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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红军村莫斯科地区

2018 年

红军村市区 莫斯科地区



领土 –城市区–

15643 公顷
城市 - 910 公顷

人口 –

26,463 成千上万的人

红军村市区



地理位置

莫斯科地区的红军村市区位于莫斯科地区的东北部。地区，莫斯科东北部45公里，距雅罗斯拉夫尔高速公路
20公里. 

市区红军村边界 : 

- 在东北-与弗拉基米尔地区的亚历山大区的领土;

-在北部-与莫斯科地区的谢尔吉耶夫市区的领土; 

-在西方-与莫斯科地区的普希金市区的领土; 

-在南部和东南部-与莫斯科地区的 Shchelkovo市政区的领土.

城市区包括与周边地区的红军村镇 联邦国防工业企业的领土，国家的土地 森林基金，农业用途的土地. 

Krasnoarmeysk市与莫斯科通过道路连接-距离雅罗斯拉夫尔20公里 高速公路（距离莫斯科环城公路40公里）
和铁路连接 – 从站 Sofrino雅罗斯拉夫尔方向的铁路分支。随着莫斯科的城市,普希金诺和城区周围的定
居点有定期巴士服务。



人口统计学和劳动力

人口为01.01.2019 26,463万人

工作年龄的人口是14.8万人

就业人数在经济6,8万人

在2018结束时：
出生人数-222人 , 死-358人。
自然增加（减少）：-136人。



矿物

根据生态状况的状态，红军村市区可以被归类为繁荣地区。
良好的生态状况是由周围的自然景观造成的:

- 这座城市位于Klino-Dmitrov山脊的东部马刺，位于小河岸边，周围环绕着森林, 

-位置远离主要区域中心，没有自己的污染物-大型工业企业。

城市地区的森林资源是混合林，以云杉，桦树，阿斯彭，菩提树为主，面积为750公
顷

农业用地，特点是 sod-podzolic土壤类型，是121公顷.

城市区域内的水体长度：沃罗亚河-17.5公里;塔利萨河-17.5公里。

水面总面积10公顷.



自然财富

其中一个有利的因素的发展领域的生产在市区的红军村是存在在其领土上
的一定的原材料基地，利用它提供了机会创造的生产企业 :
-使用天然生物和矿物资源（森林，沙子和粘土采石场）的土木和运输建筑施工材料);

- 饲料牲畜与自然资源的使用（草复盖);

- 农产品生产，包括温室全年生产 配合使用农业用地;

- 饮用水和其基础上的产品与水资源的使用。

为了利用当地的资源潜力在城市加工行业的发展，有必要制定投资建议的组
织，启动和生产的操作;组织和举行的比赛，以吸引投资者和项目执行人。



在经济部门的平均工资

员工平均工资, 2018年上
半年，卢布。

增长率至2017年同期,%

行业 28582,7 107

科学 38405,6 106

建筑 23416,7 107

批发 42471,9 134

零售商 23832,6 121

住房和公共服务 27605,7 95

教育 38097,3 107

文化 30664,3 116

健康 31494,0 105



主要工业企业的工业生产量

主要工业企业 : 

LLC «Geopack», 

LLC «Voznesensky food 

combine», 

company NGOs «Himsintez», 

LLC «Prostor», 

LLC «Kulmbach-D»,

LLC «Plastic OnLine»

LLC «Aqua-2000»



LLC «GeoPack» 

导演 Creator Alexander A.
公司简介 «GeoPack"它于1999年举办.

主要生产能力的企业最初提供生产的一个完整的技术周期生产的瓦楞纸
板从释放的瓦楞纸板的范围广泛的箱和其他产品。

LLC «GeoPack» 他从一个小型的瓦楞纸板生产到一家拥有发达结构的公司，从四个阀门
盒到几乎任何复杂程度的包装，通过旋转和平板模切方法获得的多色印刷包装

该公司已经制定了生产周期的各个阶段的全面质量体系，从生产计划和原材料的采购，
并与产品的出货到客户的结束。 措施的复杂性确保产品符合GOST标准，并在企业服
务质量上接受。

在2018年相比，在2016年同期:

员工平均人数增长率 106%

平均工资的增长率 109%

自产货物装运增长率 155%



LLC «VOZNESENSKY FOOD PLANT» 
总经理 Goldobin Dmitry Valerievich

生产公司 LLC «Voznesensky Food Plant» 成立于1996年. 该公司的主要活动是糖果
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该公司专门生产这种类型的糖果，如牛奶糖果，果冻果酱，迷
你焦糖，酥糖。由于新产品的生产，产品范围不断扩大。 总产量超过14万吨每年。

在2018年相比，在2016年同期:

员工平均人数增长率 100,2%

平均工资的增长率 103%

自产货物装运增长率 100%



COMPANY NGOs «HIMSINTEZ»

总经理 Osipov Leonid Ivanovich

该公司成立超过15年前。在此期间，从一个小公司，它已成为一个现代企业。

生产的科学和生产协会不同在具有竞争力的价格优良的品质。 自己的变性酒
精是这种产品的一部分，如玻璃洗衣机，溶剂的flexography FSE（FSE），辛
烷值提高添加剂。 该组织生产燃料装饰壁炉，防腐木材，指点火，木炭等产
品。

COMPANY NGOs «Himsintez» 今天是: 

-生产香水和化妆品;

-生产含酒精的家用化工品;

-以客户的品牌名称生产香水产品，以自己的变性酒精为基础
;

-开发新型产品的生产技术

在2018年相比，在2016年同期:

员工平均人数增长率 100,2%

平均工资的增长率 133%

自产货物装运增长率 100%



LLC «PROSTOR»

科学与生产协会 «PROSTOR» 开发和生产自己的生产设施在城市红军村救援工具系统灭火设备的收集
和清理紧急漏油事故，以及培训设施和培训复合物的紧急情况部，国防部和国

导演 Gergel Valery Illarionovich

该公司具有很高的科学和技术潜力。 25年来，在莫斯科附近的企业"PROSTOR"一直
是俄罗斯救援和消防设备生产公认的领导者。 自己的发展得到了50多项专利的保护。
企业的生产是在莫斯科地区的创新生产登记册中输入的。

在2018年相比，在2016年同期:

员工平均人数增长率 111%

平均工资的增长率 100%

自产货物装运增长率 100%



LLC «PROSTOR» 

在联邦目标方案的框架和开发的工具和设备的品牌"空间"来:俄罗斯紧急委员会:
装备紧急救援队，消防部门，潜水单位和训练中心与救援工具和设备。

.

在俄罗斯紧急救援委员会的国际人道主义任务的框架内-"Prostor"参加交付给各国（智利，委内瑞拉，尼加拉瓜，海地，古巴，
塞尔维亚，波兰，突尼斯，喀麦隆，阿布哈兹）的

有限责任公司 PROSTOR 与领先的高等教育机构，科学组织和国家的企业创建并引进了十多个先进的创新发展。

成套的救援设备的各种功能的消防车（油轮，梯子，救援车），以及汽车的气体和烟雾保护，特种车的军事化的山地救援部件

，紧急救援车的快速反应在潜水成
为紧急情况部（学院，学院）的教育机构提供测试水下救援技术的模拟器，以及测试液压和气动设备的复合物。

俄罗斯联邦国防部：液压和气动设备的复合物在装甲部队维修的移动车间。
液压设备的复合物，用于军队的维修和疏散车辆。
专用设备的工程和施工测试的结构强度。



LLC «KULMBAH-D»

总经理 Oleg V. Kartoshkin



LLC «KULMBAH-D»

产品的主要范围是：复杂和调味混合物的肉，鱼，食品浓缩液，脂肪和油，乳制品和糖
果行业。该公司配备了生产实验室和一个技术中心的适应和发展的混合物。

根据奥地利项目建造的工厂开业于2003年的夏天。 公司实施并维护了符合国际标准ISO9001，
FSSC22000要求的综合管理系统。 生产已多次被一些领先的跨国公司和俄罗斯主要制造商，如
亨氏，联合利华等审计。，成功通过社会审核，以符合雀巢代码。

在2018年相比，在2017年同期:

员工平均人数增长率 116%

平均工资的增长率 105%

自产货物装运增长率 100%



LLC " PLASTIC ONLINE»

公司简介 «Plastic OnLine» 它成立于2003年，并已成功运作在市场上超过15年。

该公司的主要活动是:

生产塑料卡和智能卡;

提供用于打印和使用塑料卡片的设备;

塑料卡和徽章配件的生产和供应;

挂绳和促销胶带上的打印;

提供智能卡、软件和工作设备 和他们一起
组织展览会登记服务。
在2018年，计划推出一个新的生产，这将产生的产
品:

文具多达150万种产品;

用于零售空间、仓库和办公场合的信息系统，产品
数量可达110万件;

- 访问控制系统的标识元素-高达60万的产品。

总经理 Kul'kov Dmitrii Evgen'evich



自己生产的运输货物的结构，执行工作和工业企业的服务

53,7%

20,0%

9,0%

7,1% 2,0%

пищевое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гофрокартона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гидравлического

оборудования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парфюмерно-

косметических средств

обработка металлоконструкций и

нанесение покрытий



固定资产投资额

(如果没有军工企业复杂) 

2016 год 2017 год

117, 7 млн. 

руб.

463 

млн.руб.



军工企业 复杂的



军工企业复杂的

公司名称

与2017年同期相比，2018

年员工平均人数的增长率, 

%

与2017年同期相比，

2018年平均工资的增长

速度, %

Open Society «КNIIМ» 100 105

FCP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

«Geodesy»
101 108

КNPP Open Society «NGOs «Basalt» 100 103

10th Department of the separate 

subdivision Open Society

«Corporation «МIТ»

100 109



投资于2018年的军工企业的固定资产。

165,9 百万卢布– 这 45 %  从固定资产投资所有组织的城市。

370,4 

млн.руб.

165,9 

млн.руб.

всего

ВПК



Krasnoarmeysky research Institute of 

Mechanization
目前KNIIM是俄罗斯国防工业弹药工业的龙头
企业，全面发展最新技术的关键问题，制备混
合武器，设备和弹药和设备的装配，设计和实
施弹药生产设备，开发工业爆炸物和采矿产品，
处理过时和退役弹药，开发基于使用爆炸物的
工业炸药配方。

主要活动
• 弹药装备-混合爆炸材料制备技术、弹药装备和装配技术和设备;

• 弹药包括化学弹药的处置--技术和设备;

• 工业BB配方，产品，技术和设备，用于其制造;

• 用于制造工业炸药的混合和装料机，用于在采矿业中进行爆破的装料井;

• 运输爆炸物的车辆;

• 和平利用爆炸物--产品和技术;

• 设计和估计文件的发展为弹药工业的生产企业，工业，住宅和公共建筑物和结构的项目的
发展，防护结构的设计。



FCP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 «Geodesy» 这是一个复杂的导弹和火炮测试站点，成千上万的最新类型的火
炮和导弹武器，军事装备和弹药已经测试并投入使用。
在1933-1934年。 按照村苏联北部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定创建Sofrinsky炮兵范围，现在的联邦国家企业"研究所

«Geodesy». 在1934年至1941年期间，为了实施火炮发展计划，在垃圾填埋场进行了包括飞机，火炮和喷射系统在内
的弹药测试，解决了开发和改进多边形测试方法和手段的任务。 在1941年6月在现场举行了火灾从多个火箭发射器的
第一次示威«Katyusha». 在战争期间，测试现场测试的坦克，反坦克，高射炮，飞机枪，迫击炮，弹药，火箭发射器和
其他军事装备，收集并交付给部队多达25万不同的弹药，制定出并投入

Open Society «NGOs «Basalt» 是一个完整周期的企业，其结构包括：设计局，研究和测试中心，科技部，机械，装配和设备和
测试生产。
这种结构形成了弹药开发和生产的最佳封闭循环。

Department 10 of the separate division Open 

Society «Corporation «МIТ»

在生产基地，生产，设备，试验，工
厂和国家批次的近战武器，炮弹，迫击
炮弹，海上防破坏武器和某些类型的飞
机炸弹武器（absp），拆卸常规弹药的

卸载进行。



中小型企业



中小企业的发展

支助中小型企业的预算资金创业2017年，千卢布., 包括.:

-本地
1075,0

中小企业数目(截至2018年1月1日),包括.:

-平均
-小型和微型企业
-个人企业家

1034

3

355

676

自己的生产，工程，服务，数百万卢布的货物装运。 1853,2

零售营业额，百万卢布 603,9

在全市组织的总营业额中，中小企业的营业额份额 30%

中小企业的平均员工人数在全体员工的平均人数中所占的份额
城市区的组织

31%

平均工资在2017年，擦。 25320

平均工资的增长率 124%



小型和中小型企业的营业额，一百万卢布。

3389 

млн.руб.1017 

млн.руб.

Малое и среднее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ьство

Оборот городского округа Красноармейск

市区营业额的30％



中小企业的结构



分享中小型企业的员工平均人数在城市区的所有组织的员工平
均人数

2,1 тыс. чел.

7,2  тыс. чел.

31 %



住房和社区综合体

锅炉 4 片

变压器变电站 35 片.

泵送设备 3片.

长度电力线 135,1公里.

长度供水网络 53,7公里.

长度污水处理网络 74,2公里.

公寓住房存量 190 房子 496 千平方米

供应商和组织МUP «SКY» 1

管理公司 3

ТSG 2

工程网络和设施
服务提供



道路设施

城市预算支出 870万卢布

道路资金补贴 460万卢布

道路总长度, 
42,8 公里
. 

包括: 

区域（区域）意义 8,0 公里

本地（城市）价值 34,8 公里
. 

在2016年沥青路面修复 12315,6 

平方米. 



教育系统

МBDОU: d/s №1 «Berezka», №2 «Korablik», №3 «Svetlachok», №4 «Malish»,

№6 «Rodnichek», №8 «Belochka»

МBОU: SОSH №1, SОSH №2, SОSH №3, SОSH №4, МАОU Gymnasium №6,学校-

登机对于残疾学生，心理中心，教学，医疗和社会援助 «Planet I»

МBОU DО «Detsko-yunosheskaya Sportivnaya SHKOLA», «Children art school»,

«Children's music school»

МАОUD DО "Children and youth center".»

МBОU «附加专业教育（高级培训）的专家系统的有条不紊的中心»



文化领域

2

俱乐部类型的两个机构 (МАUК 城市文化宫, МАUК 文化之家
名字是. V.I. Lеninа)

1 集中式图书馆系统 (МBUК集中式图书馆系统 )

1 碌莽禄Gallery (МBUК 碌莽禄 Gallery )

2 两个机构的额外教育的儿童 (МBОU DО 儿童艺术学校 和
МBОU DО儿童音乐学校)

在2016年 МBОU DО «儿童艺术学校» 它被列入资本修理和技术再设备
的区域方案。由于大修的结果，学校进行了改造-配备了新的家具，配
备了计算机类。 新设备允许打开新的教育计划。 领土也发生了变化-

街道照明，安装了新的围栏，领土被铺设了沥青。

根据莫斯科地区总督的项目 А.U.Воrоbеvа «莫斯科附近的公园», 在
2016中，开展了关于土地（森林）场地文件准备工作«Bath Of The

Forest».



市区体育 KRASNOARMEYSK

经常从事体育文化和体育运动城市总人口的27％。

提供城市人口与体育设施:

运动馆-1.46万平方米每10万人口
平面结构-每10千人12.05万平方米
游泳池-136.05平方米的水每10万人口

我们的体育自豪感是城市区的居民 Ккфытщфкьуныл

Alexander Legkov - 奥运冠军冬季奥运会在索契2014年



住房发展战略

重要优先事项 :

-住房建设发展
-改善人口的住房负担能力
- 对某些类别公民的支持
-制定监管框架

为了在2017年落实这些优先事项，市政计划 «住房"城市区
Кrasnoarmeysk 莫斯科地区的年2017-2021子程序 : 

«住房建设发展»

«年轻家庭住房»

«为儿童提供住房-孤儿和没有父母照顾的儿童»

«根据住房法律为某些类别的公民提供住房».



破旧和破旧的房屋存量

6 573,9

4 539,3

3 974,1

724,9

договоры о развитии 

застроенных территорий, м2

соглашение 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и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и, м2

не принято решение о 

расселении, м2

аварийный жилфонд 

расселяемый в рамках 185-
ФЗ, м2

другие программы 
муниципально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м2

капитальный ремонт в рамках 
185-ФЗ, м2

3 517,7

8 620,7

市区住房存量 Кrasnoarmeysk 总额为01.01.2018年645.4万平方米。
住房供应水平为每人24.26平方米。
在2018年1月1日的破旧和紧急住宅楼宇的总面积达20.57万平方米。



建成区开发区

1. 境内有限的列宁大道，测试大道和Dachnaya街-领土规划
（PPT）的项目被批准的决议 22.07.2011 № 340.

这个领土的地块按照批准的规则的土地使用和发展的城市红军村
区包括在区域的综合和可持续发展的领土(KURT-1)。

主要指标 КURТ-1:

它的面积是21公顷
多户住宅楼总面积-157865平方米
最大数量的住宅楼-17楼



建成区开发区 (КURТ-1)



建成区开发区

2. 领土由Krasnoflotskaya街和Morozov街为界-领土规划（PPT）的项
目未获批准。

这个领土的地块按照批准的规则的土地使用和发展的市红军村区包
括在区域的综合和可持续发展的领土(KURT-2)。

主要指标 КURТ-2:

面积1.85公顷
多户住宅发展项目总面积13900平方米
住宅楼的最大楼层数-7楼



建成区开发区 (КURТ-2)



建设一个幼儿园的300个席位在街上新的生活

安置幼儿园的区域由莫斯科地区的城市红军村区的批准总体规划定义。
土地面积约10300平方米。
边界的描述 : 

-从北-多层住宅开发; 

-从东部-休闲区; 

-从南-休闲区; 

-来自西部中学№ 4. 

土地地块的权利人-国家财产没有划定界限.

连接到工程网络的可能性：供水，供水，供电和供热存在于按照established定程
序由相应的服务issued布的规格的成绩。

在此领土上安置幼儿园将允许 为南部地区提供监管方面的便利
城市红军村的领土考虑到新的

住房建设。



幼儿园在街上的新生活



建设一个幼儿园的190个地方与加加林街一个游泳池

安置幼儿园的区域由莫斯科地区的城市红军村区的批准总体规划定义。土地面积-

约-7000平方米
边界的描述 : 

-从北方规划的多层建筑; 

-从南部和西部-休闲区; 

-从东-多层建筑; 

土地地块的权利人-国家财产没有划定界限能够连接到工程网络 : 供水，供水，供
电和供热存在于按照established定程序由相关服务issued布的规格的性能。
安置在这个领土上的幼儿园将允许提供标准的可用性城市区红军村领土南部部分
考虑到新的住房建设。



加加林街上的幼儿园



重建学校-6号体育馆，增加130个座位 (初始类块) 和运动核
心的位置

地点：开发北区城市发展. 

土地面积27200平方米。
边界的描述 : 

-从北平面体育设施; 

-从东-多层住宅发展
-从南-多层住宅发展（区北)

-从西方-区北部的现有城市发展。
地块的权利人-该地块是永久无限期使用MAOU体育馆6

号
连接到工程网络的能力存在时，由相关服务以规定的方
式发出的TU。



重建学校-6号体育馆，增加130个座位 (初始类块)

和运动核心的位置



重建第一学校增加了310个座位
(初始类块)

位置 : -在城市的南部开发的城市发展. 

面积32600平方米。
边界的描述 : 

-从北部和西部-休闲区;

-从东方-现有的城市发展; 

-从南–文化的城市宫殿. 

土地地块的权利持有人-地块永久无限期使用
МBОU SОSH № 1

当相关服务以规定的方式发布的技术条件时，存在
连接到工程网络的能力。



学校重建№ 4 增加了312个座位
(初始类块)

位置 : -城市的现有发展在城市的南部。

土地面积为34500平方米。

边界的描述 : 

-从北部-休闲区;

-从东部计划住宿 幼儿园300个座位; 

-从西部-公共和仓库区;

-从南-休闲区. 

土地地块的权利人情节是不变的永久使用
МBОU SОSH № 4

能够连接到工程运行时存在网络发布
技术规格相关服务建立程序。



附近的街道DACHNAYA附近的建设

位置 : -城市红军村区的北部，安置区域由列宁大街，测试大街和Dachnaya街有限的建成领土
的发展规划项目定义。
土地面积为21公顷，在建房屋的住宅楼宇的规划面积为112,099万平方米。
边界的描述 : 

-从北，东，南，西-现有住宅发展. 

土地地块的权利人-国家财产没有划定界限。
按照批准的土地使用规则的地块和发展的市红军区是包括在区域的综合和可持续发展的领土
(КURТ-1).

连接到工程网络的可能性：供水，供水，供电和供热存在于按照established定程序由相应的服
务issued布的规格的成绩。

这个领土的发展将解决危房和危房的安置问题。



附近的街道DACHNAYA附近的建设



滑雪场附近的街道新生活

位置 : -市区红军村的南部，安置的区域是由莫斯科地区
的市区红军村的批准总体规划定义。
该地块面积为0.96公顷，规划面积为13.0万平方米的体育
设施。
边界的描述 : 

-从北，东，南，西-现有住宅发展. 

土地地块的权利人-国家财产没有划定界限。连接到工程
网络的可能性：供水，供水，供电和供热存在于按照
established定程序由相应的服务issued布的规格的成绩。



滑雪场附近的街道新生活

滑雪场的建设
将创建一个基地
市区发展
冬季运动



车站路上的多功能购物中心

位置 : 

- 领土毗邻火车站Krasnoarmeysk（按照城区总体规划）。
土地面积-7 700.0平方米
边界的描述 : 

-从北-休闲区，森林。
-从西方，从南方-铁路的分支带;

-从东-高速公路的分支带 Асаdеmic Yangеla.

土地地块的权利人-国家财产没有划定界限。

能够连接到公用事业网络（供水，卫生，电力, 热供应）执
行TU时存在。

该设施的建设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多功能购物中心大道上的测试仪

位置 : 

-境内毗邻的房子9上大道酒店测试仪（按照城区的总体规
划）。
土地面积-2 760.0平方米。
边界的描述 : 

-从北-前泽尼特体育场»

-从西-多层住宅发展,

-从现有的南方住宅开发;

-从东–高速公路前景的分支带 测试人员。

土地地块的权利人-国家财产没有划定界限。

能够连接到公用事业网络（供水，卫生，电力, 热供应）
执行TU时存在。

该设施的建设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街头劳工村附近的制药厂的建设

制药厂生产的固体(（片剂）现成药品
位置 : -南-市区红军村的西部。
土地面积-35001,00平方米。
边界的描述 : 浮雕是轻轻的起伏，在东部方向的斜率
-来自北方– SNТ «Urojainiy». 

来自西方-无开发区,   河 Таlicа; 

-来自东方– SNТ «Drujbа», SNТ «Тrudposelocк»; 

-南无开发区,河 Vorya; 

土地地块的权利人– LLC «PSК «UNION Line»  (业主).

连接到工程网络的可能性在投资者的自己的手段在按照
established定程序由相应的服务发出的规格性能的费用。



在区南部建设的框架内建筑堤坝



在区南部建设的框架内建筑堤坝

地点：市区西南部地区 Кrasnoarmeysк,

幼儿园的安置区域由位于边界的多层住宅大楼的规划项目定义 Academician Yangel street , 

Lobachevsky, Morozov and the embankment of the Vorya river

土地面积-约-700平方米。
边界的描述 : 

-来自北方– Vorya river; 

-从南部，西部和东部-计划的多层建筑; 

土地地块的权利人-国家财产没有划定界限。
连接到工程网络的可能性：供水，供水，供电和供热存在于按照established定程序由相应的
服务issued布的规格的成绩。

该设备是一个美丽的长廊在这方面将允许 提供城市区红军村的南部地区 一个额外的休息
场所，以多样化人口的休闲。



市政非居民区空置清单

地址 地板 面积，平方米 注

1 街头. Dachnaya, 房子.1 客房№ 20-26 129,8

2 微观区域 Severnyi, 房子. 1 地下室, 客房1-5, 7-9,11-14, 18-19 136,0

3 微观区域 Severnyi,房子. 3 地下室, 客房. № 1-22 308,1

4 微观区域 Severnyi,房子. 33 地下室, 客房.14-15, 26-29, 29а 58,80

5 大道酒店 Ispitatelei房子. 25/2 1 地板, 客房. № 42-47 74,1

6 街头.Gagarina, 房子. 6 客房.№ 1-4, 6-10, 14-20 251,90 销售

7 微观区域Severnyi, 房子.33 地下室, 客房.№ 14-15, 26-29, 29а 58,8

8 街头. Chkaiova, 房子. 18 地下室, 客房.7-10 114,00 销售

9 大道酒店 Ispitatelei房子.25/2 2 地板, 客房.№ 111,112 51,5

10

大道酒店Ispitatelei房子.25/2

1 地板, 客房.№ 53, 55 56,4



为投资者提供的信息

市区管理 Кrasnoarmeysk莫斯科地区

г. Кrasnoarmeysk莫斯科地区, Chkalova str.,25

http://krasnoarm.ru

E-mail: adm@krasnoarm.ru

тел. 8 (495) 993-44-36, 8 (496) 538-22-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