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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商家:

联系信息:

产品外观可能与目录中的照片有所不附。
照片的大小及其比例并不能代表实际产品的大小。

订购时的产品种类可能与目录中的不同。
产品说明仅显示主要成分，但不代表产品的完整成分。

此标志代表清真认证产品。

OJSC«BKK»
管理系统认证符合MS ISО 9001和MS ISО 22000.

地址: 420103RUSSIA, Republic of Tatarstan,c. Каzan, str. Аdoratsky, 50.

销售部 +7 843 522-72-48
市场部 +7 843 557-82-62
质量部门 +7 843 775-82-50
销售会计 +7 843 557-82-30

订购
电话: +7 843 522-50-50
传真: +7 843 522-51-51
邮箱: zakaz@bkk.ru

更多信息可以在公司网站上搜寻:

最香的面包—最精致的包装.
欢迎挑选精美设计的BKK面包产品种类.

mailto:zakaz@bkk.ru


保存:≥6°С

热卖
ПРОД
АЖ

保存:≥6°С

保存:≥6°С

保存:≥6°С

新农村形状的面包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4123 黑麦粉./等级,一级面粉,黑麦./糠.
无包装;保质期 36 小时

16 个. 650
克

4423 有包装;保质期 3天 16个. 650克
4597 有包装; 1/2;保质期 3天 16 个. 325

克

4124 切片包装.;保质期3 天 16个 650克
保存:≥6 °С

«New» Podovy面包

型号 说明 最少 3
193 一级面粉., 黑麦粉./糠.

无包装;保质期 36小时
5 个. 800

克

493 有包装;保质期 3天 5个. 800
克

594 有包装; 1/2; 保质期 3天 10 个. 400
克

592 切片包装.;保质期 3 天 5个 800
克

Slavik小白面包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
量

101 一级面粉.
无包装;保质期 24 小时

3 个. 500
克

401 有包装;保质期 3 天 3 个. 500
克

保存:≥6 °С

保存:≥6°С
热卖

带罂粟籽的面包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3176 二级面粉最大
无包装;保质期24小时

3 个. 400克

3476 有包装;保质期 3天 3 个. 400克

罂粟馅的
麻花面包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
量

3095 二级面粉,最大
无包装保质期 24 小时

3个. 400
克

3395 有包装;保质期 3天 3个. 400
克

长条面包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3283 二级面粉
无包装;保质期 24小时

8个. 300克

3583 有包装;保质期 3天 8个. 300克

保存:≥6 °С 保存:≥6°С 保存:≥6 °С

3
OJSC «BKK» •面包类产品

面包,长面包,小白面包产品

保存:≥6°С 保存:≥6°С
热卖

一级面粉制作的面包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

量

356 无包装;保质期 24 小时 14个. 550
克

357 有包装;保质期 48 小时 14个. 550
克

367 有包装; 1/2; 保质期48小时 14 个 275
克

«Ramenskii»形状的面包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

量

379 面粉. 第二/等级;
无包装;保质期 24 小时

14 个. 500
克

391 有包装;保质期 3 天 14 个. 500
克

404 有包装; 1/2 产品; 保质期 3 天 14 个. 250
克

Darnitsky形状的面包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
量

139 黑麦粉./糠.,一级面粉.
无包装;保质期 36小时

16 个. 650
克

439 有包装;保质期 4 天 16 个. 650
克

590 切片包装.;保质期 4 天 16 个. 650
克

«Tormysh»形状的面包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

量

143 黑麦粉./等级., 一级面粉.,黑麦粉.糠.
无包装;保质期 36 小时

8 个. 800克

443 有包装;保质期 3 天 8个. 800克
595 有包装; 1/2;保质期 3 天 16 个. 400

克

切片长面包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

量

20 二级面粉
无包装;保质期 24 小时

12个. 400
克

320 有包装;保质期3 天 12个. 400
克

莫斯科郊区长面包
型号 说明 最少 3

2 二级面粉
无包装;保质期 24 小时

12 个. 400
克

302 有包装;保质期 3 天 12个. 400
克

599 有包装; 1/2; 保质期 3天 12 个. 200
克

593 切片包装.;保质期3 天 12 个. 400
克



保质期 48小时;保存:≥6°С;≤75%
пшеничные

3天;保存:≥6°С

保质期 3天;保存:≥6°С;≤75%

带糠的面包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

量

1590 一级面粉., 黑麦粉./糠, 麦糠
有包装

6 个. 400
克

面包«Savinovskij»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

量

1589 一级面粉,黑麦粉./糠., 麦糠
有包装

8个. 400
克

面包«8 cereals»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2272 杂粮形面包
有包装; 8 种谷物, 8种
面粉

3 个. 200 克

光滑的长面包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3033 二级面粉.和麦芽提取物
无包装;保质期 24 小时

4 片. 300克

3333 有包装;保质期3天 4 片. 300 克

长形白面包
«Clever»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428 二级面粉., 碘物质
有包装

2 个. 200 克

面包
«Коlоsок»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2009 一级面粉.,黑麦粉./糠,麦糠 8 个. 500克

OJSC «BKK» •面包类产品
特优和健康的产品

Улучшенные и оздоровительные изделия
4

«New-Bolodinsky»形状面包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
量

311 黑麦粉./糠,一级面粉., 麦芽,蒿
有包装

6 个. 500克

保质期 3天; 保存:≥6 °С
保质期 3 天; 保存:≥6 °С

保质期 3天; 保存:≥6 °С
保存:≥6 °С

保质期 3天; 保存:≤25 °С; ≤85%
保存:≥6°С

保质期
保质期 3天; 保存:≥6 °С; ≤75%

热卖

保质期3天;保存:≥6°С

热卖

保存:≥6°С; ≤75%

谷物法棍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2016 一级面粉.,切片的黑麦谷物, 麦芽
提取物
有包装

8 个. 300 克

带葡萄干烫面做的面包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
量

334 黑麦粉./糠.,一级面粉.,葡萄干,蒿,麦芽
有包装

3 个. 300
克

带米糠的二级面粉制作的
面包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21 二级面粉.,麦糠
无包装;保质期 16小时

6 个. 200 克

321 有包装;保质期 48 小时 6 个. 200 克

Doctor bodovy小面包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13 二级面粉.,糠
无包装; 保质期 16小时

6 个. 200 克

313 有包装;保质期 48小时 6 个. 200 克

572 切片包装.; 保质期 48小时 6 个. 200 克

小白面包
«Faydaly»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393 二级面粉.,维他命-矿物质
有包装

2 个. 2×100
克



保质期 3天 ; 保存:≥6°С

保质期 3天; 保存:≥6°С

保质期 3天 ;
保存:≥6°С

«KING LIFE»系列

«健康的»面包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1673 一级面粉,黑麦粉./糠.,杂粮混合
物

2 个. 200 克

5
ОJSC «BKK» •面包类产品

谷物面包和 х/б 产品

ОJSC«BKK»推出了一系列富含谷物的健康面包.该产品专为关
心健康和积极生活方式的现代人士设计。在这个系列中，我们
提供四种面包。

面包«Healthy heart» —含镁，铬，维生素 B3, B6, E. Б对心脏有
益，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圣彼得堡国立梅奇尼科夫医学院推荐。

«燕麦»面包—含燕麦片,芝麻,亚麻和葵花籽.

«健康的»面包—切片黑麦谷物,纤维,矿物质和氨基酸.

«Thousand grains»面包—含有燕麦，葵花籽，亚麻籽，小麦
和麦麸。

应特别注意新产品的包装:面包从未像OJSC «BKK»提供的那样
鲜明和有趣!

«KIGN LIFE»系列
«healthy heart»面包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1674 一级面粉;杂粮混合物 2个. 200克

«whole life»系列

«燕麦»面包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1668 一级面粉, 燕麦片,杂粮混
合物

2 个. 200 克

Г

«King life»系列
«thousand grains»面包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1672 一级面粉 , 杂粮混合物 2 个. 200克
保质期 3天;保存:≥6
°С



保存:≥6°С; ≤75%

保存:≥6°С; ≤75%

小白面包«Balls»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3267 二级面粉.,
无包装;保质期 16 小时

6 个. 200 克

3567 有包装;保质期 3 天 6 个. 200 克

小白面包«Lакомка»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3268 二级面粉., 葡萄干
无包装;保质期 16 小时

5 个. 200克

3568 有包装;保质期3 天 5 个. 200克

带果酱«五月»小白面包

型
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1456 二级面粉,果酱,碎屑,糖粉;
有包装

5个. 100 克

保质期3天;保存:≥6°С;≤75%

«芳香»甜馅卷面包系列

型
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3460 二级面粉
橙子馅

5 个. 200克

杏子馅 5个. 200克
保质期5天 ;保存:≥6°С;≤75%

保质期3天;保存:≥6°С

«水果»馅酥饼系列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1767 二级面粉.
«野浆果»馅,有包装

5 个. 200 克

1768 黑李子,有包装 5 个. 200克
1770 苹果柠檬馅, 有包装. 5 个. 200克
3470 樱桃馅, 有包装 5 个. 200 克

保质期 3天;保存:
≥6 °С; ≤75%

奶油甜面包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84 二级面粉., 香草
无包装, 1 个;保质期 16 小时

15个. 100 克

387 有包装. 2 个，每个 100 克; 保
质期你 48 小时

5 个. 200 克

小白面包«Tamle»

型
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3382 二级面粉,
有包装;保质期 3天

6 个. 200克

保存:≥6 °С; ≤75%
保存:≥6 °С; ≤75%

保存:≥6 °С; ≤75%

保存:≥6 °С; ≤75%

OJSC«BKK» •面包类产品

丰富的产品6

保质期天;保存:≥6°С;≤75%
热卖

热卖

夹馅酥饼系列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3456 水果-罂粟馅
有包装

5 个. 200克

3458 带杏干,有包装 5个. 200克

罂粟馅的甜馅卷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2001 二级面粉 1 个. 200克

扁平白面包

型
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3056 二级面粉,香草
无包装;保质期 16 小时

5 个. 200克

1741 в упаковке; годен 3
суток

5 шт. 200 г

月牙形小白面包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3008 二级面粉.
无包装;保质期16 小时

6 个 200 克

3308 有包装;保质期 48小时 6个. 200 克

月牙形奶酪面包

型
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3111 二级面粉, 奶酪
无包装;保质期 16 小时

6 个. 150 克

3411 有包装;保质期 48小时 6 个. 150克
保存:≥6 °С; ≤75%



ХИТ
ПРОДА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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ОJSC «BKK» •面包类产品

酥皮点心

在整个系列的生产中,我们使用水

多次清洁步骤.
选择BКК, 选择一流产品.

精美的酥皮产品
«羊角面包»

型
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3613 二级面粉有包装 («糕点
托盘»)

1袋. 1千克

Sverdlovsk千层面包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2050 二级面粉
有包装

3个. 100克

精美的酥皮产品е
«甜棍»

型
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3615 二级面粉.,糖末;
в упаковке
(«телевизор»)

1袋. 1千克

保质期 5 天;保存:≤25 °С; ≤85%

保质期14 天;保存:6—25 °С; ≤75%

保质期 5天; 保存:≤25 °С; ≤85%

保质期14天;保存:6—25°С;≤75%

保质期 5天; 保存:≤25 °С; ≤85%

精美的酥皮产品«幻想»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3620 二级面粉,蜜饯
有包装 («糕点托盘»)

1袋. 1千克

保质期3天;保存:6—25 °С; ≤75%

我们每天24小时在我们的实验室控制整个企业的生产流程。

在选择BКК时,您可以确信自己是在符合最严格的卫生要求

的条件下购买由高质量和安全的原材料制成的产品。

精美的酥皮产品
«蝴蝶结»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3617 二级面粉, 糖粉
有包装 («糕点托盘»)

1 袋. 700克

精美的酥皮产品«舌状»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3618 二级面粉.,糖粉
有包装 («糕点托盘»)

1 袋. 700克



ХИТ
ПРОДАЖ

ОJSC «BKK» •面包类产品

百吉饼8

香草«袖珍»面包干
(有包装)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1599 一级面粉,香草 1盒. (12 个) 400 克

保质期 60天;保存:20—22 °С;  65—75% 保质期90天;保存:≤25°С;65—70%
保质期 90 天;保存:≤25 °С;  65—70%

«喀山»面包干
(有包装)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532 二级面粉 1 盒. (12 个) 400克

保质期 60天;保存:20—22 °С;  65—75% 保质期90天;保存:≤25°С;65—70%
保质期90 天;保存:≤25 °С;  65—75%

保质期

新式彩色的

包装最爱的

面包干!

«罂粟»面包干
(有包装)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533 二级面粉,最大;有包装 1盒. (12 个) 400 克

保质期 80 天;保存:≤25 °С;  65—75%

«小袋»面包干
(有包装)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530 二级面粉.,香草
有包装

1盒. (12个) 400克

«夏季»面包干
(有包装)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531 二级面粉.,香草
有包装

1盒.
(12个)

400克

保质期60天;保存:20—22°С;65—75%
保质期90天;保存:≤25°С;65—75% 保质期 90 天;保存:≤25 °С;  65—75%

60天;保存:20—22°С;65—75%

热
卖
ПРОДАЖ

乌克兰面包干
(有包装称重的)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3603 二级面粉,最大;有包装 1 盒. (9 个.) 400 克

1775 称重 1 盒. (2 千克) 2千克

«Chelnochok»面包干
(有包装称重的)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537 二级面粉.;有包装 1盒. (10 个) 400 克

200 称重 1 盒. (4,5千克) 1千克

莫斯科面包干
(有包装称重)

型
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3606 一级面粉;有包装 1 盒. (7 个.) 400 克

1772 весовые 1 кор. (1,5 кг) 1,5 кг

«袖珍»面包干
(有包装称重)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527 一级面粉;有包装 1盒. (12 个) 400克
208 称重 1 盒. (6千克) 千克

香草面包干
(有包装称重)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3604 二级面粉., 香草;
有包装

1 盒. (9 个) 400 克

1773 称重 1 盒. (2 千克) 2千克

基辅面包干
(有包装称重)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3605 二级面粉., 葡
萄干; 有包装

1 盒. (9个) 400克

1774 称重 1 盒. (2 千克) 2千克



热卖

保质期3个月;保存:18±3 °С;≤75%

饼干«异国风味»

型
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1201 富含椰子片
,糖果涂层; 塑料盒

3 个. 400 克

1158 托盘包装 («糕点托盘») 1盒.
(3 кг)

1千克

饼干«Мu-mu»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1203 塑料盒е 3 个. 400克
777 托盘包装 («糕点托盘») 1盒.

(2,5 千
克)

1千克

饼干 «Bahetle»
奶油甜面包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1204 塑料盒 3 个. 400 克

911 托盘包装 («糕点托盘») 1盒.
(2,5 千克)

1千克

饼干 «Aster »
富含水果蜜饯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1205 塑料盒 3 个. 400 克

889 托盘包装 («糕点托盘») 1盒.
(3千克)

1 千克

保质期 15天;保存:18±5 °С

饼干«Abundance»
富含炼乳果酱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1207 塑料盒 3 个. 400 克

726 托盘包装 («糕点托盘») 1盒.
(3千克)

1 千克

保质期30 天;保存:18±5 °С

燕麦-水果饼干
水果果酱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1208 塑料盒 3 个. 400 克

698 托盘包装 («糕点托盘») 1盒.
(3千克)

1 千克

保质期 30 天;保存:18±8 °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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饼干和东方甜品

保质期 15天;保存:18±5 °С

«神奇的 Kurabe,简直像
我的童年一样!»—

感恩的顾客说.

因为严格按照经典配方灌注
爱制成。

花生糖

Код 说明 最少 重
量

974 炒花生含糖的外壳;
包装

5 个. 250
克

保质期 10 天; 保存:18±3 °С;  ≤75%

«东方甜品»组合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

量

1789 东 方 甜 品 糕 点 :Кurabe baku,
shaker-lukum, shaker-puri, shaker-
churek;塑料盒

1 个. 600克

保质期15 天к;保存:18±3 °С,  ≤75%

热卖

热卖

保质期30天;保存:18±5°С 保质期30天;保存:18±5°С

热卖 热卖

饼干 «Itil»
富含果仁糖馅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1215 塑料盒 3 个. 400 克

725 托盘包装 («糕点托盘») 1盒.
(3千克)

1 千克

保质期30天;保存:18±5 °С

Кurabe baku
水果果酱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1200 塑料盒 3 个. 400 克

741 托盘包装 («糕点托盘») 1盒.
(3千克)

1千克

保质期 15天;保存:18±5 °С

«Lubitelisky»稠状甜食
带炒花生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2280 糖纸 3 个. 300 克

731 称重 1,4 千克 0,7 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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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化

в новой упаковке

塑料托盘和
带有商标的
透明包装威
化饼干, 200
克

彩色
包装
威化
饼干
200 克

вафли 带有商标的透明包
装威化饼干,

200 克

1261

1276 塑料托盘和食品袋 5个. 200克
1695 食品袋 5个 200 克

1260 称重 1盒. 5,5千克

保质期 9个月.;保存:15—21 °С;  65—70%

香草威化«Smeshariki»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1566 食品袋 5个 200
克

保质期9个月.;
保存:15—21 °С;
 65—70%

李子味威化 «Smeshariki»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1493 食品袋 5个. 200克
保质期9个月;
保存:15—21 °С;
 65—70%

巧克力味威化 «Smeshariki»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1497 食品袋 5个 200克
保质期 9个月;
保存:15—21 °С;
 65—70%

威化 «Маster slaster»系
列

威化 «Маster slaster»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牛奶炼乳口味

1274 塑料托盘和食品袋 5个. 200克
1690 食品袋 5 个. 200 克

1259 称重 1 盒. 5,5 千克

1268 新款! 单独包装 22克， 每个 156 个
纸盒

156 个. 22克

巧克力坚果

1277 塑料托盘和食品袋 5 个. 200 克

1692 食品袋 5 个. 200 克

1262 称重 1 盒. 5,5千克

1269 新款! 单独包装 22 克;每个156 个 纸
盒

156个. 22克

巧克力

1270 塑料托盘和食品袋 5个. 200克
1693 食品袋 5个. 200 克

1255 称重 1 盒. 5,5千克

1266 新款! 单独包装 22 克;每个156 个 纸
盒

156 个. 22 克

香草

1271 塑料托盘和食品袋 5 个. 200克
1691 食品袋 5个. 200 克

1256 称重 1 盒. 5,5 千克

1267 新款! 单独包装 22 克;每个156 个 纸
盒

156个. 22克

李子口味

1273 塑料托盘和食品袋 5 个. 200 克

1694 食品袋 5 个. 200 克

1258 称重 1 盒. 5,5千克

可可

1272 塑料托盘和食品袋 5 个. 200 克

1257 称重 1 盒. 5,5 千克

巧克力香草

в 1275 塑料托盘和食品袋 5 个. 200克
称重 1 盒. 5,5 千克

新型的设计

鲜艳的包装



Код О
1282 с
保质期 9个

Код О
1283 с
保质期9个月

Код О
1284 с

ст
保质期 9个月

Код О
1287 с

ф

ХИТ

保质期9个月.;保存:15—21°С;  65—70%

Код О
2052 с

保质期限9

热

卖

热

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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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化饼干

Ж

巧克力威化饼干

说明 最少 重

量

巧克力馅 2 个. 200克
月;保存:15—21°С;  65—70%

椰果威化饼干

说明 最少 重量

椰果馅,椰果外壳 2 个. 200 克

;保存:15—21°С;  65—70%

香草威化饼干

说明 最少 重量

香草馅, 芝麻 2 个 200 克

保存:15—21°С;  65—70%

榛子和果仁糖威化饼干

说明 最少 重
量

果仁糖馅,
碎榛子

2 个. 260克

保质期9个月.; 保存:15—21°С;  65—70%

坚果威化饼干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1285 坚果馅, 碎花生; 2 个. 200 克

个月;保存:15—21°С;  65—70%

牛奶炼乳味的威化饼干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2053 牛奶炼乳味的威化饼干 2 个. 200 克

保质期 9个月.;保存:15—21°С;  65—70%

李子味威化饼干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李子味威化饼干 2 个. 200 克

型

号

型号

型号

型号



保质期5天;保存:4±2°С

ХИТ
ПРОДА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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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糕12

«Bolero»蛋糕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

量

789 蜂蜜蛋糕,甜奶油,李子奶油, 熬制的炼
乳

1 个. 800
克

保质期 5天;保存:4±2 °С
保质期5天;保存е:4±2°С 保质期5天;保存:4±2 °С

«喀山夜晚»蛋糕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1799 蜂蜜蛋糕, 柔软的奶油 1 个. 800克
保质期 5 天; 保存е:4±2 °С

«Beyrem»蛋糕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790 空气半成品,带果酱炼乳的
奶油

1 个. 600 克

保质期 5天; 保存:4±2 °С
保质期5天;保存:4±2 °С

«Каpriz»蛋糕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949 巧克力饼干 , 带果脯的甜奶油 ,
奶油,蜜饯,糕点糖衣

1个 800克

«Rapsody»蛋糕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860 白色和巧克力饼干,软奶油,糕点
糖衣

1 个. 800克

2266 大的型号 1 个. 1,5千克

保质期5天;保存:4±2°С 保质期 5天;保存:4±2 °С
保质期 5天;保存:4±2 °С

热卖

保质期5天;保存:4±2 °С
热卖

保质期5天;保存:4±2°С

«小蜜蜂»蛋糕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1400 蜂蜜蛋糕, 软奶油和牛奶炼乳, 核
桃,糕点糖衣

1 个. 800 克

«小蜜蜂»蛋糕带果酱炼乳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1401 蜂蜜蛋糕, 柔软的奶油和果酱炼乳, 核
桃,糕点糖衣

1 个. 800 克

«Bally»蛋糕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1322 蜂蜜蛋糕,带 果酱炼乳的
奶油, 糖衣

1个. 600 克

«蜂蜜»面包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1791 蜂蜜蛋糕,带果酱炼
乳和黑李子的奶油

1 个. 700克

«落叶»蛋糕

型号 说明 最少重量

814 空气半成品,甜奶油, 巧克力奶油,酸浆,
糕点糖衣

1 个. 600克

«蜘蛛网»蛋糕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611 空气半成品,
李子水果奶油和巧克力，花生

1个. 600 克

«混合口味»蛋糕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1286 白色和巧克力饼干, 水果味的软
奶油, 罐装水果, 糕点糖衣

1 个. 950 克



保质期5天;保存:4±2°С保质期5天;保存е:4±2°С

«巧克力幻想»蛋糕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1329 巧克力卷,植物油和炼乳的奶油;糕
点糖衣

1 个. 700 克

«Novinka»蛋糕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1794 奶油饼干, 软奶油, 带可可粉的巧

克力屑

1 个. 600克

«Lakomka»奶油饼干卷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1798 奶油饼干， 软奶油, 可可
碎屑

1 个. 600 克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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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糕

保质期 5 с天;保存:4±2 °С

热卖

«Ptichiy vals»蛋糕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1790 奶油饼干, 甜奶油, ganache 1 个 800 克

保质期 5 天;保存:4±2 °С

保质期5天 ;保存:4±2 °С

保质期5天;保存:4±2°С

保质期5天 ;保存:4±2°С

保质期5天; 保存:4±2 °С

«Darkie»蛋糕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639 奶油饼干, 甜奶油, 巧克力碎末 1 个. 700 克

保质期 5天; 保存:4±2 °С

«Аphelion»蛋糕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1318 奶油饼干, 软奶油, 果冻 1 个. 1 千克

保质期5天;保存:4±2 °С
保质期5天;保存:4±2 °С

保质期 5 天;保存:4±2 °С

热卖

«杏仁»蛋糕
奶油饼干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1793 奶油饼干, 带杏仁的蜜饯奶油,
糕点糖衣

1 个. 800 克

«Sekret»蛋糕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1797 奶油饼干, 软奶油,奶油饼干碎屑 1 个. 800 克

«洋甘菊»蛋糕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818 奶油饼干 , 奶油蛋白松饼 , 李
子奶油, 甜奶油,可可碎屑

1 个. 800 克

«Zagadka»蛋糕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2256 奶油饼干 甜奶油, 糕点糖衣 1 个. 850 克

«童话»蛋糕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1156 奶油饼干, 李子和巧克力奶油, 果脯 1 个. 500 克

«Graf orekh »蛋糕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1319 奶油饼干, 带炼乳和罐装水果的奶油
(品种), 核桃

1 个. 800 克



热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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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糕14

保质期 5天;保存:4±2 °С

纯天然面粉和鸡蛋,
不是准备好的半成品—

是我们奶油蛋糕的秘密.
«Мirazh»蛋糕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1324 奶油饼干, 甜奶油,
糕点糖衣

1 个. 1千克

保质期5 天;保存:4±2 °С

«Мuratka»蛋糕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
量

1327 白色和巧克力奶油饼干, 巧克力甜奶
油, 糖霜

1个. 1千克

«K chayu»蛋糕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

量

1380 酵母奶油蛋白松饼带 1 个. 800克

保质期5天 ;保存:4±2 °С 保质期 5天; 保存:4±2 °С
保质期5天;保存:4±2 °С

«Divnaya pora»蛋糕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1771 蜂蜜蛋糕,带有水果浆果填料
的奶油，«梨»,糖霜

1个. 700克

«Grace»蛋糕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
量

1760 燕麦蜂蜜和 蜂蜜烙饼,带炼乳的奶
油, 白色和焦糖糖衣,酸浆

1个. 600克

«家常»蛋糕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1761 海绵蛋糕, 带炼乳的奶油, 凝乳酸
奶油,糕点糖衣

1个. 260克

保质期5天保存:4±2°С

保质期5天;保存:4±2°С

保质期5天;保存:4±2°С

生产日期5天;保存:4±2°С

保质期5天;保存:4±2°С

«布拉格»蛋糕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1792 巧克力蛋糕,带有樱桃的水果浆果填料,
巧克力糖衣

1 个. 850 克

保质期5天;保存:4±2°С

«块状巧克力»蛋糕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1323 巧克力奶油饼干,
带糕点糖衣的奶油和核
桃

1 个. 750 克

«Lyrics»蛋糕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1759 蜂蜜蛋糕, 带炼乳的奶油, 暗色糖衣,
白色糖衣

1个. 600 克

«经典»蛋糕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
量

1755 白色和巧克力色蛋糕,带炼
乳和黑李子的奶油 水果鸡尾
酒

1 个. 600克

«彩虹»蛋糕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1754 蛋糕, 奶油蛋白松饼, 甜奶油,水果浆果
填料的奶油 «梨»

1 个. 800 克



Годен 20 суток; хранение:18±5 °С,≤75%

热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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糕点产品和 FLAI

«野樱桃»FLAI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
量

1442 巧克力蛋糕,软奶油,新鲜冷冻的浆果 1 个. 650 克

保质期5天; 保存:4±2 °С

FLAI «Fruit&Berry» — 是像蛋糕或露馅馅饼一样的原创产品，是您的餐桌更加

丰富.

我们的系列推出了各种口味的FLAI—
大自然所有颜料都被召唤到了浆果和水果的世界!

FLAI«Tropical»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

量

1447 蛋糕软奶油, 罐装水果 1个. 650
克

FLAI«芳香的马林果»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
量

1440 巧克力蛋糕, 软奶油,新鲜冷冻的浆果 1个. 600
克

FLAI«野生浆果»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
量

1446 巧克力蛋糕,软奶酪, 新鲜冷冻的浆果 1个. 600克

保质期 5 天;保存:4±2 °С

带葡萄干奶油蛋糕 «伏尔

加»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
量

2331 有包装 12个. 75克
保质期 14 天;保存:18±3 °С; ≤75%

«蜂蜜»姜饼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1796 二级面粉., 蜂蜜;有包装 16个 75克

1795 无包装 16个 75克

保质期5 天;保存:4±2 °С

保质期 14天;保存:≤18 °С;  70—75%

保质期 48 小时 ;保存:18±3 °С;  70—75%

保质期 5天; 保存:4±2 °С

热卖

«Sand ring»小馅饼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
量

2319 带炒花生;有包装 16个. 80 克

保质期 14天;保存:≤18 °С;  70—75%

«奶渣»蛋糕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1703 蛋糕饼干, 奶渣 1 个. 250克
保质期5天;保存:4±2 °С;  ≤75%

热卖

牛奶饼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2329 二级面粉;有包装 16个. 75克

浸糖酒的圆柱形甜点
心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2333 有包装 10个 100克



保质期5天; 保
存:4±2 °С保质期5天;保存:4±2°С

热卖

保质期5天;保存:4±2 °С

热卖

保质期5天;保存:4±2°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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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笑»甜点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
量

1291 甜奶油, 蛋糕, 糕点糖衣 1 袋. 180克
(3个.)

保质期5天;保存:4±2°С

№6 «礼物»迷你组合甜点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1735 «Paloma», «蛋白甜饼», «奶油饼干»
带巧克力奶油, «Kazansu»

1 袋. 480克

«Paloma»甜点
炼乳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
量

1290 汤面做的面包, 带炼乳的奶油
4个每个 60克 塑料盒

1 袋. 240 克

1073 硬纸盒 1盒
(10 个.)

60 克

«奶油饼干»甜点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
量

1242 奶油饼干,李子味奶油;
5 个每个 75 克，塑料盒

1 袋. 375 克

保质期5天;保存:4±2°С

保质期5天; 保存:
4±2 °С

№1甜点组合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895 塑料盒装三种类型:
«Altynchech»,
«Каzansu»,
«奶油饼干»带巧克力奶油

1 个. 350 克

«Lotta»甜点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1241 蛋糕.酸奶甜奶油,果冻 4
个每个70克 塑料盒

1盒.
(4个.)

280克

保质期5天;保存:4±2°С

«蛋白甜饼»甜点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1288 蛋白酥甜点心, 李子味奶油;
4个每个 55 克 塑料盒

1袋. 220 克

保质期5天;保存:4±2°С

保质期 5天; 保存:4±2 °С

№6 «礼物»甜点组合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2338 塑料盒装的四种甜点:
«Paloma», «蛋白甜饼», «奶油饼
干» 巧克力奶油, «Каzansu»

1 个. 950 克

保

«Каzansu»甜点组合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1240 蜂蜜蛋糕,带杏蜜饯的李子味奶
油, 炼乳, 罐装樱桃; 5个. 塑料盒

1 袋. 250 克

撒粉的 «土豆»甜点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
量

1289 奶油饼干,李子味奶油, 可可粉,糖
粉; 4 个每个 90 克 塑料盒

1 袋. 360克

659 硬纸盒 18个 90克
保质期 5天; 保存:4±2 °С

保质期 5天;保存:
4±2 °С

热卖

«Carousel»
巧克力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1748 卷装的巧克力蛋糕
李子味的巧克力奶油,巧克力糖
衣,巧克力碎末

1 袋 150克
(3个.)

«Мaestro»甜点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1749 巧克力蛋糕, 带果脯的甜奶油,杏
蜜饯, 可可粉碎屑

1 袋 180克
(5个.)



说明 最少 重量
135 二级面粉;带包装 10个. 320克保质

期 15天;保存:≤25 °С; 65-75%
:
°С;

%

1732 измукипш.в/с.;фасованныепо1кг 10 шт. 1кг
Годен 4 месяца;
хранение:
18±5 °С;
≤75%

保存 : 18±8 °С; 
≤80%

85 фасованное 3 шт. 30

保质期45天保

存:
±5 °С;
75%

个月;
30天;保存:18±3 °С;  ≤75%

ХИТ
ПРО

18
 ≤80

热卖

17JSC«Nizhnekamsk bakery»产品

«夏天»饼干

型号 说明 最少重量

13 30
0
克

«燕麦»饼干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1470 带坚果 3个. 300克

«香草»Zefir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172 塑料包装 3个. 300克
保质期 1 月; 保质期 1 个月;

保存:18±3
°С;
 ≤75%

热卖

Кruassanchik
带馅系列

С保质期 45天.
彩色包装各重200克;最少订
购 3个.

巧克力核桃馅
产品型号 364

炼乳
产品型号 362

杏馅
产品型号 363

花生«К pivu»系列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1658 包装袋,墨西哥酱口味 12个. 40克
1659 包装袋,肉冻和辣根口味 12个. 40克
1737 «4种奶酪»口味 12个. 40克

«Кекsоff rаy»迷你蛋糕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2010 带葡萄干 3个. 250克
2011 带果脯 3个. 250克
2014 文火煮开的牛奶口味 3个. 250克

保 质 期 9
保 存 :
18±3 °С;
 ≤75%

保质期 6 个月;
保存:
18±3°С;
 ≤75%

保质期2 个月

保存

15±5
 ≤75

保质期

Кrutony
干面包系列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1660 墨西哥酱口味 12个. 40 克

1662 培根口味 12 个. 40 克

1664 «4 种奶酪»口味 12 个. 40克
1665 肉冻和辣根口味 12 个. 40 克

黄油甜甜圈

型号

г

«什锦»水果软糖
包装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1486 保鲜膜 3个. 250克

滚裹煎炸食物用的面包屑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
量

带包装 3个



пл塑料盒400克

保质期45天 ;保存:18±3 °С
ПРОДАЖ

90天;保存:18±5 °С;≤75%

保质期90天;保存:18±5 °С

热卖

塑料盒 250 克,彩色圆筒

塑料盒300
克

Chuck-Chuck
民族甜品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600 塑料盒, 圆筒 1 个. 250 克

Chuck-Chuck
民族甜品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1163 塑料盒 1 个. 300 克

1162 塑料盒 1个. 400克

ОJSC «BKK» •甜品

Chuck-Chuck 和油炸甜品18

保质期90 天;保存18±5 °С

Chuck-Chuck
民族甜品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1776 塑料盒，圆筒 1 个. 300 克

保质期90天;保存:18±5 °С;  ≤75%

Chuck-Chuck
预定的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1491 带扁桃仁瓣 1 个. 250克
1490 带芝麻 1 个. 250 克

2015 包糖皮的 1 个. 350 克

保质期

保质期90天;保存:18±5 °С;≤75%

保质期90天;保存:18±5 °С;≤75%

油炸甜品
东方糖果甜品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2327 塑料盒 1 个. 250 克

热卖

Chuck-Chuck
小圆球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1394 塑料盒, 薄膜 1 个. 300 克

保质期 90天;保存:18±5 °С;  ≤75%

Chuck-Chuck
装饰的油炸甜品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763 塑料盒 1 个. 1千克

Chuck-Chuck
民族甜品

型号 说明 最少 重量

1731 塑料片, 薄膜 1 个. 1千克



最喜欢的甜点.
最好的纪念品.

民族骄傲.
带有喀山美景的精致的纪念品盒丰

富的纪念品装饰在鞑靼斯坦境内和境

外送同事，伙伴，朋友，亲属最好的

礼物。

特别供应!
多彩展台展示的产品.具有可识别品牌的图
案可免费订购特定的商品库存。

向我们的销售代表咨询详情。

纪念品Chuck-Chuck
红色盒子

д 说明 最少 3
4 大;带吸铁石和喀山的画册 1 个. 1千克

带有可折叠盖子 (Kul sharif) 1 个. 400克
9 印有保加尔白色清真寺照片 1个 350 克

6 小的纪念品盒 1个 150 克

保质期 90
天; 保存:
±5 °С;
75%

纪念品盒 1千克
带有喀山景色的相册和吸铁石和KUL SHARIF清真
寺的照片

纪念品盒 400克带有KUL
SHARIF清真寺的景色

纪念盒350克
保加尔白色清真寺的景色

小型精美的包
装盒 150 克



OJSC«BKK»
地址: 420103, RUSSIA, Republic of Tatarstan, c. Каzan, str. Аdoratskaya, 50

电话: +7 (843) 522-50-50 (接受订单), 522-72-48 (销售部), 557-82-50 (质量问题).
www.bkk.ru

AK BARC HOLDING COMPANY

OJSC«HOLDING COMPANY» «AK BARS»

http://www.bkk.ru/

	 «BKK»OJSC产品目录, 发售 К3.
	  此标志代表清真认证产品。

	地址: 420103RUSSIA, Republic of Tatarstan,c. Каzan, 
	邮箱: zakaz@bk
	更多信息可以在公司网站上搜寻:
	ОJSC«BKK» 推出了一系列富含谷物的健康面包. 该产品专为关心健康和积极生活方式的现代人
	圣彼得堡国立梅奇尼科夫医学院推荐。

	应特别注意新产品的包装:面包从未像OJSC «BKK»提供的那样鲜明和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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