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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忘录  
 

社会经济超前发展区 
（超前发展区） 

 
1. 
前言 

 
 

1.1 为在危机条件下吸引投资，俄罗斯借鉴了世界的经验。2014年12月29日通过的第473条联邦法律（
后称“有关超前发展区的法律”）已于2015年3月30日正式生效。该法律规定建立社会经济超前发
展区（后称“超前发展区”）。 

 
1.2 该法律首先针对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合作伙伴，因为超前发展区（在法律实施的前三年内）首先
将在远东地区建立，之后计划将类似的举措扩展到俄罗斯其他地区。 

 
1.3 超前发展区系享有特殊经济优惠制度和特殊管理制度的区域。除了要减轻超前发展区内商户的经
济负担（包括减少应缴纳税额和保险费），还简化了很多与从事商业活动有关的行政管理程序（

其中包括吸引外国务工人员、获得土地、兴建土木的手续，还有对国家机关单位检查工作做出某

些限制性规定——根据规定该检查应由所有机关单位共同实施）。 
 
1.4 超前发展区类似“国中之国”，它免受俄罗斯联邦一些列法律的约束，同时拥有自己的“游戏规
则”（在管理、人口、教育和医疗等各个领域）。如果想成为超前发展区的一名商户，首先，需

要选择超前发展区所允许的业务种类，之后再投入一定数量的资金。 
       

 
图1.已存在的超前发展区 --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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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015年4月俄罗斯联邦远东发展部（后称远东发展部）又审批通过了六个超前发展区（有关该超前
发展区的政府决议将在最近颁布）： 
  

§ 阿穆尔洲的普列德莫斯托瓦亚和别洛戈尔斯克， 
§ 滨海边疆区的勘察加和米哈伊洛夫斯卡亚， 
§ 楚科奇半岛上的白令戈夫斯基， 
§ 和雅库特的“康尕拉斯”工业园。 

 
 

2. 
超前发展区的建立和管理 

 
2.1. 每一个超前发展区都是一个由远东发展部起草、俄罗斯联邦政府通过的独特的规划。超前发展区

将在70年内建成。在俄罗斯联邦政府决议里规定了将来超前发展区的主要特点： 
 

§ 提前计划好的国家和个人投资数额； 
§ 具体的用于建立超前发展区的土地资源； 
§ 特定的业务领域，只有在这些领域内经营才能获得在超前发展区的经营权。 
 

2.2. 此后在已通过的俄罗斯联邦政府决议的基础上，签订了有关在拟建立超前发展区的联邦政权、地
区政权和自治政权之间建立超前发展区的协议。在该协议中还规定了管理机构所享有的权利（该

权利通常归地区政权和地方政权所有）。 
 
2.3. 管理机构系远东发展集团股份公司（俄罗斯联邦掌控100%股份）及其子公司，该公司将直接处理

与投资者相关的一切事务——

审查公司的申请书并授予其在超前发展区经营权，并同投资者签订有关在超前发展区进行业务活

动的协议。 
 
 

3. 
取得经营权 

 
3.1. 要想获取在超前发展区经营权，必须向管理机构递交申请和必要的文件。在申请书中可注明投资
者为了实现规划已有的或拟租用的土地或其他私有财产。 

 
3.2. 须同申请书一起提交一份商业计划，计划中需详细描述投资者的规划，该规划要属于计划在超前
发展区发展的业务领域之一。在商业计划的评估过程中要首先考虑： 

 
§ 商户的投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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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所提供的就业岗位数量。 
 

3.3. 管理集团可以根据申请书和商业计划的分析结果审批申请书、授予投资者在超前发展区的经营权
并与之签订有关在超前发展区活动的协议，或者拒绝申请并拒绝与其签订协议。 
 
 

4. 
经营权的优越性 

 
 

4.1. 土地和不动产：        
 

4.1.1. 在超前发展区可以通过简化的程序获得土地。俄罗斯联邦公民法和土地法中有关给予
和没收土地的条例不适用于超前经济发展区。 

4.1.2. 通常俄罗斯的土地只能通过拍卖获得，即需同其他竞争者竞价才能获得。在超前发展
区不需拍卖即可获得。 

4.1.3. 为获得土地，享有经营权的商户需要在给管理机构提交的申请书中注明其在超前发展
区所必需的土地，并在商业计划中阐使用土地的必要性。一开始投资者可租用土地，

之后（在投资者履行了合同中所规定的所有义务后）投资者可以以不低于登记的价格

购买土地。 
4.1.4. 另外，在俄罗斯有些土地外国人禁止购买，比如：边境上的领土和农用地。这类土地

外国人不能购买，只能租用。在超前发展区没有此限制。 
 

4.2. 建筑工程和 环保： 
4.2.1 超前发展区的建设不受俄罗斯联邦城市建设法约束。在超前发展区里地域规划文件的

审查和施工许可的下发并不是由国家建筑监督局或联邦主体（和往常一样）完成，而

是由远东发展部完成。 
4.2.2 由于规划文件的环保鉴定将加快进行，所以规划文件将更快通过审查（不超过45天）

。 
4.2.3 超前发展区的建设不受有关森林资源和水资源法律限制，即允许不受这些法律的硬性

限制，使用这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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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吸引外国劳动力： 
 

4.3.1 通常在俄罗斯为了能雇佣外国劳动力需要两种国家许可——

一种是雇主需要准备的许可（允许雇佣外国劳务人员），另一种是外国劳务人员需要

准备的许可（工作许可）。 
4.3.2 超前发展区吸引外国劳务力的手续简化了。 

§ 享有在超前发展区经营权的雇主不需要取得许可便可雇佣外国劳动力。 
§ 外国劳动力在超前发展区仍然必须取得工作许可，然而外国劳动力在某工业领域的
比例不必满足俄罗斯联邦政府制定的限额，便可以发放工作许可。在超前发展区

被雇佣的外国劳动力的比例由超前发展区监督委员会（由来自联邦政府、地区政

府、自治区政府、管理机构、工会和雇主联合会的代表组成）确定。 
 

4.4. 税务优惠： 
 

4.4.1 所得税： 
§ 一般税率为20%（2%纳入国家财政，18%纳入地方财政） 
§ 超前发展区的商户需缴纳的所得税率：0%纳入国家财政，纳入地方财政的税率降
低幅度可由俄罗斯各联邦主体自行决定（该问题将在同地方政权签订建立超前发

展区的协定时商定）。 
 

4.4.2 矿产开采税（后称“开矿税”）： 
 
§ 矿产开采税根据联邦税法并取决于所开采的矿产种类，以及开采地点（适用特殊税
率）以及其他一系列情况。大多数资源的开采税为3.8%以及更高。 

§ 超前发展区的商户可享用优惠税率的开矿税，这项优惠他们可以在开发矿区最初的
几年享用。商户在最初两年所得税适用优惠税率，矿产开采税率为零税率，然后

（10年内）逐步恢复到1。 
 

4.4.3 土地税和公司财产税： 
§ 超前发展区的商户可免交这两种税。 
§ 相应的决议应在签订建立超前发展区协议的阶段商定，并通常由联邦自治政府或者
联邦主体通过。 
 

4.4.4  必须缴纳保险费： 
§ 超前发展区的商户将按低费率缴纳保险费。 
§ 超前发展区商户的必须缴纳的保险费的总共的费率为7.6%，而正常费率为30%。 
§ 因此必须在超前发展区建成后的前三年及时取得在超前发展区的经营权（否则将无
法享有低费率的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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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已存在的超前发展区 

 
那杰日金斯卡亚超前发展区  

 

 

 

 

 

 

 

 

 

关税制度:                      免税区 

最低投资额:                    50万卢布 
 
面积:                     806公顷 

计划提供就业岗位数:        1600  

计划投资额: 
§ 个人投资67亿卢布， 
§ 国家投资39亿卢布 

主要业务种类： 
§ 第一产业（种植业、畜牧业、森林采伐、渔业）； 
§ 第二产业（食品类、烟草类、服装类、化学制品、药品类、橡胶类、冶金类、电子

产品、家具等其他制成品）； 
§ 第三产业（运动、休闲、娱乐、教育、保健等服务）； 
§ 交通业（水运、陆运）； 
§ 电信业、出版业及科研活动。 

主要投资商:  
§ 货运物流综合体（Инком ДВ公司）； 
§ 糕点甜食工厂（Приморский кондитер公司）； 
§ 食品半成品生产企业（Невада-Восто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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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城超前发展区  
 

 

 

 

 

 

 

 

 

关税制度:                  免税区 

最低投资额:                  50万卢布 

面积:                             587公顷 

计划提供就业岗位:   3095 

计划投资额: 
§ 个人投资79亿卢布 
§  国家投资23亿卢布 

主要业务种类： 

§ 第一产业（种植业、畜牧业、森林采伐、渔业）； 
§ 第二产业（食品类、烟草类、服装类、化学制品、药品类、橡胶类、冶金类、电子

产品、家具等其他制成品）； 
§ 第三产业（运动、休闲、娱乐、教育、保健等服务）； 
§ 交通业（水运、陆运）； 
§ 电信业、出版业及科研活动。 

主要投资商: 

§ 冶金工厂， 
§ 温室工农综合体， 
§ 仓库货运综合体 

 



Sirota & Partners 
 

7	  
	  

 
 
 

 “哈巴罗夫斯克超前发展区  
 

 

 

 

 

 

 

 

 

关税制度:                  免税区 

最低投资额:                  50万卢布 

面积:                             210公顷 

计划提供就业岗位:   2700 

计划投资额: 
§ 个人投资154亿卢布 
§  国家投资12亿卢布 

主要业务种类： 

§ 第一产业（种植业、畜牧业、森林采伐、渔业）； 
§ 第二产业（食品类、烟草类、服装类、化学制品、药品类、橡胶类、冶金类、电子

产品、家具等其他制成品）； 
§ 第三产业（运动、休闲、娱乐、教育、保健等服务）； 
§ 交通业（水运、陆运）； 
§ 电信业、出版业及科研活动。 

主要投资商: 

§ 飞机零件生产企业 
§ 木材加工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