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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 

 

 

 

 

Kotelniki市区位于莫斯科地区的东南部。 

在北部和西北部，Kotelniki与莫斯科市接壤，东部与Lyubertsy市接壤，南部与Dzerzhinsky市接壤。 

莫斯科市和吕贝茨市的边界是MKAD和M 5 Ural-Novo-Ryazan高速公路。 

 



人口统计和资源 

莫斯科地区的Kotelniki市区面积为1424公顷。 

定居点土地-611.08公顷 

工业，交通，通讯等领域 包括特殊目的领土-63.41公顷 

森林基金土地-414.66公顷 

 

行政中心是Kotelniki市区。 

•人口-467.6万人。 

•身体健全的人口-3.39万人。 该地区的经济从业人员为1.56万人。 （2018年） 

由于钟摆的迁移，有约1.33万人的合格劳动力储备。 

 

平均月薪。 

经济实体从业人员的平均月薪为5.11万卢布： 

•工业5.61万卢布。 

•建造2.57万卢布。 



•交易5.05万卢布。 

•教育4.38万卢布。 

•文化和体育45.9万卢布。 

矿物质： 

Kotelniki市区范围内没有矿物。 

安置用地的地籍价值 

•IZHS房屋：4903.30卢布。 每平方米 

•夏季平房和园艺协会：4250.57卢布。 每平方米 

•贸易对象：从4486.97卢布起。 每平方米 

•行业：从3916.88卢布起。 每平方米 

•IZHS fángwū:4903.30 Lúbù. Měi píngfāng mǐ 

 

能源成本： 

•电：3.53卢布起。 每平方米/小时（电炉）高达5.04卢布。 每平方米/小时（煤气炉）； 

•气源：5340至6140卢布。 每1000立方米； 

•供水：冷水成分–39.40卢布。 1个立方体 m（含增值税）； 



•水处理：39.73卢布。 1个立方体 m（含增值税）。 

•供热：1 Gcal为2369.16卢布.. （含增值税）。 

运输连接 

1. 主要运输路线： 

          -MKAD； 

          -M 5“乌拉尔”-新梁赞公路； 

          -捷尔任斯基大街； 

          -Novoegorye公路； 

          -圣 铁路; 

          -第一波克罗夫斯基通道； 

          -第二波克罗夫斯基通道。 

    2.  铁路运输。 

        在城市领土上是火车站“ Yanichkino”。 

        喀山铁路线（从“ Panki”站出来的铁路线）横穿了Kotelniki市，该铁路线将莫斯科市，Dzerzhinsky市    

和Kotelniki市与“ Panki”站（Lyubertsy）相连。 

    3.  地铁 



     在城市领土上是莫斯科地铁站Kotelniki。 

    4.  内河运输。 

     Kotelniki市区范围内没有货运内河港口。 

    5.  航空运输。 

     Kotelniki市区范围内没有机场。 最近的机场是茹科夫斯基，距离酒店23.3公里。 



 

教育和技术人员 

教育制度： 

莫斯科地区大学“杜布纳”分校“ Kotelniki” GBOU VO。 

学生人数：580 （2017-2018） 



准备方向： 

高等教育计划-337人。 

-“经济”-103人； 

-“国家和市政管理部门”-142人； 

-“信息学和计算机工程”-73人； 

-“风景建筑”-19人。 

中等职业培训课程-243人。 

-“经济和会计”（按行业分类）-36人； 

-“社会保障的权利和组织”-56人； 

-“汽车的保养和维修”-47人； 

-“电气和机电设备的技术操作和维护”（按行业划分）-45人； 

-“信息保护的组织与技术”-59人。 

市区主要的劳动专业： 

在贸易和工业领域。 

制造企业 



-CJSC“ BELAYA DACHA TRADING”-蔬菜的加工和保存； 

-LLC FIRMA“您的房子”-生产预拌混凝土； 

-EURO PAK LLC-生产用于包装工业产品的纸袋； 

-有限责任公司Unistrom-Trading的单独部门-从混凝土，石膏和水泥生产其他产品； 

  -有限责任公司“ ABZ-Kotelniki”-生产基于天然沥青或沥青，石油沥青，矿物树脂或其沥青的沥青混合物； 

-LLC“卡车混凝土”公司-混凝土的生产和交付。 

投资项目的潜在和早期清单（对地区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与房屋和相关设施的建设以及联邦和地区工程基础设施的建设无关） 

1.建设多功能油站“石油公路” 

2.带路边设施的酒店大楼 

 

大型企业所在地 

物流综合体： 

-OP LLC“物流公司套件”（1）； 

-LLC Belaya Dacha Logopark（1）; 

-OP LLC“ FM Logistic Severyanka”（1）。 



生产： 

-CJSC Belaya Dacha贸易-加工和保存 

蔬菜（1）; 

-LLC公司Vash Dom-生产预拌混凝土（2）； 

-LLC“ Euro PAK”-纸板生产（3）; 

-LLC Unistrom交易的单独细分- 

  其他混凝土，石膏和水泥制品的制造（4）； 

  -LLC“ ABZ-Kotelniki”-沥青混合物的生产 

基于天然沥青或沥青，石油沥青， 

矿物树脂或其沥青（5）。 

-LLC卡车混凝土-生产和运输混凝土（6）。 

工业园区 

莫斯科地区的Kotelniki市区范围内没有工业园区。 

为重要企业的投资者，物业综合体和合并区提供有希望的土地 

英国RIELTPROM，Kotelniki，md的工业网站。地毯37。 

联系人：+7（964）793-13-31; +7（495）783-31-37。 



办公区（约4000平方米）-状态良好，配备工作站，暖气，通风，IT通讯设备 

生产区域（约16,000平方米）-状态良好，配备工作站，暖气，通风设备，IT通讯设备 

仓库（约5000平方米）-状况良好，带有架子，不需要维修，带有暖气，通风，IT通讯，入口良好，并可以同时装卸3-4辆卡车 

建筑物的高度：织造车间-最高10 m，下降至5 m；原材料和货物及材料仓库-屋顶最大8 m，横梁最大为6 m； GP仓库-

到屋顶8，到梁7 m。 

地块。 

地籍编号50：22：0050203：10820的地块，面积为7070平方米m，类别-“定居点土地”，允许使用的类型-

“建筑业，仓库”，位于以下地址：莫斯科地区，Kotelniki，Dzerzhinskoe高速公路，毗邻第9页，为国有，不受限制，免费来自

第三方的权利。 

根据边境计划，该土地位于企业，建筑物和其他设施的卫生保护区。 

根据莫斯科地区的ISOGD，土地地块不在STP TO MO和PPT的范围内。 

 

地籍编号50：22：0050203：12067的土地面积为5975平方米 m，类别-“定居点土地”，允许的使用类型-

“仓库”，位于：莫斯科地区，科特尔尼基，sh。 

第2项旁边的Dzerzhinskoye具有不受限制的国家所有权，并且没有第三方的权利。 



按照莫斯科地区科特尔尼基市区的总体规划，批准该项目。 

根据莫斯科地区Kotelniki市区代表理事会日期为2018年4月18日第2/60号的决定，该地块位于定居点土地的边界内，位于功能区̀ `

生产区（P）''中。 

根据莫斯科地区的ISOGD，土地图：-部分位于PPT的范围内，用于放置线性基本建设设施-穿越铁路和Dzerzhinskoye 

Shosse的立交桥。 

目前，正在进行土地分割和改变许可用途类型的工作。 边界计划已经准备好。 文件已提交给Rosreestr。 

在对形成的土地进行国家注册之后（大约在2019年10月），将准备一揽子文件，用于在拍卖中出售该土地。 

结果，将拍卖一块面积为5783平方米，许可使用类型为“建筑业，仓库”的土地进行拍卖。 

地籍号工业用地块：50：22：0050102：26 

总面积4.6公顷。 

该地块位于以下地址：莫斯科地区，Kotelniki，《商业旅行》，第2页。位于MKAD（500 

m）附近，交通便利。生产和仓库的理想场所。在领土上有一个工作仓库。现有的铁路线沿站点边界延伸。电力高达2兆瓦。从捷尔

任斯基大街和莫斯科环城公路进入该地区。由GPZU接收。该土地归Nadezhda Farm 

LLC所有。土地类别：定居点土地，允许用途：用于工业仓库。 



 

地籍号为50：22：0050202：4440的土地面积为6425平方米。 m，类别-“居住区土地”，允许使用的类型-

“在实际使用的木材交易中”，位于地址：莫斯科地区，科特尔尼基，亚尼奇金·普罗兹，紧靠第6条，归LLC DOK-13所有 ”。 



 

地籍号为50：22：0050202：4441的地块，面积为8531平方米。 m，类别-“居住区土地”，允许使用的类型-

“在实际使用的木材交易中”，位于地址：莫斯科地区，科特尔尼基，亚尼奇金·普罗兹，紧靠第6条，归LLC DOK-13所有 ”。 



 

地籍号为50：22：0050202：4442的土地，面积为10727平方米。 m，类别-“居住区土地”，允许使用的类型-

“在实际使用的木材交易中”，位于地址：莫斯科地区，科特尔尼基，亚尼奇金·普罗兹，紧靠第6条，归LLC DOK-13所有 ”。 



 

地籍编号50：22：0050202：4443的土地面积为10898平方米 m，类别-“居住区土地”，允许使用的类型-

“在实际使用的木材交易中”，位于地址：莫斯科地区，科特尔尼基，亚尼奇金·普罗兹，紧靠第6条，归LLC DOK-13所有 ”。 



 

 

地籍编号为50的地块：22：0050202：4444，面积为719平方米。 m，类别-“居住区土地”，允许使用的类型-

“在实际使用的木材交易中”，位于地址：莫斯科地区，科特尔尼基，亚尼奇金·普罗兹，紧靠第6条，归LLC DOK-13所有 ”。 



 

 

根据土地使用和开发项目（PZZ），以上土地位于O-1区域（多功能公共和商业区）。 

在DOK-13 LLC所有者的土地上，正在进行将领土区域从O-1更改为P（生产区域）的工作。 

 



给投资者的有用信息 

莫斯科地区科特尔尼基市政府 

地址：莫斯科地区，Kotelniki Dzerzhinskoye公路d 5/4 

 

传真（代码，电话）+7（495）559-31-11 

电子邮件地址kotel@mosreg.ru 

布尔加科夫市区负责 Bulgacov Andrei Alekseevich 

电话（代码，电话）7（495）554-45-08 

行政第一副主管Goryachev Sergey Alexandrovich 

电话（代码，电话）+7（495）550-93-07 

行政副部长Galuzo Maria Vladimirovna 

电话（代码，电话）+7（495）550-93-01 

莫斯科地区科特尔尼基市区经济与发展部 

电话：+7（495）559-73-52 

电子邮件：Kotel.Invest@mail.ru 



部门主管-Kondrashina Tatyana Valerevna 

JSC“莫斯科地区发展公司” +7（495）280-79-84 

 

报纸“今天的Kotelniki” 

地址：莫斯科地区150054，Kotelniki g。，地毯微区，17 

电话：+7（495）559-77-66； 

电子邮件：gazetaKC@yandex.ru 

导演-主编：Irhina Natalya Aleksandrovna 

 

                     Kotelniki市区的官方网站：http://www.kotelniki.ru 

                负责人：Anastasia Vitalevna Moskaleva-MKU“ Kotelniki Development”市政信息政策部主管 



                电话。：+7（498）553 42 41 

                电子邮件：mku_rk@mail.ru 

 

建筑业企业和建筑组织 

ABZ-Kotelniki LLC-生产基于天然沥青或沥青，石油沥青，矿物树脂或其沥青的沥青混合物。 

地址：140053，莫斯科地区，科特尔尼基市md。硅酸盐工业区。 

电话号码+7（498）721-62-35，表格+ 7（495）554-62-55。 

 

有限责任公司“业务-投资小组开发”-一般建筑工程。 

地址：莫斯科地区140054，科特尔尼基市，Novoryazanskoe高速公路6，办公室120。 

电话：+7（499）390-19-97。 

 

LLC FIRMA“您的房子”-生产预拌混凝土。 

地址：锡利卡特微区Kotelniki市莫斯科地区140053，2。 

电话：+ 7（495）645-16-19。 

 



Kotelniki LLC-一般建筑工程。 

地址：143421，莫斯科地区，克拉斯诺戈尔斯克区，波罗的海公路，领土26公里，里加土地商务中 

心，A楼，四楼，3室，办公室5/1。 

电话：+7（495）987-46-88。 

 

PIK Group-土建工程。 

地址：莫斯科123242 Barrikadnaya，第19页：1。 

电话：+7（495）505-97-33，（495）229-90-11。 

 

Stroysoyuz LLC-一般建筑工程。 

地址：St。Kotelniki市莫斯科地区140053沥青，房子21。 

电话号码+7（495）554-03-58，（495）551-87-30。 

LLC Unistrom Trading的一个单独子部门是使用混凝土，石膏和水泥生产其他产品。 

地址：140053，莫斯科地区，科特尔尼基市md。 硅酸盐工业区。 

电话：+7（495）540-75-00。 

 



Truck-Concrete LLC-混凝土的生产和交付 

地址：莫斯科区科特尔尼基市莫斯科区140053。 硅酸盐，d。41。 

电话：+7（495）792-00-72，（495）604-42-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