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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Azamat Askaruly

总经理
贸易政策发展中心股份公司（QazTrade）  

尊敬的各位领导，

贸易政策发展中心股份公司（QazTrade）展示了哈萨克斯坦18家企业的产品目录，这些
企业参与了贸易政策发展中心股份公司（QazTrade）出口加速器项目。

本目录旨在向来自中国的潜在商业伙伴展示哈国食品行业中的各类产品。本目录包含
了对18家各类食品生产商的简要介绍。该18家企业主要生产向日葵和亚麻籽油、蜂蜜、
面粉、酒精饮料和不同类型动物的复合饲料。

我们相信本目录所展出的产品，以其优良的品质和独具的特色，必将在中国的市 场获得

庞大的需求。我们要感谢您抽出时间来探索我们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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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本目录所列出的食品公司是从强大的候选企业库中挑选出的最有潜力的生
产商，这些公司有意为其产品寻找潜在买家。

该计划的主要商业愿景包括：参加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CIIE)。

磨坊业、淀粉及其淀粉制品 

酒水饮料

奶制品

鱼、肉 和罐头肉

糖果与蜂蜜

植物油

盐

公司可分为以下 7 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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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产品系列

总部位于：阿拉木图市
成立年份：2018
营业额：5400万美元
年产能：56000 吨

这家公司生产速溶食品。主要产品为意大利面，
商标是“Rollton”。“Rollton”品牌已有20多年的历
史，2018年开始在哈萨克斯坦生产。千家万户
信赖Rollton是因为其精心设计的配方和在每一
生产阶段对质量的持续把控，使得其确保了成
品的美味口感。该公司产品被出口到独联体国
家和中国。

意大利面
方便面

即时土豆泥

联系方式

Miras Kilybaev
微信用户名：miras_kylibayev
www.mareven.com/en
miras.kilybaev@kz.mareven.com  
info@kz.mareven.com 

Mareven Food Tian-Shan LLP
磨坊业、淀粉及其淀粉制品

http://www.mareven.com/en
mailto:miras.kilybaev@kz.mareven.com
mailto:info@kz.marev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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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产品系列

总部位于：库斯塔奈市，库斯塔奈州
成立年份：2001
营业额：2000万美元
年产能：1800 吨/天

公司以“Salamat”商标生产各种等级的小麦粉和
麦麸。公司拥有自己的现代化厂房、物流基础设
施、实验室、仓库和仓储设施。他们将其产品出
口到独联体国家、中国、阿富汗和伊拉克的 历史
已19年有余。

小麦面粉
麦麸

联系方式

Erzat Kurbanov
手机号码：+7 700 555 19 82
www.salamatcompany.com 
salamat@salamatcompany.com 

Salamat Company LLP
磨坊业、淀粉及其淀粉制品

http://www.salamatcompany.com
mailto:salamat@salamatcompany.com


公司简介

产品类别

总部位于：阿克纠宾市
成立年份：1991
营业额：>2700 万美元
年产能：20万吨

该企业以 “Granum, Mukatay” 商标使用软质小
麦生产面粉生产以及使用优质面粉生产意大利
面。整个生产过程符合食品安全体系管理标准
ISO 22000。

软质面粉
意大利面

联系方式

Nurzhan Zhulaev
微信用户名: GraNum1991

www.granum.kz 
sale1@granum.kz 

Novo-Aljan milling plant LLP
磨坊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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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ranum.kz
mailto:sale1@granum.kz


公司简介

产品类别

总部位于：塔拉兹市
成立年份：2003
营业额：>100 万美元
年产能：14万吨

该企业以 “GOOD ZHEM” 品牌生产各种动物、
鸟类和鱼类的优质复合动物饲料。除饲料工厂
以外，该企业还拥有：配备最具现代化设备的实
验室，电梯以及铁轨。

不同种类动物的配合饲料

联系方式

Rumiya Hashimova
手机号码: +7 701 763 19 75

www.goodzhem.kz 
goodlook2007@mail.ru 

GOOD LOOK LLP
动物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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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oodzhem.kz/ru
mailto:goodlook2007@mail.ru


公司简介

产品系列

总部位于：阿拉木图市
成立年份：1999
营业额：未公开
年产能：547000瓶

Arba Wine 在阿拉木图地区 Assy 河谷的自有
葡萄园生产其葡萄酒。  其处在地的风土条件
对高品质有机葡萄的种植极其适宜。
其葡萄酒在世界各地的各类竞赛中获得高度
认可，如国际葡萄酒挑战赛（英国）、G100国
际葡萄酒评选赛（中国）、Mundus Vini国际葡
萄酒大奖赛（德国）、Decanter世界葡萄酒大
赛（英国）、中国环球葡萄酒及烈酒大奖赛（中
国香港）。

白葡萄酒
红酒

起泡酒
联系方式

Zhanar Sambetova
微信用户名: janarasam
www.arbawine.com/en 
janarasam@gmail.com  

Arba Wine LLP
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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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rbawine.com/en
mailto:janarasam@gmail.com


公司简介

产品系列

总部位于：阿拉木图市
成立年份：2011
营业额：8000万瓶
年产能：3700万美元

该公司生产矿泉水、饮料和伏特加。公司拥有20
多个商标。1997年在哈萨克斯坦一个生态干净
的地区（Burabay）发现的图兰水矿床被认为是
世界上仅有的5个独特的自然光水矿床之一。这
种伏特加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生产过滤工艺——
制作生产过程中使用了现代的铂过滤器。其经
典的配方给予了令人愉快的面包味和格外柔 软
的口感。其年生产能力和营业额分别为8000万
瓶和3700万美元。 

伏特加
矿泉水，调味矿泉水

药用地表水
联系方式

Dmitry Zhukov
手机号码：+7 777 713 33 30
www.asiawaters.com 
dmitry.zhukov@qazspirits.com 

Global Beverages LLP
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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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siawaters.com
mailto:dmitry.zhukov@qazspirit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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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产品系列

总部位于：阿拉木图市
公司成立：1993
营业额：2千万美元
年产能：2亿升

Pure Pack是哈萨克斯坦自1998年以来领先的果
汁生产商。该公司的水果来源于巴西、南非、智
利、希腊等国家最好的种植园。 该公司的核心理
念是对品质的完美要求以及对所有原材料都需
经过彻底的实验室研究 检验。公司产品以
“Palma”和“Juicy”作为商标被出口到中国和独联
体国家。

“Juicy” 果汁
“Palma” 果汁

联系方式

Vadim Budacheev
微信： +7 707 651 39 13

raimbek.com/en
matvey.zhivotovskiy@raimbek.com

PurePack LLP
酒水



总部位于：Almaty city
成立年份：1994
营业额：2亿美元
年产能：10亿升

公司自1994年开始生产果汁、软饮料、牛奶、茶
和饮用水。其主要产品有果汁“Gracio”，“Da-Da”
和饮用水“ASU”。该公司在哈萨克斯坦的北部和
南部有四个现代化的生产基地。该公司是百事
可乐和立顿冰茶在哈萨克斯坦和中亚的独家装
瓶商。该公司产品被出口到独联体国家和中国。

公司简介

产品系列

“Gracio” 果汁
“DaDa” 果汁

“A’su” 矿泉水

联系方式

Ivan Pirogov
微信： +7 777 230 9985
www.rgbrands.com 
ivan.pirogov@brands.kz 

RG Brands Kazakhstan LLP
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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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gbrands.com
mailto:ivan.pirogov@brands.k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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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产品系列

总部位于：乌拉尔市，西哈州
成立年份：1992
营业额：未公开
总产能：2万吨肉类和每轮班20万个罐头

公司生产冷藏和冷冻肉类(牛肉和羊肉 )和罐头
肉以及鱼肉类产品。牲畜主要由哈萨克斯坦当
地牧民提供。主要品种是赫里福德牛和哈 萨克
白头牛。公司已将其出口到独联体国家和中东
地区。其中“Kublei”商标是在中国注册完成的。

牛肉
罐装鱼肉

联系方式

Zaure Berekesheva 
手机号码：+7 777 060 30 90
www.kublei.kz 
z.berekesheva@kublei.kz  info@kublei.kz 

Kublei LLP
鱼肉、肉类 和罐装肉

http://www.kublei.kz
mailto:z.berekesheva@kublei.kz
mailto:info@kublei.kz


公司简介

产品系列

总部位于：Koshmambet乡,Karasay地区, 阿拉
木图州
成立年份：2002
营业额：470万美元
年产能：32400吨 

该公司自2002年开始生产冷冻牛肉和冷冻羊
肉。该公司拥有一个养殖着约3000头牛的饲养
场，一个肉制品加工厂，年肉制品 产量为3.24万
吨。公司已建成并成功运营一个垂直一体化的
流程，以生产环保和高品质的肉制品。

冷冻牛肉

联系方式

Sergei Limberg
微信： +7 777 714 09 49

meatps@mail.ru 

Meat Processing and Services 
LLP

鱼肉、类 和罐装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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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to:meatps@mail.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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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产品系列

总部位于：库斯塔奈市，库斯塔奈州
成立年份：1994
营业额：4000万美元
年产能：200 吨/天

该公司以“DEP”为商标，生产超过100种优质天
然乳制品，包括炼乳、超高温消毒牛奶和冰淇
淋。所有产品均由天然牛奶制成，不含人工色素
或香料。这家公司向俄罗斯出口产品。

炼乳
超高温消毒牛奶
奶昔
冰激凌蛋筒
冰激凌饼杯
桶装冰激凌
甜奶油黄油

联系方式

Aray Zhubatova
微信用户名: LLP_DEP 

手机号码：+7 701 309 35 77
www.dep.kz 

export@dep.kz  

DEP LLP
奶制品

http://www.dep.kz


公司简介

产品系列

总部位于：努尔苏丹市
成立年份：2009
营业额：200万美元
年产能：250吨

EurasiaInvest公司以 “Saumal”、“Saubota”为商
标来生产马奶和骆驼奶粉，公司采用德国创新技
术，不仅实现了高产量，而且控制了高水平的产
品质量。骆驼奶和马奶已被证明对健康有益处，
建议食用来丰富并改善人们的日常饮食。该公司
的产品出口到中国、香港、俄罗斯、阿联酋、土耳
其和美国。

骆驼奶粉
马奶粉

联系方式

Kairzhan Meyrambekov
微信用户名: saumalexport
www.saumal.kz 
mkairzhan@mail.ru 

EurasiaInvest Ltd.
奶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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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aumal.kz
mailto:mkairzhan@mail.ru


公司简介

产品系列

总部位于：阿拉木图市
成立年份：1996
营业额：大于1亿美元
年产能：41万吨

该公司是哈萨克斯坦乳制品市场的领军企业，
也是俄罗斯最大的出口商，以 “Coppa Italia”、
“Mumunya”、“Lyubimoye”、“Odari”等商标生产
牛奶、克非儿、松软干酪、酸奶、奶昔等。该公司
工厂位于哈萨克斯坦不同地区，公司可生 产多
种乳制品。该公司产品出口到俄罗斯、蒙古和土
库曼斯坦。

超高温消毒牛奶
奶昔

可选择的植物奶 (燕麦，巧克力燕麦，荞麦，
核桃，椰子)

咖啡和茶水饮料联系方式

Meruert Yerlan
手机号码: +86 18610174773
2930723819@qq.com  
微信用户名: mikosha22

Molproduct LLP (Agroproduct 
Group of companies)

奶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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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产品系列

总部位于：塔拉兹市，江布尔州
成立年份：2017
营业额：24万美元
年产能：大于12000 吨

Saule糖果厂是哈萨克斯坦糖果市场上最大的
现代化企业之一。该公司采用欧洲先进设备生
产80余种商标为“Saule”的华夫饼干和饼干。这
家公司向中国出口其产品。

华夫饼
饼干
姜饼
松饼

联系方式

Dias Shaukharov
手机号码：+7 775 520 52 25
www.saule.company 
shaukharov14@gmail.com  
info@saule.company  

Confectionery factory Saule LLP
糖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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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aule.company
mailto:shaukharov14@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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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产品系列

总部位于：塞米伊市, 东哈州
成立年份：2014
营业额：1500万美元
总产能：18000 吨

KondiZ 是一家使用先进技术向哈萨克斯坦所有
城市供应产品的大型企业。自2014年以来，该
公司一直以 “KondiZ”商标生产饼干和饼干等糖
果产品。该公司向独联体国家出口其产品。

奶油乳酪饼干
饼干
易碎饼干

联系方式

Adilbek Akimov 
微信： +7 707 507 32 30

www.kondiz.kz 
akimov.adilbek@mail.ru

  info@kondiz.kz 

KondiZ LLP
糖果

http://www.kondiz.kz
mailto:akimov.adilbek@mail.ru
mailto:info@kondiz.kz


红花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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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产品系列

联系方式

Marina Fetissova 
微信用户名： safloriakz, kaziragro

www.safloria.kz 
Info@safloria.kz  

总部位于：塔拉兹市，江布尔州
成立年份：2006
营业额：大于200万美元
年产能：2200吨

Kaz-ir Agro是少数几家完成从采摘到出口整 个
生产过程的公司之一。该公司在哈萨克斯坦共
和国、中国和俄罗斯注册了“SAFLORIA”商标。
Safloria油含有大量的亚油酸(约80%)，它对健
康非常有益，可积极参与人体的新陈代谢并不
能由人体自身产生。公司将其产品出口至欧洲
国家、俄罗斯、日本、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

Kaz-Ir Agro LLP
植物油

http://www.safloria.kz
mailto:Info@safloria.kz


公司简介

产品类别

总部位于：厄斯克门市
成立年份：2016
营业额：>100 万美元
年产能：1500吨

该企业从事加工农作物，并且以  
“Zhelannaya”,“Zhelannoe”,（商标译文：令人向
往的）商标生产葵花籽油和荞麦糠。由于采用冷
压处理，葵花籽油保留了其天然品质和氨基酸。

冷压以及未提炼的瓶装葵花油

联系方式

Mikhail Chuvashov
微信用户名: wxid_zj5y0rf5rilp22

vostokecoline.kz  
vostokecoline@mail.ru 

VostokEcoLine LLP
葵花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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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
s/1t7kgHe-9MPL-cEmD2B8ys-oz_0
tWEdhC инфо о компании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
s/1cPP_5LNxa_Ku7b0Nkt4Aa-9Rb
Q7sh_zt  one-pager

http://vostokecoline.kz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t7kgHe-9MPL-cEmD2B8ys-oz_0tWEdhC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t7kgHe-9MPL-cEmD2B8ys-oz_0tWEdhC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t7kgHe-9MPL-cEmD2B8ys-oz_0tWEdhC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cPP_5LNxa_Ku7b0Nkt4Aa-9RbQ7sh_zt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cPP_5LNxa_Ku7b0Nkt4Aa-9RbQ7sh_zt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cPP_5LNxa_Ku7b0Nkt4Aa-9RbQ7sh_zt


公司简介

产品类别

总部位于：阿拉木图市
成立年份：1925
营业额：2420 万美元
年产能：60万吨

该公司生 产的可食用 盐商标为 “Araltuz”和
“Slavyanochka”。该公司是哈萨克斯坦最大的食
用盐和工业盐生产国。其产品不含任何人工添
加剂（防结块剂）。公司将其产品出口独联体国
家已有7年之久。

食盐

联系方式

Ilyas Rakymzhan
微信用户名：samiynoviy

www.araltuz.kz 
ilyas.rakymzhan@araltuz.kz 

Araltuz JSC
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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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raltuz.kz
mailto:ilyas.rakymzhan@araltuz.k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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