nauka-protvino@mail.ru
mailto:nauka-protvino@mail.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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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企业所在地 

工业园、商业园、工艺园(和其他园区): 1-普罗特维纳技
术园，地址:普罗特维纳胜利路2号，第801 A 

科学:  
2 - 库尔恰托夫研究所 
3 - «ПРОТОМ»股份有限公司 
4 - 普罗特维纳非政府组织«Луч» 
 
分公司 制造业(工业):  
5 -«Канал Пласт»有限责任公司  
6 -有限公司«Прогресс» 
7-非政府组织涡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8-普罗特维纳肉业股份有限公司  
9-«ВЕДА»维达有限公司  
10-普罗特维纳«Декёнинк Рус»分公司  
11-非政府组织DNA技术有限公司  
12-有限责任公司«Рентгенпром»普罗特维纳分公司 
13-«АГВА Пром.»阿格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14-«Диалог СТ»有限公司 

莫斯科州塞普霍夫市达什科夫斯基农村定居
点 

卡卢日州塔鲁斯区  

普罗特维诺市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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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基础设施 

• 青年投资创新中心； 

• 知识产权支持与发展中心； 

• 发动机零部件和系统工程中心 

• 非政府组织涡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Турботехника»； 

•联邦州预算机构 

“以罗古诺娃命名的“库尔恰托夫斯基 

研究所”高能物理研究所国家研究中心； 

• 普罗特维纳技术园 



青年创新中心 «ТехПроЛаб» 

关于中心: 自2016年起，塔赫普罗夫纳青年创新中
心 涡轮机械科学制造集团基地提供工程服务，包括
开发设计软件包、3-d原型设计和制造、编程和数字
控制机床。 

提供的服务包括:  

•三维扫描； 

•调整3d影像并建立3d模型:  

•用ABS/plan塑料制作原型； 

•激光切割和雕刻； 

•铣床和车床上工作； 

•在绘图机上切割； 

•举办研讨会、会议和专家班。 

联系方式:  

地址:普罗特维纳工厂路4号 

电话: 8 (4967) 31-06-79; 

 8 929-934-37-91 

网站:cmit-protvino.wixsite.com 

Email: cmit-protvino@yandex.ru 

 

 

 

 

独特的设备: 

功能强大的3d打印机和5台 3d

教学打印机； 

•三维扫描仪； 

切割绘图机； 

•台式数控车床； 

•数控铣床； 

•激光切割机； 

•小型激光下料工 。 

 



知识产权支持和发展中心 

关于知识产权支持和发展中心:  
关于知识产权支持和发展中心:  
该中心由独立国家民族解放军"罗斯托克"建立。2017年6月。与
联邦国家预算机构FIPS签订了合作协议，并获得了技术和创新支
持中心的地位，该中心是该地区的一个授权(支持)组织。活动的
目的是在企业和教育机构中建立二级和三级中心，创新项目和工
业产品常设展览会。 

提供的服务包括: 

进入专利和非专利数据库，在专利

研究方面提供培训和信息搜索援助

，知识产权办理，就知识产权法律

和许可证提供咨询意见。 

联系方式:  

地址:莫斯科州普罗特维纳市列宁大

街 13 «г» 

电话:8(4967)74-99-96; 74-88-55 

网站:nko-rostok.ru 

Email: 748989@mail.ru; 

rostok_burda@mail.ru 

 

 

 

独特的设备: 

无 

证书: 

无 

mailto:748989@mail.ru


非政府组织涡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动机部件和
系统工程中心  

发动机部件和系统工程中心的主要单位是 非政府组织涡轮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其仸务是完成为所有类型的发动机、发动机本

身和其他地面、水上运输、飞机和专用设备制作部件(机组和系

统)的设计和工艺文件的全周期工作。 

工程中心的活动领域如下: 

——增压机组的研制、生产和试验； 

液-油换热器、废气排放和中和系统以及其他发动机系统和机组研制、

生产和试验； 

——非机动试验台检测研究设计、制造和实施； 

——政府合同和创新项目； 

——汽车和拖拉机发动机、系统和机组的工程； 

—发动机试验台设计、制造和实施； 

对高等教育机构的专业学生进行教育和培训。 



联系方式:  

地址:莫斯科州普罗特维纳

市工厂通道 4 号 

电话:+7-496-73-16-79 

网站:www. kamturbo.ru 

Email: turbo@kamturbo.ru 

 

 

 

独特的设备: 

非机动增压机组试验台； 

发动机试验台，功率小于500升/秒。 

 平衡台； 

车铣加工中心和数控机床。 

现有证书: 
——产品符合俄罗斯国家标准和欧盟
标准 
 
—符合国家标准和ISO 9001-2008和
ISO/TS 16949-2009要求的认证 
联邦政府预算机构库尔恰托夫斯基国
家研究中心洛古诺夫高能物理研究所 

非政府组织涡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动机部件和系统工程中心  



要求的认证 
联邦政府预算机构库尔恰托夫斯基国家研究中心洛古诺夫高能物理研

究所 

u-70碳束上的放射生物平台集体使用中
心 

u-70碳束上的放射生物平台由中央控制中心按以下方向提
供服务: 
1基础的:  
1.1. 研究碳核与二次核的相互作用过程  
1.2. 核物理研究； 
2 应用程序:  
2.1. 在碳核束上进行射线生物实验 能量范围为450-180兆
瓦/努库伦 
2.2. 对450-180兆瓦/努库伦能量范围内的碳核子束剂量测
定和在碳核与细胞等相互作用后产生的二次辐射场进行研
究  
3 .教育: 
3.1 完成大学、技术学校的大学生生产实践； 
3.2. 医学物理学和剂量学研究生实践培训； 
3.3.医学物理学、分布式控制系统和 控制广泛能量范围内
带电粒子束参数测量的工艺流程、计量特点。 
 

联系方式： 
地址:莫斯科州普罗特维纳市科

学广场 1 号 
电话： 

  +7 (4967) 71-36-23 
  +7 (4967) 71-35-55 

 
 
 

 
 

集体使用中心u-1 . 5质子束辐照中心按以下方向提供: 
1. 基础: 
1.1. 研究质子、碳核和二次辐射与物质的相互作用过程，质子的能量范围
为200-1500兆瓦，碳离子的能量范围为16 . 7-455兆瓦。 
2. 应用程序:  
2.1. 测量不同目标材料中的能量释放。 
2.2. 中能质子辐射重靶表面的二次辐射输出(EP ~ 1 GeV)。 
2.3. 辐射对碳塑料物理力学性能的影响。 
2.4. 对主要结构材料进行辐射照射，以研究放射性核素的积累和成分，以
及辐射残馀场。 
3.教育: 
3.1. 大学、技术学校的大学生生产实践 
3.2.对加速器技术和带电粒子束等领域的研究生进行实际培训等等。 
4.已完成的试点方案有: 
4.1. 根据俄罗斯联邦政府和欧洲核研究组织之间关于发展高能物理科学和
技术合作的协定，研究有机闪烁体和印刷电路板的辐射稳定性，作为为
欧洲核研究组织实验的t I l e c a l铯闪烁监测系统电子升级工作的一部分。 

集体使用中心“u-1.5质子束上的辐
照中心” 

独特的设备:  

u-1.5质子束上的辐照中心 

独特的设备:  

u-70碳束上的放射生物平台 



普罗特维纳技术园 

办公空间总面积约为500平方米。  

 房地产的所有权形式为---市政 

园区代表联系人:  

姓名 托卡列夫·谢尔盖·康斯坦丁诺维奇  

电话号码是 8 4967 31-05-37 

电子邮件 parkprotvino@yandex.ru 

网站  http://parkprotvino.ru  

工艺园区的工程技术保障 

电力功率为0 . 5兆
瓦 

供热量为0 . 05千卡
/小时 

蒸汽供应         ：    
无 

昼夜供水2立方米  

煤气供应  ：  无 

mailto:parkprotvino@yandex.ru
http://parkprotvino.ru/


投资前景良好的地段 

权利持有人、经理(地址

、电话) 

地籍号码 权利的

种类  

土地面积，

平方米 

土地类别  允许使用 位置 

普罗特维纳(普罗特维纳

市临时代理市长科洛托

夫金，)普罗特维纳，列

宁街5号，4967-34-17-

80) 

50:59:002020

9:295 

市政财

产 

734 居民点的

土地 

商店 普罗特维纳市 学校大

街 8A 

50:59:002010

2:6 

460 用于蔬菜的分选

和加工 

普罗特维纳市克里姆斯

基大道 7К 

50:59:002020

3:355 

 

5900 用于住房建设 普罗特维纳市建房区北

部(桩场) 

50:59:002020

1:1058 

429 商店 普罗特维纳市 北通道 

3A 号 



可投资的土地 

权利持有人、经理(

地址、电话) 

地籍号码 权利的种类  土地面积，
平方米 

土地类别 允许使用 位置 

普罗特维纳(普罗特

维纳市临时代理市长

科洛托夫金，)普罗

特维纳，列宁街5号

，4967-34-17-80) 

50:59:000000
0:9 

需要划分的国有
财产 

7800 居民点的
土地 

用于在汽车工业
中放置工业和行
政大楼，构筑物，
构筑物 

地址:莫斯科州普
罗特维纳市工厂通
道 号 
 



权利持有人、经

理(地址、电话) 

地籍号码 权利的种

类  

土地面积，

平方米 

土地类别 允许使用 位置 

普罗特维纳(普

罗特维纳市临时

代理市长科洛托

夫金，)普罗特

维纳，列宁街5

号，4967-34-17-

80) 

50:59:0010303:3

767 

需要划分

的国有财

产 

30831 居民点的

土地 

轻工业(6 . 3) 普罗特维纳市加

油站附近 

可投资的土地 



权利持有人、经理(地址、电话) 地籍号码 可供出租的居住空间
，平方米。 

普罗特维纳市非政府组织股份有限公司分支机构— 

—核电站设备的开发与制造 

總經理Genkin V.S. 

莫斯科地區，Protvino，聖 鐵路，d。3，4967-74-

06-44, office@pozp.ru  

 

 

з/у 50:59:0010201:1168 

з/у 50:59:0010201:1169 

з/у 50:59:0010201:1170 

зд. 50:59:0000000:1249 

зд. 50:59:0000000:1294 

зд. 50:59:0010201:1140 

 

6392 

LLC“租賃安裝” 

導演Savosin A.I. 

莫斯科地區，Protvino，Zavodskoy pr-d，第4頁，。 

413 

4967-74-48-69, lizing-montag@mail.ru  

з/у 50:59:0010201:134      

 зд. 50:59:0000000:9150 

зд. 50:59:0000000:1114 

зд. 50:59:0000000:1095 

3750 

CJSC“ Unicum” 

導演A. 

莫斯科地區，普羅特維諾市，瑙莫夫通道，3號，

辦公室108 

4967-31-02-20, zao_unikum@mail.ru  

з/у 50:59:0020101:4             

 зд. 50-50-59/005/2006-390 

300 

现有企业可投资的空地 
 

mailto:office@pozp.ru
mailto:lizing-montag@mail.ru
mailto:lizing-montag@mail.ru
mailto:lizing-montag@mail.ru
mailto:zao_unikum@mail.ru


对投资者有用的信息 

莫斯科州普罗特维纳市行政管理局  

地址:莫斯科州普罗特维纳市列宁街5号 

科洛托夫金·艾伯特·耶夫
亨耶维奇  

波特维纳市区长的临时授权代理 8-4967-34-17-80, 
protvino@mosreg.ru 
 

库德拉夫-谢尔盖-列奥尼
多维奇 

行政部门第一副首长 8-4967-34-17-75, 
1-zamprotv@mail.ru 
 

 
库拉金·埃列娜·谢尔盖耶
夫娜  

行政副首长  8-4967-34-16-38, 
nauka-
protvino@mail.ru 

mailto:protvino@mosreg.ru
mailto:1-zamprotv@mail.ru
mailto:1-zamprotv@mail.ru
mailto:1-zamprotv@mail.ru
mailto:Nauka-protvino@mail.ru
mailto:Nauka-protvino@mail.ru
mailto:Nauka-protvino@mail.ru


主要区域媒体 
电视频道 

Окно/Южное Подмосковье 
ПроТВ 
(4967) 37-93-52, (4967) 37-73-73 
350508@inbox.ru 

360 Подмосковье 

8 (495) 249-98-69 
info@360tv.ru  

报纸 

Протвино Сегодня 
  
(4967) 31-08-10   
 ps310810@mail.ru, geratur@mail.ru  

城市的官方网站 

www.protvino.ru  

对投资者有用的信息 

mailto:350508@inbox.ru
mailto:info@360tv.ru
http://www.protvino.ru/


建筑工业企业和建筑组织 

有限责任公司
«РМС» 

建设工程设施，但不
包括在其他分组中 

4967-71-24-41,  
rms-

protvino@yandex.ru 

经理 ：   列贝季夫·米
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

奇 

有限责任公司 
«Прайм 

ТехноСистемс» 

电气安装、卫生技术
和 其他建筑安装工

程 

4967-31-07-32, 
info@primets.ru 

总经理 
帕斯托勒科·弗拉基米
尔·尼古拉耶维奇 

 

有限责任公司 
«Алто-С» 

住宅和非住宅楼建造 4967-31-02-22,  
alto-s@mail.ru 

总经理 
沃拉斯·罗曼·彼得罗维

奇 
 

股份有限公司
«Эхо» 

建造住宅和非住宅楼 4967-31-00-33, 
ekho1947@bk.ru 

总经理：  
曼纽克·伊戈尔 弗拉基

米罗维奇 

对投资者有用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