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号  企业名  业务方面  领导人  地址  电话，电子函件 
1.  《达利普利伯烈》 

股份公司 
(Dalpribor JSC) 

机器制造业、仪表制造

业 
总经理 
TitkovRoman 
Vladimirovich 

符拉迪沃斯托克市， 
菠萝地呢四颗牙街，46/50号 

电话：（4232）32‐63‐68， 
传真：（4232）32‐63‐07 
www.dalpribor.ru 
info@dalpribor.ru 

2.  《那阔德卡修船厂》 
股份公司 

造船、修船、金属加工  总经理 
Chizh Andrey 
Evgenyevich 

滨海边区，那阔德卡市， 
那阔德卡大街，59号 

电话：（4236）62‐20‐00， 
传真：（4236）697‐204 
nsry|@nsry.ru 

3.  《改大妈可修船厂》 
有限公司 

造船、修船  总经理 
Badodin Yuryi 
Anatolyevich 

滨海边区，那阔德卡市,  
里瓦迪亚镇，那别列者娜亚

街，32号 

电话：（4236）650‐522， 
传真：（4236）651‐435 
 

4.  《利特马舍》股份公

司 
(Litmash JSC) 

生铁铸件的生产  总经理 
Oleynik Vladimir 
Vitalyevich 

滨海边区，切尔尼戈夫斯基地

区， 
西比洛夫其沃镇，咋沃德斯卡

娅街，1号 

电话：(42351) 2‐09‐97,  
2‐09‐98 

5.  《乌苏里铝结构厂》 
有限公司 

有色金属加工  总经理 
StaturaPeterMikhailovich 

滨海边区, 乌苏里斯克市，渴慕

那烈纳亚街，5号 
电话：（4234）32‐00‐72 

6.  《罗斯灭特》内部股

份公司（Rosmet 
JSC） 

有色金属加工  总经理 
Popov Oleg  
Anatolyevich 

滨海边区, 乌苏里地区，替米利

亚捷夫斯基镇，米哈路，48 号 
电话：（4234）33‐92‐11，
33‐92‐09 

7.  《古别洛夫斯基机械

厂》有限公司 
电力行业  总经理 

Tapchaev Sergey 
Vasilyevich 

滨海边区, 破扎尔斯基地区，诺

沃斯特罗耶卡镇 
电话：（42357）3‐11‐23，
3‐12‐21 

8.  《大理破例灭他乐采

矿冶金联合工厂》有

限公司 

铅精矿、锌精矿的生产  经理 
Buller Sergey 
Albertovich 

滨海边区, 大烈尼果尔斯克市, 
十月 50周年大街，93 

电话：（42373）3‐76‐26， 
传真：（42373）3‐24‐10 
 

9.  《波尔化学企业》内

部股份公司 
硼酸、硼酸盐、无水硼

酸的生产 
经理 
Kozmin Vladimir 
Borisovich 

滨海边区, 大烈尼果尔斯克市, 
十月 50周年大街，11‐6 

电话：（42373）3‐62‐22， 
传真：（42373）3‐43‐41 
bor@farpost.com 

10.  《氧气》有限公司  氧气、氮气、氩气的生 总经理  滨海边区, 乌苏里地区，木耳急 电话：（4234）35‐9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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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Masyuk Vasiliy 
Kirillovich 

呢侧瓦街，26  传真：（4234）35‐91‐92 
 

11.  《远东化学工业》有

限公司（Dalhimprom 
JSC） 

冲洗液的生产 代理总经理 
Gulai O.C. 

滨海边区，符拉迪沃斯托克

市，斯涅过瓦压街，64 
电话/传真：（4232）46‐
57‐67 

12.  《绿叶》集团公司  农业 董事长 
Marchenko Viktor 
Vasiliyevich 

滨海边区，符拉迪沃斯托克

市，红旗街，59 
电话：（4233）45‐43‐75，
42‐06‐98 
www.horolmilk.ru 

13.  《灭儿媳特勒伊德》

有限公司(Mersi Trade 
JSC) 

农业 总经理 
Prokopenko Vladimir 
Anatolievich 

滨海边区，符拉迪沃斯托克

市，库巴尼斯克亚街，10 
电话：（4232）49‐92‐42 

14.  《格里呢阿格罗》有

限公司(Green Agro 
JSC) 

农业 总经理 
Bekker Aleksandr 
Aleksandrovich 

滨海边区，阿列克谢耶夫卡

镇，中央街，32 
电话：（4232）30‐27‐97 
手机：89149740402 
sgb@sgbm.biz 

15.  滨海边区《糖》有限

公司（Primorsky 
Sakhar JSC) 

食品、糖的生产 总经理 
Lukyanov Vladimir 
Emel’yanovich 

滨海边区，符拉迪沃斯托克

市，诺沃伊瓦诺夫斯卡娅街，
2a 

电话：（4232）20‐76‐72, 
20‐76‐77 
www.grasp.ru/sugar 
 

16.  《滨海边区粮食协

会》内部股份公司 
商业业务 总经理 

Kaplanenko Viktor 
Viktorovich 

滨海边区，符拉迪沃斯托克市, 
海洋大街，13号， 416办公室 

电话：（4232）22‐21‐85 

17.  《新东方‐建筑工程》

股份公司 
建筑工程 总经理 

Yang Dmitriy Sergeevich 
滨海边区，符拉迪沃斯托克市, 
菠萝地呢四颗牙街，20 号，59 
办公室 
 

电话：（4232）30‐25‐94，
77‐59‐91 

18.  《达利特和厄聂耳

国》有限公司 
（Daltehenergo  JSC) 

建筑工程 总经理 
Presnuhin Denis 
Dmitrievich 

滨海边区，符拉迪沃斯托克市, 
无波列维察，10号, 9 办公室 

电话：（4232）43‐18‐74, 
www.daltekhenergo.com 
dte@dtevl.ru 

19．  《杂呢‐塔姆‐阿里》

股份公司 
建筑工程 总经理 

Teunaeva Roza 
滨海边区, 乌苏里斯克市, 为恶

色街，17‐Б 号 
电话/传真：（4234）32‐
02‐88，手机：

http://www.daltekhenergo.com/


Ishakovna  89241283640 
GTAstroi@mail.ru 

20．  《格拉底恶母》股份

公司 
建筑工程 经理 

Zagumennov Evgeniy 
Anatolievich 

滨海边区，符拉迪沃斯托克市, 
悲咽司徒折瓦街，46 号，1办

公室 

电话/传真：（423）2410‐
733，2514‐108 
www.gradm.vl.ru 

21．  《地震科学研究中

心》股份公司 
建筑工程 总经理 

Morozov Andrey 
Gennsdyevich 

滨海边区，符拉迪沃斯托克市, 
科目萨莫里斯卡娅街，5a号，

305 办公室 

电话/传真：（423）434‐
839 
a.morozov@npcss.ru 

22.  《地震设计中心》股

份公司 
建筑工程 总经理 

Sokolovskaya 
Marina Gennadyevna 

滨海边区，符拉迪沃斯托克市, 
科目萨莫里斯卡娅街，5a号，

303办公室 

电话: (423)245‐19‐10 

23.  《特尔内林》有限公

司 
(Terneyles JSC) 

伐木,采伐,集材,木材加

工,装载工作 
总经理 
Sherbakov  
Vladimir Fedorovich 

滨海边区, 特尔内地区，普拉斯

图呢镇 
电话：（42374）34‐9‐08 
传真：（42374）33‐128 
company@terneyles.ru 

24.  《滨海边区森林工

业》有限公司 
(Primorsklesprom JSC) 

伐木,采伐,集材,木材加

工,装载工作 
总经理 
Doroshenko Viktor 
Aleksandrovich 

滨海边区，符拉迪沃斯托克市,
苏卡诺娃街，3号 

电话：（423）243‐35‐72 
传真：（423）243‐31‐28 
primorsklesprom@mail.ru 

25.  《谢尔盖林业》有限

公司 
(Joint Stock Company 
«Sergeyevsky 
Lumbering 
Enterprise») 

伐木,采伐,集材,木材加

工,装载工作 
总经理 
Izbushev Evgenyi 
Stepanovich 

滨海边区，帕尔提杂呢斯基地

区，谢尔盖镇，第二工人街，

10в 号 

电话：（42365）27‐2‐48 
传真：（42365）27‐2‐46 
SLPH@LIST.RU 

26.  《滨海贸易投资》有

限公司
(Primtorginvest LLC) 

伐木, 采伐, 集材,木材

加工,木材出口 
总经理 
Salagin Pavel 
Vladimirovich 

滨海边区，符拉迪沃斯托克市, 
大利砸沃迪斯卡娅街，21号，

2办公室 

电话：（423）249‐90‐23 
传真：（423）226‐58‐79 
ptic@list.ru 

27.  《啊菲娜‐地位》有限

公司(Afina DV LLC) 
货运、运输发送服务 总经理 

Zyikov Aleksandr 
Mihailovich 

滨海边区，符拉迪沃斯托克

市，106用户箱子 
电话：（4232）41‐34‐35 
41‐34‐68 
afinadv@mail.primorye.ru 
 



28.  《楚故也夫斯卡娅木

材加工公司》内部股

份公司(Chuguevskaya 
timber processing 
company JSC) 

伐木, 采伐, 木材加工 总经理 
Kulchenko Oleg 
Yuryevich 

滨海边区，除古耶夫卡镇，查

帕耶娃街，1a 号 
电话：（42372）2‐32‐27 
CHLPK@rambler.ru 
www.chlpk.com   

29.  《木材出口》内部股

份公司 
(Les Export JSC) 

伐木, 采伐, 木材加工, 

家具、地板的生产 
总经理 
Korneychik 
Leonid Aleksandrovich 

滨海边区，符拉迪沃斯托克市, 
无波列维察，17号 

电话：（423）243‐75‐30 
（423）243‐18‐12 
传真：(423)245‐55‐12 
info@lesexport.com 
www.lesexport.com 

30.  《普里姆夫‐林》有限

公司(PriMFles LLC) 
伐木, 采伐, 木材加工, 

家具、锯材的生产 
总经理 
Taratenko Aleksandr 
Leonidovich 

滨海边区, 阿尔特姆市，基洛娃

街，185号 
电话：（42337）9‐84‐84，
4‐80‐99 
primf@mail.primorye.ru 
www.primf.com 

31.  《罗歇诺综合林业》

内部股份公司 
(Roshchinsky KLPH 
JSC ) 

伐木, 采伐, 木材加工 总经理 
Golovinov 
Aleksandr Ivanovich 

滨海边区, 红军地区，罗西诺

镇，学校街，15 号 
电话/传真：（42359）2‐
31‐90 
roshino@terneyles.ru 

32.  《滨海边区采矿选矿

联合工厂》有限公司 
伐木, 采伐, 木材加工 总经理 

Shagoiko Vladimir 
Gavrilovich 

滨海边区, 红军地区，东方镇，

那别列者娜亚街，3号 
电话/传真：（42359）
27145，27438，27455，
27451 
jscair@mail.primorye.ru 

33.  《葛菲耶斯特》有限

公司（Gefest LLC） 
伐木, 采伐, 木材加工 总经理 

Bochkarev Pavel 
Vyacheslavovich 

滨海边区, 红军地区，罗西诺

镇，路过瓦压街，2a号 
电话：（42359）23873，
23872 
Vvr777@yandex.ru 

34.  《益呢弗拉》有限公

司 
（Infra LLC） 

货运 总经理 
Shapovalov Dmitriy 
Aleksandrovich 

滨海边区，除古耶夫卡镇, 工人

街，12a号 
电话：（42372）41‐2‐41 
infraxim@mail.ru 

35.  Pavlenko Andrey 
Petrovich 个人业务 

伐木, 采伐, 木材加工 Pavlenko Andrey 
Petrovich 

滨海边区, 阿尔谢涅夫市，马力

诺瓦压街，1号 
电话：（42361）3‐63‐27，
3‐63‐28 

mailto:CHLPK@rambler.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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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vlap@mail.primorye.ru 
36.  《滨海边区煤炭》有

限公司 
煤的出口 经理 

Zankov Aleksandr 
Petrovich 

滨海边区，符拉迪沃斯托克市, 
老虎街，29号 

电话：（423）241‐46‐66 
primorskugol@suek.ru 

37.  《符拉迪‐工程师》有

限公司 
自来水网，排水系统 经理 

Burtsev Valeriy 
Vladimirovich 

滨海边区，符拉迪沃斯托克市, 
法叠叶娃街，8号，3 层，6办

公室 

电话/传真：（423）263‐
61‐27 

38.  《罗斯贸易》有限公

司 
(Rostorg JSC) 

货运，贸易  总经理 
Lyashko Aleksandr 
Valeryevich 

滨海边区，那阔德卡市, 西多里

呢扩街，1 号 
 

电话/传真：（4236）68‐
34‐34 
ooorostorg@mail.r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