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信息

成立时间： 
2018年

总部： 
塔银沙市, 哈萨克斯坦北部地区

主要市场： 
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美
国、印度、土耳其、中亚地区

营业额： 
3320万美元

产量： 
小麦面筋-1200 公吨/月;
小麦淀粉- 5000 公吨/月;
干酒糟 – 3000 公吨/月;
生物酒精 – 1200 公吨/月;
二氧化碳 – 750 公吨/月;
小麦产量 – 10万 公吨/年.

网址:
www.biooperations.com
www.kazfp.kz

联系人:
Laura Bergibayeva
Mukhtar Terlikbayev

电子邮件
laurabergibayeva@gmail.com
terlikbayev.mukhtar@gmail.com

BioOperations LLP

BioOperations有限责任公司于2019年在国际注册处注册，通
过FSSC 22000认证。
食品安全体系认证22000（FSSC 22000）–这是一个可靠的、
基于ISO的、国际公认的食品供应链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审核
方案和认证。

获得FSSC 22000包括：
✔ 符合ISO 22000标准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 ISO/TS 22002-1/PAS 220规定的食品先决程序。

BioOperations工厂是哈萨克斯坦唯一从事小麦深加工的工厂。BioOperations经过设备改造和
现代化改造，于2018年底投产。它配备了德国制造商Flottweg的设备，这使其生产出质量指标
最好的产品。该厂地处全国粮食产区，原料供应充足是主要优势。

工厂有一个封闭的生产周期，从小麦原料（在自己的田里种植）的进厂，到成品在自己的仓库里
的包装和储存，都能控制产品的质量，并配备有湿度和空气温度控制设备。

BioOperations LLP获得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的认证。
有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出口认证，可以提供有
关产品监管或营销状态的官方证明。

http://www.biooperations.com/
mailto:laurabergibayeva@gmail.com


Wheat vital gluten
HS code: 1109000000

• 指导价: FCA Tayinsha 1300 美元/公吨

• 包装尺寸 : 22.68 千克 (50磅), 25 千克, 1 公吨大包 .
• 产品的保质期为自制造之日起两年 .
在有意向情况下，可以讨论价格和数量 .

BioOperations LLP的小麦面筋是一种环境友好的现代化产品。它拥有更好的面粉品质，
恢复其蛋白质组成，改善面团特性，同时也可用于饲料中。小麦是在哈萨克斯坦北部种
植的有机小麦。

            

                  

 BioOperations LLP计划提供供应有机面筋的可能性，确保原材料生产的可追溯性，不
使用杀虫剂、化肥、生长刺激剂和其他农业化学物质。

质量规范:
外观: 从奶油色到黄色或棕色粉末
气味: 适度小麦面筋味
湿度: 10% 最高
蛋白质: 70%+ 最低(DS) 
灰: 2% 最高 
水结容量 : 150% 最低
包装: 25公斤和50磅的袋子

小麦面筋
现有品牌： 
BioOperations Wheat vital 
gluten

现有市场:
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美国，
印度，土耳其

客户部门/产品 :
✔面粉和面条制造商，面包
店 ;  
✔动物和鱼类饲料生产设施

目标客户群体：
食品原料制造商、贸易商和
贸易公司。 

地区:  
新疆省优先，甘肃省和华中
地区
这些方向关注的是最佳物
流成本

目标消费者群体:

 



Wheat vital gluten



小麦淀粉
HS code: 1108110000

• 指导价: FCA Tayinsha 350 美元/公吨 
• 包装尺寸 : 20 千克, 500 千克, 1公吨大包 .
• 产品的保质期为自制造之日起两年。  
在有意向的情况下，可以讨论价格和数量。  

小麦淀粉

现有品牌： 
BioOperations LLP 小麦淀粉
现有市场:
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中亚
国家

客户部门/产品 :
✔纸箱和纸张制造商;
✔肉类加工（腊肠、香肠）； 
✔纺织工业
✔生产葡萄糖糖浆
✔淀粉面 

目标客户群体：
食品原料制造商、贸易商
和贸易公司。 

地区：
新疆省优先考虑，甘肃省
和华中地区被考虑在内。

这些方向关注的是最佳物
流成本。 

小麦淀粉是植物体内形成的一种复杂的碳水化合物，一种储备在植物中的营养物质。 

从小麦中提取的小麦淀粉，看起来像一种松散的白色或淡黄色粉末，由小颗粒（2到10微
米）和大颗粒（20到35微米）组成。它们是扁平的椭圆形或圆形，中间有一个窥视孔。所
有淀粉都是由小麦粒生产的-小麦淀粉。 

 

质量规范：
外观: 粉末类产品
颜色: 白色带灰黄色
气味: 无异味
湿度: 14% 最高
蛋白质: 0.3% 最高 
灰: 0.20% 最高 



小麦淀粉



可溶性干酒糟  (DDGS)
麦麸 
• 指导价: FCA Tayinsha 150美元

• 包装尺寸 : 25公斤聚丙烯袋和500公斤大袋  
• 保质期为自制造之日起6个月

含可溶物的干酒糟（DDG）是用WDG浓缩的稀酒糟，干燥至10-12%的水分。 
干玉米酒糟是饲料中最有价值的高蛋白饲料添加剂。它通常用于农业工业，作为动物饲料
的主要补充。 

可溶性干酒糟 

现有品牌： 
BioOperations LLP 可溶性干
酒糟

现有市场:
内部市场和中亚地区

客户部门/产品：
复合饲料工业公司，大型
农舍 

目标消费者群体:
食品原料制造商、贸易商
和贸易公司

地区：
新疆省优先考虑，甘肃
省和华中地区被考虑在
内。

这些方向关注的是最佳
物流成本。 
 

含可溶物的干酒糟(DDGS)
HS code: 2303300000

质量规范：
DS基准蛋白质: 28,0 % 最低
蛋白质: 16 % 最低
粗纤维比例 : 2% 最低
碳水化合物 : 22 % 最低
脂肪: 6,0 %
100 g的能量值 : 0,999 焦耳

麦麸 
HS code:  2302309000
质量规范：
湿度: 15% 最高
1千克（mg）的金属磁性杂质颗粒不超过2毫米 
- 不超过5毫克

同时，杂质颗粒从0.5到2毫米 - 不超过1.5毫克 

 



小麦 

• 指导价: FCA Tayinsha – 220 – 300 美元/公吨，取决于小麦等级 
• 包装尺寸 : 大袋子和松散的包装

• 保质期: - 

现有品牌： 
BioOperations LLP 小麦

现有市场:
内部市场和中亚地区

客户部门/产品 :
小麦粉制造商； 
复合饲料工业公司； 
养鸡场

目标客户群体：
面粉制造商、贸易商和食
品公司。

地区：
新疆省优先考虑，甘肃省
和华中地区被考虑在内。

这些方向关注的是最佳
物流成本。 
 

HS code: 1001990000
3rd 级 

质量规范：
蛋白质 : 23%及以上 
湿度: 14% 最高
稳定时间:  730 分钟
灰: 不高于2%
颗粒掺合料 : 5 % 最高
下降数 : 200 分钟

该工厂有自己的电梯，
特殊存储容量为200000
公吨。 

HS code: 1001990000
4th 级 

质量规范：
蛋白质 : 18 - 22 % 
湿度: 14% 最高
稳定时间: 710 分钟
灰: 不高于2 %
颗粒掺合料: 5 % 最高
下降数: 100 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