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用投资合同签署规则附件 

程式 

专用投资合同 

" ________ 20__年 

签署日期） 

萨拉托夫州政府机构授权机构落实工业发展方面的国家政策，以  为代表 ____________________ , 

根据  履行职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代表萨拉托夫州，以下简称为“授权机构”，以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指出代表市级地区签署专用投资合同的地方自治机构，如果它为投资人和（或）专用投

资合同签署的参与者，并将采取市政法令所规定的相关措施来促进工业领域的发展） 

以 为代表 

根据  履行职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以下简称为“市级地区”，为甲方， 

专用投资合同签署中作为投资者的 

 

法人或个体工商户全名） 

以 为代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根据  履行职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下简称为“投资者”和参与者 

（根据专用投资合同，直接实现工业产品生产的法人或 

在此处和以下专用投资合同中 

他 

吸引投资者来时间投资项目） 

以 为代表 

根据  履行职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以下简称“工业企业”，与另一方 

 投资委员会第 号纪要 （于  _____） 签署 

本专用投资合同 

合同内容如下： 

第1章专用投资合同对象 

在专用投资合同的以下条款中 

根据第1方案或第2方案专用投资 

合同所包含的对象进行填写） 

投资人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或在工业企业的帮助下，在专用合同有效期限内实现投资项目： 

创立工业生产或实现工业生产现代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名称与工业生产地址） 

根据第1号附件中的商业方案，以实现第2号附件中所要求的工业产品生产规模与品种为目的，要求在工业生

产过程中根据第3号附件(第1方案）规定的操作进度表，在工业生产中完成技术与生产操作； 

根据专用投资合同第1号附件规定的商业方案实生产目前在俄罗斯联邦不生产的工业产品，工业产品的

生产规模与品种规定在专业投资合同第2号附件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要求根据专用投资合同（第二方案）中的第3号附件规定的操作进度表， 在工业

生产过程中（工业生产的名称与地址）完成技术与生产操作， 授权机构和 

市级地区不许在专用投资合同有效期内未投资人和（或）工业企业采取专用投资合同中规定的措施来促进工

业领域活动的发展。 

第2章专用投资合同的有效期 

专用投资合同的有效期为__ 年。 

签署地点） 

个体工商户全名， 

指出， 如果 在本专用投资合同执行框架中 

共同简称为“

双方”， 

根据由省长领

导的  

罗斯托夫州 
 



第3章投资人的义务 

投资人保证： 

1) 为投资项目投入的总金额为 ___________________ 卢布，并（或）在投资项目实现的过程中创立

，并在专用投资合同有效期结束前确保保留不少于 _________ 新工作岗位； 

2) 完成本专用投资合同所规定的投资方案实现方面的基本操作，其中包括确保工业企业就投资方案

的实现履行义务； 

3) 在投资方案实现过程中获得以下成活（指标）： 

工业产品生产与销售（每年、专业投资合同有效期结束时）的规模（总金额）： 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卢布； 

在专业投资合同有效期内计划缴纳的税款金额 _____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卢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指出投资人应实现的其他指标）； 

4) 向授权机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每个（季度、半年、年或双方协商的其他期限）提供报告，使用授权机构确认的城市提供有关投资项目实现

结果报告； 

5) 根据授权机构的要求提供能够确定报告文件中数据真实性的原始文件（副本）； 

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指出投资人 

其他不违反俄罗斯联邦法律 

和罗斯托夫州规范性法令的义务） 

第4章。工业企业的义务 

工业企业必须： 

1) 在投资项目实现的过程中，根据专用投资合同第2号附件规定的规模与品种在工业生产中生产与

销售工业产品；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列出在投资项目框架下工业企业应履行的其他义务） 

第5章。授权机构的义务 

授权机构必须： 

1) 为投资者采取以下措施来促进工业领域工作的发展： 

（指出对投资者采取的促进工业领域发展的措施 

） 

2) 为工业企业采取以下措施来促进工业领域工作的发展： 

（指出对工业企业采取的促进工业领域发展的措施） 

3) 确保在专用投资合同有效期内，始终为投资人和（或）工业企业采取促进工业领域发展的措施，

这些措施规定在本专用投资合同第1章和第2章中，并符合俄罗斯联邦法律与罗斯托夫州规范性法规； 

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列举出授权机构不违反俄罗斯 

联邦法律和罗斯托夫规范性法规的其他义务） 

第6章。市级地区的义务 

（如果市级地区为专用投资合同的一方，则本章包括在专用投资合同中） 

市级地区必须： 

1) 为投资者采取以下措施来促进工业领域工作的发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列举出在专用投资合同有效期内为投资人采取的促进工业领域工作发展的措施，如果市级地区为投资

人采取的促进工业领域工作发展的措施符合市政法令的要求，补助金除外） 

2) 为工业企业采取以下措施来促进工业领域工作的发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列举出在专用投资合同有效期内为工业企业采取的促进工业领域工作发展的措施，如果市级地区为工

业企业采取的促进工业领域工作发展的措施符合市政法令的要求，补助金除外） 



3) 确保在本专用投资合同有效期内，始终为投资人和（或）工业企业采取促进工业领域发展的措施

，这些措施规定在本专用投资合同第1章和第2章中，并符合俄罗斯联邦法律与罗斯托夫州规范性法规和市政

法令； 

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列举出市政地区不违反俄罗斯 

联邦法律和罗斯托夫规范性法规和市政法令的其他义务）  



第7章。对投资人和工业 

企业履行专用投资合同的条款进行监督 

为了对投资人和工业企业所承担的义务履行进行监督 

授权机构对投资人 

第3章第4、5款中的规定， 

向授权机构呈送的报告和文件进行审查 

指出签署专用投资合同的 

地方自治机构） 

根据授权机构规定的程序，向投资人提供有关投资人是否在专用投资合同基础上履行义务的鉴定

，向投资人提供，其是否获得（全部或部分）专用投资合同中规定的指数，与 _____________________  

（指出签署专用投资合同的 

地方自治机构） 

第8章专用投资合同的修改与 

解除。双方义务 

1. 可在以下情况中根据投资人的要求，对专用投资合同的条件进行修改： 

投资项目的实现条件出现重大变化； 

萨拉托夫州、市级地区不履行专用投资合同第5章和第6章中规定的义务。 

2. 为了对专用投资合同进行修改，投资人要向授权机构呈送申请以及专用投资合同修改草案

附件和能够说明修改必要性的文件。 

3. 所有对准用投资合同的修改与补充要通过书面形式，以专用投资合同补充性协议的形式制订

，由双方签字确认，成为专用投资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4. 专用投资合同可根据双方的同意解除，或在以下情况中根据法院的决定 

单方面解除： 

其中包括无法获得专用投资合同第3章第1款规定的 

指标超过 ；专用投资合同 

第3章规定的指标 

 _____ 超过  ； 

2）俄罗斯联邦、萨拉托夫州、市级地区在签订专用投资合同后通过了阻碍投资项目实现的规范性

法令， 

或承担了 阻碍投资项目实现的国际法律合同义务 

或这些规范性法令、义务导致无法获得专用投资合同中所规定的指标； 

3) 出现不可抗力。 

5. 由于投资人和（或）工业企业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准用投资合同中所规定的义务而导致的

专用投资合同的解除，将导致： 

停止对投资人和（或）工业企业采取专用投资合同中规定的， 

能够促进工业

，包括对实现专用投资合同第3章所规定

的指数进行监督， 根据专用投资合同 

报告 发送给 

1) 投资人或工业企业无法履行或不适当履行 合同、，无法达成专用投资合同中规定的 

指数、义务， 

指标 

未达成 



领域工作发展的措施； 

投资人和（或）工业企业有义务对萨拉托夫州和（或）市级地区因采取促进工业领域工作发展措

施而致使萨拉托夫州预算收入和地方预算收入的下降进行补偿； 

规定了促进工业领域发展相应措施的其他俄罗斯联邦法律、萨拉托夫州规范性法令、市级地区法

令所规定的其他后果。 

6. 由于授权机构和（或）市级地区不履行或以不适当的形式履行专用投资合同第5章、第6章

中所规定的义务而导致专用投资合同的解除，将导致： 

投资人和（或）工业企业有权通过司法程序解除专用投资合同，未履行专用投资合同义务的一方

要补偿投资人和（或）工业企业遭受的损失和（或）违约金； 

停止为投资人和（或）工业企业提供专用投资合同中规定的， 

 
赔偿金额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指出本专用投资合同中规定的， 

促进 

工业领域工作发展的每一项措施的罚金数额） 

7. 向投资人和（或）工业企业支付的专用投资合同的总罚金，不得超过投资人和（或）工业企

业为实现专用投资合同中规定的促进工业领域发展的措施而花费的开支。 

第9章。最后条款 

1. 专用投资合同各方之间的所有争议与分歧要通过谈判解决。在无法协商一致的情况下，争议

交由萨拉托夫州仲裁法院调节。俄罗斯联邦法律为实体法与诉讼法。 

2. 根据专用投资合同，各方委任以下授权代表： 

授权机构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 

电子邮箱）； 

市级地区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 

电子邮箱）； 

投资人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电子邮箱）   

工业企业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 

电子邮箱）。 

3. 专用投资合同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份， 

拥有同等法律效力。 

4. 以下附件为专用投资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第1号附件“投资项目商业计划”；  

和（或）工业企业提供 

专用投资合同中规

定的， 

促进工业领域工作发展的措施； 

投资人和（或）工业企业因萨拉托夫州、义务补偿萨拉托夫州、 

市级地区因采取促进工业领域工作发展措施 预算收入 

预算收入 

和地方预算

收入 

的下降 

进行补偿 

（未履行专用投资合同义务的各方实现所采取的促进工业领域工作的发展措施除外）； 未履行专用投资

合同义务的 专用投资合约各方 
（授权机构、市级地区） 

要向投资人和（或）工业企业赔偿损失， 

并支付罚金形式的违约金， 



第2号附件“工业产品的生产规模与品种”； 

第3号附件“工业生产过程中的生产与技术操作清单” 在工业生产过程中 

诞生的产品 以及生产 

与技术操作进度表”。 

第10章。各方要项与签名 

授权机构方 

（职位，姓名及父称） 

盖章处（如有印章）
 

市级地区方 工业企业方
  

（职位，姓名及父称） 

盖章处（如有印章） 

投资人方 

职位，姓名及父称） 

职位，姓名及父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