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波兰信息 

 
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对去年的情况进行了总结 

波兰投资局 2012 年完成的国外投资总额比上一年高出
6% 
 
波兰投资局 2012 年在波兰设立了 53 项投资，总价值为

12.36 亿欧元，即比去年增加 6.6 千万欧元，项目的总价

值为 11.70 亿欧元。 
 
2012 年的投资总额能够给下一年创造出 9,996 项新工

作。FDI 中的区域潮流发生了轻微改变。主要投资者为

美国（15 个项目），日本（7 个项目）还有欧盟国家：

德国，英国和法国。 
 
大部分项目来自服务部门和 ICT（ 总共 25 个项目），然

后是汽车（17 个项目）和研发（5 个项目）。波兰投资

局还完成了航空部门的 3 个项目。大部分投资在下里西

亚省（18 个项目）和马洛博斯基（6 个项目）。西波美

尼亚，大波兰省，罗兹省和波美尼亚—上述省份均有四

个投资项目。 
 
当前，波兰投资局支持着 152 个项目，总价值高达 40

亿欧元，在今后的几年中，将创造出 26,173 个工作机

会。在 2013 年的第一个星期，波兰投资局在波兰进行

了 4 项投资，总价值为 1.57 亿欧元，能够创造出 1878

个新的工作机会。（波兰投资局） 

 
NBC 新闻-关于波兰教育 

波兰各大学毕业生受益于优秀的学术研究项目，成为劳

动市场中最受追捧的员工 
 
美国技术公司发送给 NBC 新闻的一篇特别报道中描述了

波兰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趋势，该报道称，波兰大学毕

业生的竞争力并不仅仅是因为劳动力成本低，更因为波

兰学术体系的改变。“现在，它是一个现代化有活力的

体系。” 世界银行高等教育专家妮娜·阿诺德说。波兰

各大学的学生都非常有才华，大部分学生都是工学院学

生。毕业生们为在世界环境中工作做足了准备。 
 
当前，通用电气雇用了约 1300 名波兰工程师。他们为用

于波音梦幻客机最先进的下一代发动机的成功做出了贡

献。许多西方公司都欢迎波兰毕业生，他们都很欣赏这

些毕业生的教育背景和勤勉。因此，许多公司已经获释

准备在波兰开放研发中心。据 NBC 新闻报道，在过去的

几年中，波兰已跻身欧洲教育最佳国家行列。 

 

 
 

西里西亚-世界上最好的地区之一 

据 FDI 信息报道，西里西亚在 2012 年前半年，投资流增

长最大的 20 个地区中排名第 11.-波兰日报埃克诺米娅

报道 
 
西里西亚与上年相比，国外投资增加了 45%。投资增长

排名第一的地区为印度喀拉拉邦（增加 187%个项

目），然后是美国的明尼苏达州（128%）和凯勒达罗-

墨西哥中心城市（120%）。第四名为立陶宛维尔纽斯

区，在过去一年中，投资数额翻一翻。 
 
“FDI 信息报道还报道了上年最具投资吸引力的国家。

西里西亚的投资增长最高，且该地区在产业投资中也占

据领先地位。在我印象中，波兰地区还从未在世界排名

中得到如此高的名次。”波兰投资局局长斯瓦沃米

尔·马伊曼如是说。FDI 信息的专家补充说，在波兰城

镇四周投资数量上年前半年增长了 3%。最具投资吸引力

的城市包括华沙、克拉科夫、弗罗茨瓦夫和波兹南。 
 

波兰经济在土耳其的振兴 

波兰投资局被财政部选为 2013 年土耳其综合推广的承

包人，并实施 6.5.1OPIE 措施“在国际市场促进波兰经

济” 
 
该项目旨在提高波兰在土耳其企业家中的竞争力，并创

造一个积极的形象。该措施还能够提高出口价值，以及

波兰企业家在土耳其的投资。这些目标能够通过收集波

兰经济和出口产品的信息并对之进行促进来实现。由于

该项目的存在，波兰公司将有机会创建业务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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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蒙古商务论坛 

1 月 21 日，波兰-蒙古商务论坛在喜来登大酒店举办 

蒙古国总统查希亚·额勒贝格道尔吉出席了该会议，一

同出席的还有许多蒙古国业务代表。该论坛的主题为在

矿业、建筑和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波兰信息与外国投

资局局长斯瓦沃米尔·马伊曼表示，在这三个领域，波

兰公司能够为蒙古国的合作伙伴提供很多帮助。波兰总

统布罗尼斯瓦夫·科莫罗夫斯基也出席了该会议。“在

与蒙古国总统共同出席的会议上，我们就经济合作签订

了协议。” 斯瓦沃米尔·马伊曼如是说。“我接到波兰

总统的决议，决议决定恢复在乌兰巴托的外交使团。”

蒙古国总统强调道。 

 
蒙古和波兰双边由政府代表人代表人分别负责建筑（建

筑部门国家秘书长-G.贝佳马和雅努什·维尔德凯特），

矿业（Maciej Kaliski 教授），理财（Andrzej Dycha

和 S. Javkhlanbaatar），金融（S.Purev），以及资方

组织（蒙古资方联合会 MONEF 副会长 K. Ganbaatar

以及波兰资方副会长 Janusz Pietkiewicz）。上述最后

两个机构签订了合作协议。 

 

在蒙古进行投资的波兰公司代表在波兰-蒙古商业合作中

发挥了良好的作用。何露斯能源的的总裁 Jan Koblak，

肯特纳公司副总裁，蒙古一家著名的出售加工食品的公

司的总裁 Zbigniew Wiktorski 和 Wojciech Urbanek 出

席了该论坛。乌尔巴内克食品公司在蒙古蔬菜市场中占

据 60%的份额，整个国家都对其非常认同。甚至是蒙古

航空公司的飞机餐都是乌尔巴内克的产品。 

 
在波兰和蒙古公司正式会面后，在 B2B 阶段，还有机会

召开直接的商务会议。外国投资者在采矿工业中进行了

几年投资，正因如此，蒙古如今正经历着迅猛的经济发

展。2011 年（据银行统计），蒙古国取得了全世界最高

的经济增长—蒙古国成为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即便

是在波兰，18%的经济增长也非常令人叹为观止。”波

兰投资局局长斯瓦沃米尔·马伊曼如是说。 

 

在向外国公司开放采矿工业后，掀起了一股投资热潮。

蒙古国拥有丰富的铜、煤、铀、铁和其他稀有金属资

源，总价值超过五十亿美元。大部分投资都涌向了矿业

部门，19%投资到贸易，投资的其他部门的百分比小于

5%. 

 

 

 

 

 

波兰投资局局长在维也纳参加欧洲货币会议 

欧洲货币论坛于 1 月 15 日到 1 月 16 日举办 

 
该会议主要围绕欧洲中心市场进行。该论坛划分为几个

事务委员会，各委员会主要负责如下事宜：经济危机后

地区性经济情况，欧洲地区当前状况评估，公共财政管

理以及欧洲中心国家的投资机会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总裁

苏玛·沙克拉巴蒂发表了开幕辞。共计有 超过 1000 名

参与者出席了该会议，使该会议成为已召开的会议中最

为活跃的会议之一。欧洲货币论坛主要讨论了公共财

政、资本市场和投资机会等领域的文字。自 70 年代末

期，该组织已先后组织了超过 60 场会议。（波兰投资

局） 

 
波兰投资局和如下城市的合作协议：德比扎，埃尔伯隆

格，苏瓦乌基，萨诺克和瓦乌布日赫 

2012 年 12 月，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局长斯瓦沃米尔•

马 伊 曼 与 如 下 城 市 签 订 了 合 作 协 议 ： 德 比 扎

(22.11.12) ， 埃 尔 伯 隆 格 (10.12.12) ， 苏 瓦 乌 基

(18.12.12)，萨诺克(18.12.12)和瓦乌布日赫(31.12.12) 

 
该协议的主要目标是促进自治市和城市的经济增长，以

增加吸引外商投资的机会。按照协议规定，双方共同合

作，旨在通过改善投资准备技巧，收集并提供商业信

息，创造并管理关于城市的书籍资料，以为外国投资者

提供专业准备和服务。 

 

到目前为止，已与如下城市签订了协议：凯尔采，比亚

维斯托克，热舒夫，卢布林，比得哥什，奥尔什丁，科

斯林，克罗斯诺，琴斯托霍瓦，扎莫希奇，皮拉，什切

奇内克，拉多姆斯科，彼得库夫特雷布纳尔斯基，拉

皮，拉敦，奥波莱，卢马扎，拉瓦，塔尔诺布热格，赞

布拉，匹兹和伊诺弗罗茨瓦夫，以及弗罗茨瓦夫城市发

展机构。（波兰投资局） 

 

 “动态波兰”发展创新 

名为“动态波兰 2020” (SIEG)的经济的创新和效率策

略，旨在创造建立在知识和企业、管理部门和研究机构

的相互合作基础上，创建一个高度竞争性经济 

 
SIEG 的主要目标是为了给波兰的企业、学术部门和管理

部门创建运行条件，即那些能够帮助提高波兰经济竞争

力和创新性的条件。 

 
该文件还制定了其他经济法律和行政程序的简化形式，

包括破产法，刺激公共事业支出，以提高发展活动，或

是提高需求以及金融市场中私人和公共资本的可用性。



 

 

该支持业务管理的财政刺激体系也应当得到更正。 

 
该策略旨在引进完整全面的创新政策，以对在如下领域

的创新项目产生影响：管理，横向合作，研究人员的培

养，知识传播和公共采购，以及 PPP。这需要在经济生

活中给予所有参与者源源不断的支持并提供合作项目。 

 
该项目将直接支持最具增长潜力的领域。设计该项目的

过程将包括使用所谓的“预见”项目以及对科学、技术

和经济能力的评估和分析。 
 

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目前正运作  155 个投资项目 

总值 46.5 亿欧元，共创造 28740 个就业岗位 

 

主要投资者名单未发生改变：最大的投资依旧来自美国

（46 个投资项目，总值 8.3395 亿欧元，创造 7101 个就

业岗位）。紧随其后的分别为德国（18 个投资项目，总

值 6.42 亿欧元，创造 3719 个就业岗位）、中国（14 个

投资项目，总值  7.95 亿欧元，创造  3553 个就业岗

位）、英国（13 个投资项目，总值 0.426 亿欧元，创造 

1581 个就业岗位）、法国、比利时和芬兰（各 6 个投资

项目）。最热门的投资行业仍旧为业务流程外包业（29 

个投资项目，总值 0.3195 亿欧元，创造 6918 个就业岗

位），其次为汽车业（24 个投资项目，总值 16.195 亿欧

元，创造 8298 个就业岗位）。之后分别为研发产业（15 

个就业岗位）、机械制造业（11 个投资项目）和信息通

信技术产业（10 个投资项目）。（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

局） 

 

经济特区扩建 

波美拉尼亚和克拉科夫经济特区对其所属经济区域进行

扩建。根据部长理事会决定，另有一定数量的波兰信息

与外国投资局所支持的投资者将入驻开展项目 

 

2012 年 12 月 27 日，部长理事会颁布了一项旨在拓展波

美拉尼亚经济特区范围的法案。该法案规定，马尔堡、

希维切、里平、格丁尼亚和弗沃茨瓦韦克地区超过 57 公

顷的土地将并入经济特区。未来几年内这里将产生 1200 

多个就业岗位。各投资方的投资总额预计将达到 7.57 亿

兹罗提。新法案将于 2013 年 1 月 15 日生效。 

 

2013 年 1 月 2 日，政府决定扩建克拉科夫经济特区。经

济特区拓宽 90 公顷的土地，未来几年内经济特区将新增 

2500 多个就业岗位，同时在周边地区将新增 500 多个就

业岗位。新厂建设的财政支出预计将达到  6.8 亿兹罗

提，新法案将于 2013 年 1 月 31 日生效。该法案规定将

有一片新的区域并入罗兹经济特区。 

 

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竭力支持经济区的扩建，同时我

局目前正支持众多的主要投资者入驻新投资区启动投资

项目。由于政府作出上述决定，新的投资活动得以执

行。（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 

 
 

柳州市政府人员到访波兰 

12 月 18 日，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接见了中国柳州市

访问代表团。代表团团长为柳州市副市长王柳平。特邀

嘉宾为柳工集团波兰执行总裁、Huta Stalowa Wola 公

司的新任董事主席谭邹舟 

 

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局长斯瓦沃米尔·马叶曼

（Slawomir Majman）和波中经济合作中心理事安德雷

耶·谢夫齐克（Andrzej Szewczyk）对代表团来访作热

烈欢迎。他们对中国宾客介绍了波兰的投资环境。代表

团成员对在柳工集团获得 HSW 的背景下投资波兰和很感

兴趣。柳州市的主要行业为汽车、机械和冶金。（波兰

信息与外国投资局） 
 

 
丹麦证券交易所关于波兰的一篇文章 

12 月 12 日，最知名的丹麦经济报上刊登了一篇关于波

兰的文章。该报纸主要在波美拉尼亚西部地区发行， 是

在波兰 – 丹麦商会、驻根本哈根的波兰大使馆贸易促进

部和区域投资援助中心的共同合作下创立 

 

波兰办事处中每个级别的人员的受教育程度和服务态度
大大提高并达到相当水准。许多丹麦人尚未认识到，过
去这 10 年来，波兰的经济和社会服务有了“跳跃式”的
发展，与丹麦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这种发展众多机遇
在丹麦和波兰之间的经济合作背景下得以诞生。同时波
兰人也意识到其国家经济与丹麦联系的紧密性。他们也
在丹麦的耐托超市、居适家和爱步门店内购物消费。丹
麦食品及产品在波兰也广为人知 – 波兰 – 丹麦贸易商会

主席吉恩斯·克里斯蒂安·莫勒（Jens-Christian Moller）

说道。 

 
波兰在丹麦的贸易伙伴国中排名第九。然而，丹麦未能
完全利用波兰作为经济合作伙伴的巨大潜力。波兰的动
人历史，尤其是对共产主义的抗争史应开启丹麦公民的
视野并最终吸引他们到访波兰。波兰政局的稳定性及其
民主传统使波兰成为对丹麦极富吸引力的合作伙伴。波
兰和丹麦在欧盟中和合作极其完美 – 前气候和能源部部

长弗瑞丝（Lykke Friis）说道。 

 



 

 

丹麦需致力发掘中欧和东欧国家的潜力，而对丹麦企业

家而言，波兰是一个巨大的投资市场。在斯堪的纳维亚

国家中，丹麦是仅次于瑞典的波兰第二大投资国。在政

治和经济合作方面，我们希望成为对波兰的主要投资

者。丹麦人应尽快转变对波兰人及将波兰视为只能提供

廉价劳动力的不发达国家的看法。尽管如此，波兰人应

转变对丹麦的态度，不能将丹麦看做是一个对昂贵的产

品和服务保持封闭的无用市场 – 波兰共和国驻哥本哈根

大使拉法尔•维斯涅夫斯基（Rafal Wisniewski）说道。 

 
欲知更多信息，请点击此链接：
http://www.wzp.pl/coi/en/p-r-m-a-18188/news.htm 

（波兰西部省区服务中心） 

 
 

波兰外国投资 

波兰投资者在海外的投资额超过 500 亿美元。与 2005 年

相比，该方面的投资额增长显著，累计投资额达 63 亿美

元。去年，波兰公司的海外投资额超过 70 亿美元。其

中，欧洲占有总投资的 92%，美洲与亚洲分别仅占 4.4% 

和 2.5% 

 

 ‘波兰外国投资 – 现状与挑战’会议由波兰信息与外国

投资局、经济部和哥白尼大学（UMK）托伦分校联合组

织，共吸引超过 200 名的人员参会。波兰外国投资研究

会议由哥白尼大学举办。此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为：

Apator、Asseco、Fakro、Maspex、Multico 和 Vedia 等

公司的投资专业知识以及波兰海外商务活动机构支持仪

器。 

 

在开幕式上，经济部副部长 Ilona Antoniszyn-Klik 强调

，波兰外国投资使本国经济获益卓然。这不仅拓展了波

兰出口市场，也活跃了波兰商业和企业，同时并提升了

波兰的认知水平。此外，波兰公司还从中获取了宝贵经

验并赢得了新的业务合作伙伴，这让这些波兰企业在国

际上更有知名度。副秘书长表示，波兰外国直接投资价

值的提升表明了波兰公司海外投资的能力正不断增强。 

 
哥白尼大学托伦分校的研究小组在  Włodzimierz 

Kraszewski 教授的领导下，对波兰海外商业投资活动的

一些研究成果作了介绍。研究指出，波兰公司认为其投

资已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预期目标。参会人员对政府支

持政策的预期进行了讨论。 

 

波兰公司称，他们希望波兰政府机构和组织在进行国事

访问以及其它外国会议期间，能够就波兰商业活动游说

各国政府。政府所作出的机构投资者支持举措应符合公

司需求和市场预期。会议同时还针对波兰外交职位的合

作状况作了讨论。会议为波兰外交使团确立了一套良好

实践守则以确保能够在外交和商务之间的关系上保持妥

当关系，并确保波兰外交使团成员充分做好支持投资者

的准备，以期能够进行海外投资。 

 

罗兹经济区跻身世界经济特区前五强  

财经时代集团成员、著名的 fDI（外国直接投资）杂志

刊登了一份关于 2012 年数字媒体奖排名的文章。其中，

罗兹经济特区位列欧洲经济特区首位以及全球第四位 

 

fDI 杂志评审团运用市场策略和互联网创新性的方法，对

城市特殊性、国家、地区和经济特区进行评估，以此鼓

励投资并吸引外国投资者。评审人员对互联网分布状况

和社会媒体活动以及互联网市场领域内的创新性和战略

方向作了核查。 

 
就经济特区而言，罗兹经济特区在全球范围内位居第

四，在欧洲则排名第一。排名前三的分部为哈伊马角自

由贸易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邱庆北（韩国）和

俄亥俄州航天中心（美国）。排名第五的是立陶宛的克

莱佩达自由经济区。 

 

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和埃尔布隆格市达成合作协议 

2012 年 12 月 10 日，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和埃尔布隆

格市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签署该协议主要旨在推动城

市的经济发展，从而增加吸引外国投资的机会 

 
在此协议下，双方将展开联合行动，通过改进投资筹备

技巧、搜集并提供商业信息以及创造并管理城市经济数

据库来提升专业筹备能力和为外国投资者服务的能力。 

 
目前，签署协议的有：凯尔采、卢布林、热舒夫、比亚

韦斯托克、奥尔什丁、比得哥什、科沙林、克罗斯诺、

琴斯托霍瓦、伊拉瓦、拉皮、沃姆扎、奥波莱、扎莫希

奇、皮瓦、彼得库夫特雷布纳尔斯基、拉多姆、拉多姆

斯科、什切齐内克、塔尔诺布热格、赞布鲁夫、扎莫希

奇、皮兹、伊诺弗罗茨瓦夫以及弗罗茨瓦夫城市群发展

署。（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 

 

 

 

 

 

 

 



 

 

英国人是否会放弃布丁青睐饺子？ 

波兰食品在英国非常畅销。去年，仅在特斯科的商店

内，波兰食品的销售额就增长了 22%。在全英的 600 家

特斯科商店内，Winary 蛋黄酱、王子水晶薄饼或 

Lajkonik 长棍面包随处可见 

截至 2012 年 12 月底，波兰美食已成功“俘虏”了英国

特斯科商店的客户。波兰食品生产商以低廉的价格推动

食品销售并展开特价活动，如‘每镑三份’。 

 
此外，在 40000 家特斯科会员店的客户忠诚计划中，若

客户购买波兰产品可获赠特价优惠券。‘波兰美食’运

动不仅旨在吸引更多的英国客户群。这对波兰生产商也

是一个绝佳机会。 

 
在英国特斯科商店里也能够找到  Jutrzenka 甜食、

Dawtona 黄瓜和 Tymbark 果汁。英国的特斯科连锁店

出售各种各样的波兰产品——仅在包装食品类中的 250 

种产品在全英的 600 家连锁店中均有出售。由于开拓了

特斯科连锁店的市场，诸如 Wedel 或 Polsnack 等波兰

品牌在英国崭露头角。75 件新品与波兰美食一同在英国

商店上市。 

 
——这对英国波兰共同体而言是一个绝好的消息。特斯
科能够让波兰客户买到称心如意的品牌产品。我们很高
兴也能够向英国客户介绍这些波兰产品并鼓励他们尝试
新奇美味。我们通过自身的规模优势帮助波兰生产商将
其产品出口至英国，并让其产品进驻亚洲和欧洲 12  个
国家的特斯科店。对此，我们深感自豪——特斯科企业

及法律事务董事 Lucy Neville-Rolfe 说道。2012 年，

出口至特斯科全球连锁超市的波兰产品价值总额达  3.3 

亿英镑。 

 
波兰食品出口支持举措也得到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局

长 Sławomir Majman 的认可：——政府机关在波兰产
品出口支持上作出的努力仅在商业商业承诺的范畴内有
效。这就是波兰需要具有一定经济规模的投资者的原
因。这些投资者同时能够为其商业合作伙伴创造新的机
遇。 

 

特斯科为波兰公司开拓新市场已有十年的经验，可帮助
波兰公司增强竞争力并熟悉国际市场环境。 

 
特斯科波兰分区在波兰全境已拥有 450 家连锁店，是波

兰领先的自助连锁店。在英国，特斯科共经营 3000 家超

市，是零售业内的毫无争议的领导者。遍布波兰和英国

市场的经营店使得波兰生产商获益匪浅。 

 
早在 2002 年，特斯科波兰分部的总裁 Kevin Doherty 

及其经济助理 Jacek Piechota 签署了一份协议。协议

中指出，特斯科作为一家跨国公司将全力支持波兰产品

在其英国连锁店的推广工作。（特斯科） 
 

 
照片：波兰分店超市货架 

 
 

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对投资者颁奖 

圣诞节庆典上，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对今年的重要外

国投资者颁奖。根据传统，奖项分为三类：最大投资金

额奖、最高雇佣水平奖和新技术奖 

 

最大投资金额奖颁给了 BASF 公司。该公司在 Środa 

Śląska 建立了一间催化剂厂房，投资总额为 1.5 亿欧

元。新厂将雇佣 400 名员工。 

 

最高雇佣水平奖的获得者为美国思科系统波兰分公司。

该公司在克拉科夫拟建的网上服务支持系统中心将雇佣 

550 名拥有大学学历的员工。思科公司克拉科夫分公司

在金融和会计、人力资源、高级 IT 服务、企业及其合作

方领域，将作为欧洲共享式服务中心。 

 
新技术奖的获得者是美国杜比公司。该公司位于弗罗茨

瓦夫的工程中心将作为整个杜比集团的研发中心。该中

心专注于开发基础音效技术并为该领域提供新的技术解

决方案。 

 

此外，今年还颁发了特殊奖项。三星公司因其在波兰市

场上的长期运营而获颁此奖。不仅如此，波兰设于里斯

本的设计展会中的最吸引人的展品亦有获奖。 

 
2012 年，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带动 51 个投资项目在

波兰展开运营，投资总额 12.255 亿欧元，与上一年度相

比增长了 4%。这些投资项目将在未来数年内在波兰创造 

9786 个就业岗位。（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 

 

 



 

 

图片：Christmas Gala 

签名：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局长 Sławomir Majman 

欢迎新年圣诞节晚会到场嘉宾 

欲浏览更多图片，请登录：

http://www.paiz.gov.pl/20121211/paiiiz_nagrodzila

_inwestorow 

 
 

波兰——作为一个制造业中心，仍具有尚未开发的潜力 

波兰地处欧洲腹地，其强势稳健的经济、弹性化的劳工

市场和国家援助战略吸引着来自欧洲、亚洲和美国的投

资商投资波兰的制造业 

 

2012 年 12 月 10 日，仲量联行与其战略合作伙伴：波兰

信息与外国投资局、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以及瀚纳仕波兰

分公司人员共同出席了“波兰制造， 投资者制造业公司

指导”会议。会议报告为国际制造业公司提供了指导方

针，旨在促其在波兰开展业务。报告也对国内的制造业

前景、波兰劳工市场的专业见解、提供高容积率的房地

产市场的透明化信息以及补助和奖励机制提出了内在观

点。研究报告覆盖到了投资过程中的所有关键点。 

 
投资潜力评估涉及三个主要的人力资源领域，即雇佣成

本、劳动力可用性和劳动力质量。波兰的时薪为 7.1 欧

元（低于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捷克共和国）。波兰制造

业中的蓝领工人月薪范围为 350 – 475 欧元，白领办公人

员（管理层）的月薪为 3100 – 6675 欧元。 

 

较高的运输成本、客户的需求波动、货币和供应链风

险、送返或近岸生产以及低廉的成本优势都将逐渐增加

公司的运营效率。由于地处邻近德国的战略性地理位

置，波兰成为制造商们近岸运营的理想之地。由于拥有

高度熟练的技术工人和稳定增长的研发经费投入，波兰

在高附加值的生产项目中的竞争力也日益彰显。由于波

兰在拥有 1 亿客户的中欧和东欧地区和 5 亿客户的更为

广阔的欧洲市场中提供了一个区域性平台，它也吸引了

来自海外市场的众多制造商。美国和亚洲制造商在波兰

启动了数量众多的外国直接投资项目。 

 

 

2011 年波兰的工业生产总值达 2783 亿兹罗提（662 亿欧

元）。根据牛津经济研究院的统计数据，波兰在 2011 至 

2012 年间的工业产值预计将平均增长 3.7%。未来十年的

制造业产出增长将高于 GDP 增长量，至 2021 年波兰的

年度平均增长率将达到 4.3%。 

 

欲知报告全文，请点击以下链接： 

http://www.joneslanglasalle.com/MediaResources

/EU/Marketing/Poland/Made_In_Poland_e-

version.pdf 

 

 
 

图片：波兰制造 

左起：Tomasz Olszewski – 仲量联行，Paul Tynel – 安

永会计师事务所，Robert Błażyca – 瀚纳仕波兰分部，

Iwona Chojnowska – Haponik – 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

局，Sławomir Majman – 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 

 

 

 

华沙经济中心会议第五次大会 

12 月 6 日，第五次华沙经济中心会议在华沙证券交易所

开幕。大会主题为“波兰是区域合作的中心吗？ 答案是

肯定的！”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组织了此次会议并主

办了名为“欧洲 – 波兰 – 中国”的小组讨论，小组讨论

将在会议进行 

 

进行小组讨论的目的地在于介绍当前中国于欧洲之间的

经济关系，之后指出其开发项目。小组讨论期间，许多

与战略、规划和增长方向的关键性问题均得到讨论。与

会者认识到了经济机遇的两面性，即威胁和优势以及波

兰在构建合作关系上所扮演的角色。到场嘉宾还就宣传

和公关方面展开讨论，主要强调了中国区域性投资的支

持和在中国经营业务的情况。 

 

会议由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经济促进部副部长 

Andrzej Szewczyk 主持。参会的人员还有：波兰总统办

http://www.joneslanglasalle.com/MediaResources/EU/Marketing/Poland/Made_In_Poland_e-version.pdf
http://www.joneslanglasalle.com/MediaResources/EU/Marketing/Poland/Made_In_Poland_e-version.pdf
http://www.joneslanglasalle.com/MediaResources/EU/Marketing/Poland/Made_In_Poland_e-version.pdf


 

 

公室国务卿 Olgierd Dziekoński，中国驻波兰大使、商

务部办公室专员  Li Ke，中国银行市场开发部总监 

Bartosz Komasa，艾尼雅公司执行总裁  Wojciech 

Kruk，毕马威会计事务所总监 Andrzej Kaczmarek，琥

珀食品公司执行总裁 Bartosz Ziółek。（波兰信息与外

国投资局） 
 

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局长带领贸易代表团访问中国 

12 月 1 日至 7 日，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局长 Sławomir 

Majman 与外商投资代理部及波中合作中心人员一行成

立贸易代表团访问中国 

波兰代表团开始其中国访问行程，并参加了 12 月在北京

举行的第三次中国对外投资合作洽谈会（COIFAIR 

2012）。会议开幕期间，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局长 

Sławomir Majman 就当前波兰投资环境及波中经济关系作

了讲话。在与中国企业家会谈期间，波兰代表团介绍了

投资中欧及东欧地区的积极方面并鼓励中方投资波兰。

波兰代表团访问行程最后还与中方的机械制造业的公司

人员举行会议，就参与波兰该领域公司的私有化进程交

换了意见。 

12 月 5 日，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代表团在上海会见了

有意投资波兰的汽车制造业和航空业的公司代表。中国

是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关注的第四大投资国。波兰信

息与外国投资局目前正运营 12 个中国投资项目，总值 

6.74 亿欧元，可创造 3225 个就业岗位。（波兰信息与外

国投资局） 

 

商业的社会层面 

12 月 3 日，经济部举行了一场关于社会报告的大会。

“2012 社会报告”辩论赛结果在大会期间揭晓 

 
获奖的公司有：Kompania Piwowarska 公司（主要奖

项），雀巢公司波兰分公司（最佳新人奖），法国达能

集团（互联网用户奖及荣誉奖），KGHM 波兰铜业集团

公司（经济部奖），波兰国营石油公司（最佳记者

奖），Budimex 和 Orange Polska 公司（荣誉奖）。 

 
“2012 社会报告”辩论赛是针对社会和可持续发展议题

的最佳编制报告。公司的活动的社会层面推广是其最初

目标。本年度的报告中提交了 28 项目问题，由企业社会

责任、经济以及社会和环境问题方面的专家组成的独立

评委会进行评估。 

 
进行颁奖典礼前进行了小组讨论，旨在介绍社会报告的

最新动态以及新的全球报告倡议组织指南。此次比赛由

责任商业论坛（FOB）、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和 SGS-

汤姆逊电子集团共同组织。此次比赛的赞助方有经济

部、消费者协会、全球契约组织波兰分部、证券交易所

协会和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责任商业论坛） 

 

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副局长赴美出席经济会议 

11 月 25 日至 12 月 1 日期间，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董

事会成员 Marek Łyżwa 与该局外商投资部代表团以经

济使团的身份访问美国 

 
福布斯杂志报道，代表团在美国逗留期间与美国航空、

化工和汽车行业的代表以及位列美国顶级富豪第 63 位的 

Jamie LeFrak 一同举行了数场会议。会议的主题为介绍

波兰的投资机遇并探讨开展双边合作关系。 

 
目前在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支持的所有投资者中，美

国是波兰的第一大投资国。目前该局正运营 41 个投资项

目，总值 7.308 亿欧元，共可创造 6419 个就业岗位。

（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 

 

 

波兰的研发市场 

波兰共斥资超过 30 亿兹罗提为研发领域添置新设备。涉

及的行业有：汽车、航空航天、电信、IT 和生物技术。

大型及中小型企业均可获得资金支持。在科技和商务领

域中可获得更为良好的合作关系 

 
这些主要结论出自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和东欧咨询服

务机构共同撰写的报告“波兰研发市场 – 企业对研发活

动的支持”，后者在 Taxand 国际网络内运营。 

 

该报告的官方介绍会于 12 月 5 日在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

局内举行。欲知会议报告、报告全文和要点可登陆点击

以 下 链 接 查 阅 ： http://www.paiz.gov.pl/2012-12-

05/rynek_b_plus_r_w_polsce （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

局） 

 

 

 

 

 

 

 

 

http://www.paiz.gov.pl/2012-12-05/rynek_b_plus_r_w_polsce
http://www.paiz.gov.pl/2012-12-05/rynek_b_plus_r_w_polsce


 

 

劳工市场将发生改变 

期待经济发展的企业家们对劳工市场的态度趋于稳定。

根据波兰特恩斯和任仕达研究所执行的第 16 次调查研究

结果，大多数受访者，尤其是小公司，对当前的经济状

况持悲观态度并认为不会发生改变。雇主实施弹性雇佣

机制后仅在很小程度上增强公司的适应能力 
 

在过去 6 个月内，雇主仍继续采用已延续数个季度的人

员政策以期待市场状况改善。在此期间，每个二级雇主

的雇佣状况无任何变化。尽管如此，公司每季度仍通过

招聘新员工增加其员工总数。每 5 家受访公司中有一家

出现就业岗位减少。 

 
在未来半年，我们可预见雇主将继续保持不乐观态度。

仍然有大比例的受访者表示，经济状况将不会发生大的

改变，每 3 家公司预计将有 1 家公司遭遇萧条。参与调

查的大部分雇主表示，他们公司的雇佣计划将不会发生

改变。这是自“雇主计划”启动以来，宣布计划裁员的

数量首次高于增加雇员的数量。 

 
近年来，每 3 家公司中仅有 1 家采用弹性雇佣机制，这

些通常都为员工数超过 250 名的公司。雇主最常采用的

是定期合同和委托合同进行招聘。 

 
就定期合同可能设置的最大期限而言，有三分之一的受

访者表示这个期限应为试用期结束后一年。在将产假延

长至 6 – 12 个月问题上，将近半数的受访者认为这并不

会对经济造成任何影响。受访者还表示，他们对延长产

假会对女性求职者造成负面影响这一说法并不认同。同

时，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已公布的产假延长方案将对未

来弹性雇佣机制的采用造成影响。 

该研究在 2012 年 10 月 30 日至 11 月 14 日期间对 300 

家企业进行调查访问，调查不包括员工数少于 10 名的

公司、人力资源咨询公司和不提供服务的临时工作机

构。 

 

波兰 – 拉脱维亚合作协议 

在波兰总统布罗尼斯瓦夫·科莫罗夫斯基（Bronisław 

Komorowski）在拉脱维亚进行国事访问期间，波兰信

息与外国投资局和拉脱维亚投资与发展署（LIAA）就双

边合作达成协议 

 
波兰 – 拉脱维亚经济论坛于 11 月 23 日举行，是波兰总

统对拉脱维亚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的议程之一。该论坛由

拉脱维亚发展署（LIAA）和波兰共和国驻里加大使馆合

作举办。 

 
论坛的主题包括两国就能源行业展开合作以及两国开展

区域性合作。 

 

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局长斯瓦沃米尔·马耶曼

（Sławomir Majman）和拉脱维亚发展署署长安德里

斯·奥佐尔斯（Andris Ozols）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

录，旨在交流双边经验和对彼此的外国投资相互支持。 

 
在经济论坛最后部分，两国的经济和区域代表还举行了

一系列的双边会议。（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 

 

卢布斯卡省的投资机会 

外国投资者以何种眼光看待卢布斯卡省？ 利用区域优势

应完成哪些工作？ 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局长斯瓦沃米

尔·马耶曼（Sławomir Majman）于 11 月 27 日在戈

茹夫会议大厅中的大会上就这些问题以及卢布斯卡省商

务人士提出的其它问题作出回答 

 
会议由波兰西部工商会和欧洲社会基金部卢布斯卡省首

席办事处合作举办。 

 
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局长马耶曼详细描述了波兰外国

投资领域的当前状况并介绍了未来的机遇，这与欧洲的

政治经济状况密切相关。- “在过去 3 年内，波兰经济已
变得更具吸引力。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局长指出，

“2011 年，国内外国投资的增长率达到 71%，而欧洲平
均水平仅为 17% 。” 外来资金不久后将流向何处？ 今

年，这些资金的流向最主要流向了高科技企业和 IT 服务

中心。此外，汽车配件和组件制造公司、研发中心（主

要分布于大城市）和家电制造业也是外资投入的重要领

域。 

 

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每年都对投资者评判的不利因素

和条件进行调研。- 经济司法效率评级最低。外国投资者
们对波兰的税务系统的印象颇为良好。目前为止，评级
最差的为公共采购法以及与工作和环境妥协性法律条款
相关的所有内容。- 斯瓦沃米尔·马耶曼说道。 

 
马耶曼看到了卢布斯卡省、周边区域以及两大经济特区

内的投资机遇，其在波兰的运营时间有望延长。

（ZIPH） 

 

 

 

 

 



 

 

波兰东部的食品生产商参与中东 SIAL 展销会 

在波兰东部经济促进计划中在阿布扎比（UEA）举行的

食品业展销会期间，10 个来自波兰东部的食品生产商展

出了其产品 

 
该展销会由 SIAL 组织举办，几乎在每个大洲和每个重

要的国家地区均有举办，举办地遍及加拿大、巴西、法

国和中国。此展销会无疑是世界上最大、最重要的食品

盛会。来自波兰东部的食品制造商们参与了此次在中东

举办的 SIAL 展销会。因波斯湾国家在全球食品交易市

场的份额显著增长，该展销会于第三次在中东举办。 

 

波兰东部代表团的成员包括乳制品、特制脱脂牛奶、蜂

蜜、糖果、森林水果和调味品生产商。生产商们将其产

品在东波兰地区展位展出。此次展会为强化与当地商务

团体和来自迪拜周边地区的交易商的联系提供了绝佳机

会。 

5 家波兰东部省份的食品公司与阿拉伯半岛的订货商在

东波兰经济促进计划下签订了为期 2.5 年的合约，交易

额达 63.3 万美元。这两大波兰东部食品交易代表的参会

成果为波兰的食品生产商与中东地区交易商的集约化合

作开发提供了乐观机遇。 

 

该展销会持续时间为 3 天，从 2012 年 11 月 26 日起延续

到 28 日。 
 

 
（ 

 

波兰人在布鲁塞尔英诺华 2012 世界展会上赢得 Grand 

Prix 大奖 

第 61 届创新、研究和新技术展会 – 2012 布鲁塞尔英诺

华展会在 11 月举行。波兰人获得主要奖项 – Grand Prix 

大奖，此外还获得 112 面奖牌 

 
波兰的研究院所、商务机构和学生及青年的众多作品在

展会中得以展示。交易解决方案中包括与众多科学领域

相关的问题，如：生态学、医学、安全科学、航空、汽

车、物流、纺织、机械、化学、工程、电子和信息学。 

 

波兰科学院的实验与临床研究所凭借其发明的“减少口

服吗啡不良反应的新型类肽物”而获得了 2012 布鲁塞尔

英诺华展会的 Grand Prix 大奖。波兰共赢得 112 块奖

牌，包括 16 块评委会荣誉奖。 

 
该展会共有来自 22 个国家的展商参加（比去年多 8 个国

家）。波兰大使馆、波兰企业发展局、波兰科学院和波

兰专利局代表波兰参会。经济部和研究院所中央委员会

（欧洲商业 – 哈勒）对波兰国家馆荣誉赞助。 

 

 
 

 

 

波兰投资 

 
在罗兹的新投资 

由于罗兹特别经济区（SSE）的修正，将开放超过 730

个新的职位。2013 年 1 月 22 日，政府部门通过了这一

案例的规章 

 
改变包括增加 25 公顷私有土地，以实施新的投资。在波

兰哈钦森的罗兹，Sp. Z o. o.将为车身密封程序和汽车制

造业开放新生产线。这将开放至少 250 个新的工作地

点，项目投资预算为柒仟伍佰万波兰兹罗提。据预测，

投资将在 2015 年 12 月前完成。 

 
印孚瑟斯 BPO，波兰 Sp. Z o. o.将在罗兹创办新的经销

处，提供金融和会计服务、信息技术服务和研发服务。

该投资将在 2015 年 9 月之前完成，能够为人们提供 260

个新职位。康力克-汽车股份公司计划在罗兹重新建立车

间，通过增加几十项家用日化品和工业和汽车化学品等

创新产品，公司将发生改变。这项两千万波兰兹罗提的

投资将开放至少 30 个新职位。到 2015 年 12 月为止将

完成投资。 

 

在施特里克股份有限公司，为 SANDOZ 合伙人生产非专利

药的一家公司，正在计划一项重建项目，并使车间的技

术程序更加现代化。由于这项新投资（1.25 亿波兰兹罗

提），将开放至少 130 个新的工作机会。投资将在 2015

年 9月之前完成。 



 

 

 
卡利什迈耶工具 IGT Sp. Z o. o.将建立新工厂，主要生产

航空发动机部件和燃气轮机部件，用于发电。建设成本

预计为两千万波兰兹罗提。至少 30 人将在这家新工厂中

找到工作。投资将于 2014 年年底前完成。 

 
化妆棉产品(Kosmetyczne Wyroby Bawełniane) Sp. Z 

o. o.将在紫罗重建工厂，使其更加现代化，因此化妆

品、绷带和年长人需要的整形外科配件的产量将有所增

长。该项目的预算达到两千万波兰兹罗提左右。按计

划，该投资将在 2015 年年末完成，并为大约 30 人提供

工作机会。（产业部） 
 

航空部门将雇用 

喀尔巴阡山地区没有感觉到危机。在今后五年内，航空

谷将雇用 4000 名员工 

 
据诺威 24pl.网站报道，在未来的一年内，将有 200 名人

员在波兰飞机制造公司找到工作。这对增加黑鹰的生

产，以及上月开办的飞机研究和实验中心相关。正因如

此，喜世伯，法国航空发动机部件制造商也在寻找 50 名

新成员，主要是工程师和操作师。马雷克·达尔基，航

空谷的主席相信，喀尔巴阡山地区航空公司的“第二

波”发展，是该地区良好的状态起了作用。波特尔预

测，在今后的五年内将有 4000 人会在这里找到工作。 

 
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当前为航空领域的无名投资者提

供支持，该项目总价值为 10570 万欧元，能够创造出

720 个新的工作场所。 

 
航空谷当前包含差不多 100 家公司，员工人数达到

23,000 人。（诺威 24.pl/波兰投资局） 

 

 
 
 

Itella 公司将在托伦市雇佣新员工 

芬兰的 Itella 公司在托伦市发展迅速。由于获得政府准

许，该公司将在未来两年内新增近 300 名员工 

 

该公司在波兰运营始于 2007 年。公司为波兹南省托伦市

和华沙市中心的波兰本土公司和国际企业提供 IT 服务以

及金融和会计服务。该公司目前在波兰的评估业务增长

迅猛，因此公司决定在托伦市中心进行投资拓展业务。

公司获得经济部高达 140 万兹罗提的政府补贴，用于新

就业岗位的设立。这使该公司可在托伦市设立运营服务

中心全面开展业务。该服务中心将在 IT 领域内为来自斯

堪的纳维亚、德国和波罗的海各国的客户提供金融、会

计和人力资源管理服务。 

 

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估计，为该项目提供的财政支持

已列入该项目来年的财政预算中。 

 

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现正支持公司在波兰的业务运营

，而该项目资金正来源于我局经济部。（波兰信息与外

国投资局） 

 

瓦乌布日赫“投资园”新增 3 个授权许可 

2012 年 12 月，瓦乌布日赫“投资园”新增 3 家获得授

权在此开展业务的公司：Mersey 投资公司、Wabco 波

兰分公司和 GKN 动力传动系统波兰分公司 

 

Mersey 投资公司将在弗罗茨瓦夫分区 4 公顷的土地上开

展进行纸张生产加工、包装、塑料和铝制品业务。公司

承诺其投资额至少为 1900 万兹罗提并雇佣 32 名员工。

公司计划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投资。 

 

位于弗罗茨瓦夫分区（4.0637 公顷）内的 Wabco 波兰分

公司业务为生产（提供生产服务）、研发、研究和技术

分析以及金融会计服务，并涉足 IT 业。公司生产制动系

统组件、阀门、开门气缸及其它机动车的空气和电力设

备。公司承诺其投资额至少为 7 千万兹罗提并雇佣 50 名

员工。公司计划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投资。 

 

GKN 动力传动系统波兰分公司位于奥莱希尼察分区内，

从事创新性汽车组件的生产。公司承诺其投资额至少为 

1 亿兹罗提并雇佣 100 名员工。公司计划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投资。 

 

 

从理念至生产 

每年数以百计的实木家具模型将制成出厂并被贩售至瑞

典宜家家居公司的展厅。这些生产于史威武公司

（SwedwoodSwedwood）戈莱纽夫工厂的模型将提交于

实施中心进行实物生产 

 



 

 

在其兄弟公司 Swedwoodu – Golblat 里运营的一家展厅中

设有设计工作室、培训中心和车间。家具模型在此产

生。20 人的工作小组根据瑞典设计师的设计理念进行实

物模型制造。- 我们根据瑞典宜家家居公司的设计师的图
纸进行实物制造。- 这些设计图正在酝酿之中。- 大规模
生产将在设有大规模量化生产设备的工厂中进行。- 实施

中心经理 Michał Żuchowski 解释道。 

 

虚拟家具已经获得史威武公司标准的认可。戈莱纽夫工

作小组不仅仅对主要工厂生产的家具进行标准化设计，

好包括其原始模型的制造。 

-宜家家居公司的员工希望看到的是一件家具的具体化实
物样本。我们的木工则负责样本制造。由于戈莱纽夫地
理位置便利，当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我们可将家具快捷
地运至瑞典总部备用。- M. Żuchowski 解释道。 

史威武公司的戈莱纽夫实施中心负责桌椅、抽屉柜、衣

柜、床、床头柜、厨具等其它家具的制造。 ("Gazeta 

Goleniowska") 
 

新的废物利用方式 

一家废物利用新厂在波兰的 Lubawka 开工。在分类大厅

中共有 59 台新设备投入使用。这是 Sanikom 公司的完

全创新型项目，对社区中的清洁工作和秩序进行全新管

理 

 

新厂所在地原为垃圾填埋场。工厂的处理系统每年可处

理约 4 万吨下西里西亚省社区的城市垃圾。工厂建设始

于 2012 年 2 月，投资总额达 0.38 亿兹罗提。Sanikom 

公司在 2007 至 2013 年间从下西里西亚省的地区运营方

案中获得大部分资金。 

 

这项投资为何如此重要？ 新的清洁保持法自一月份正式

生效。波兰已加入欧洲废物利用标准采用国。新的方案

将推动城市市容管理并明确市政管理职责。将垃圾按照

塑料、玻璃和纸张分类的人可支付更少的费用。 

（Mo ja 多媒体） 

 

 
 

卢布林机场投入运营 

卢布林机场于 12 月 17 日正式投入运营 – 该机场在欧盟

国家机场中最年轻，其航线可抵达欧盟国的最东端。卢

布林至伦敦的班机首航成功。至此，卢布林正式在欧洲

航班路线图中出现 

 

 
目前，卢布林机场班机飞行目的地有伦敦、都柏林、奥

斯陆和利物浦。飞往埃及、保加利亚和克罗地亚的度假

特许班次也已作安排。机场与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和欧洲

波兰航空公司的谈判尚在进行中。 

 
预计该机场首年将承载 30 万的旅客处理量。卢布林机场

的技术设备已符合所有标准和国际法规。 

 
卢布林机场与其它机场的区别在于，该机场采用了创新

的通讯解决方案，使旅客仅需 15 分钟就能够直接从候机

楼搭乘机场专线前往卢布林市区中心。 

 
卢布林机场由一家合资公司运营，公司设于卢布林。公

司合资方均为本地政府：即卢布林地区、卢布林市和 

Świdnik 县。大股东为卢布林市，所占份额为 58.419%。

总投资额为 4.5 亿兹罗提。（卢布林市） 

 

 
 

俄资公司 Luxoft 投资弗罗茨瓦夫 

Luxoft 公司的主营业务是软件开发和提供技术支持服

务。该公司将在未来十年内在波兰筹建第二分部。继克

拉科夫第一办事处运营之后，新的办事处将定位于弗罗

茨瓦夫 

 

Luxoft 公司是波兰 IT 业内的最大投资商。截至三月份，

该公司所雇佣的员工达 300 名。两年后公司的员工总数

将增至 750。——这是该公司在波兰的第一个大项目。
该公司远离俄国投资石油行业的政治动荡和争议，在克
拉科夫逐渐发展壮大。不仅如此，该公司还涉足 IT 业。
事实证明，当远离那些令人紧张的政客时，由于俄罗斯
资本原因，数以百计的波兰专家职位得以诞生。——波

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局长 Sławomir Majman 说道。 

 



 

 

Luxoft 公司成立于 2000 年，与在法兰克福上市的母公

司 IBS 集团脱离独自运营。Luxoft 公司的年收入增长达 

30%。2011 年，其收入净值达 2.74 亿美元。Luxoft 公

司的 IT 服务专家为六个领域的公司提供服务，分别为：

金融、能源、电信、汽车、航天和科技。公司在全球范

围内雇佣了约 6000 名专家。公司共有约 100 个客户，其

中 30% 为全球 500 强的知名企业。 

 

该项目由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支持运营。 

©DX-Fotolia.com 
 

来自卢布林的 Orzeł S.A. 公司以其创新性技术转让业务

赢得大奖 

 卢布林科技大学的欧洲企业网络办事处与卢布林企业家

兼 Orzel S.A. 公司董事会主席 Jacek Orzeł 赢得了欧盟

委员会颁发的网络明星奖——2010 年，欧洲委员会因其

创新性技术转让业务获颁此奖 

 

今年，欧盟委员会与卢布林科技大学对 Orzeł 公司轮胎

回收技术的环保性表示充分肯定。该公司是汽车业内的

轮胎经销商，其努力开发一种备用环保的轮胎回收技

术。2008 年 9 月，该公司向卢布林科技大学的欧洲企业

网络办事处寻求帮助，寻求该技术的最佳供应商。2009 

年，奥地利公司  WILL AG 公布了其合作意向。 

 

 
Orzeł S.A. 公司生产的橡胶颗粒质量卓越，采用的是当

前领先的技术。WILL AG 公司进行投资的主要目的在于

推广该新技术。 

 
Orzeł S.A. 公司在 Poniatowa 工厂的轮胎年回收量可达 

15000，其中 10% 的废轮胎在波兰回收重制。由于此类

投资，该公司的年度营业额增至四倍并新增 8 个就业岗

位。（卢布林市） 
 
 

 

对“艾丽卡集团波兰”分公司的承诺 

2012 年 12 月 10 日，波兰政府授权“艾丽卡集团波兰”

分公司在 Jelcz-Łaskowice 分区（弗罗茨瓦夫“投资

园”）开展业务 

 
公司将在此进行商业运营，包括新型电动机的生产。该

公司将提高引擎和炉罩的产量。公司承诺其投资额将至

少达到 1 千万兹罗提并至少雇佣 50 名新员工。（弗罗茨

瓦夫“投资园”） 
 

卡尔蔡司金融与会计核算中心 

光学设备集团的德国制造商卡尔蔡司将在波兹南创立金

融与会计核算中心。执行会计核算工作将雇佣约 100 名

专业人员。新总部将在马耳他办公园区综合体内启动运

营 

 
11 月 27 日，波兹南城市大厅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

投资者在发布会上宣布欧洲会计部门中心在波兹南落

成。 

 
卡尔蔡司于 1992 年在波兰的波兹南设立总部。该公司的

员工主要在以下这些行业进行销售支持和产品服务，即

显微镜、医疗技术、工业计量和光学产品以及控制流

程、管理和物流的财务支持。新的会计核算中心可为客

户优化运营成本的同时提供先进的外包解决方案。 

 
卡尔蔡司集团是光学和电子光学领域国际领先的企业。

在 2010 / 2011 财政年度，公司的收入总额达 42.37 亿欧

元。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雇佣了约 24000 名员工。（波兹

南城市大厅） 
 

“科尔车瓦物流园区”- 投资的开端 

监事会和管理委员会启动和雅罗斯拉夫斯基市市长任职

初期，因 KPL 投资而举办的研讨会于 11 月 26 日在位于

拉蒂姆诺（喀尔巴阡山地区）的 Dwór Kresowy 酒店中

举行。 

 
在雅罗斯拉夫斯基市市长的任职典礼上，到场的有中央

政府、当地政府、研究院、商务机构和媒体的代表。 

 

巴尔喀阡山省省长 Małgorzata Chomycz-Śmigielska 

女士对巴尔喀阡山及其发展机遇作了简要介绍。

Jarosławski、Przemyski 和 Lubaczowski 市的市长对

投资所在地区的经济、旅游和文化状况作了介绍。Jerzy 

Batycki、Jan Pączek 和 Józef Michalik。 

 



 

 

波兰经济部国务秘书 Mieczysław Kasprzak 和波兰信息

与外国投资局局长斯瓦沃米尔·马耶曼强调了新增投资

对促进地区发展的重要性，并对投资者和当地的项目实

施机构保证了支持措施已准备到位。公司代表对科尔车

瓦物流园区项目作了介绍。Wim Van Damme 和 

Krzysztof Nowak。 

 

项目总值约为 1.2 亿欧元，共可创造约 1500 至 2000 个

就业岗位，这些岗位均位于失业率较高的普热梅希尔地

区（17.0% - 2012 年 9 月），这对该地区的发展起到重要

的促进作用。 

 

投资者估计该物流园区约占地 70 公顷，地处该地区战略

要地。园区内共设有符合 SETPOS 和 TAPA 国际安全标

准的加油站和服务站，可承担  300 辆卡车的加油和服

务。 

 
“科尔车瓦”可为其客户提供现场服务、酒店和零售商

务中心以及面积达 3750 平方米的购物商城。园区内占地

最大的为物流仓库和寄售库存（175000 平方米）以及制

造活动场地（15000 平方米）。 

 
园区分布的广泛性及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科尔车瓦是

波兰和乌克兰的重要边境）对推进跨国合作的发展具有

特殊意义。该物流园区预计于 2014 年底投入运营。（波

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 
 
 

库诺特的新投资项目 

罗兹经济特区内今年将建成最大的投资项目。自  UMA 

投资公司在库诺特分区建厂以来，这已是该公司对该区

域的第二次投资 

 

新投资的实施包括新生产大楼的建设，食品产品的生产

将在大楼中进行。整个项目预计于 2015 年中旬完成。 

 
目前为止，投资者们已声称在罗兹经济特区内投资 5 亿

兹罗提，将创造超过 850 个就业岗位。（罗兹经济特

区） 

 
 

Synthos 公司投资研发中心 

Synthos 公司于 11 月 26 日与经济部签署了一项协议。

协议声明，由该公司为新的研发中心提供资助。该研发

中心将在奥斯维辛落成 

 
公司考虑在项目中创建一所配备现代仪器的研发中心，

目的在于开发和生产创新性产品，主要包括前沿类型的

合成橡胶。 

 
该项目为公司研发中心开发的二期工程。一期工程已经

完工并于 2009 年 9 月投入使用。新研发中心的落成典礼

预计于 2013 年 9 月进行，而整个项目预计于 2014 年 6 

月完成。 

 

欲 知 详 情 ， 请 登 录 点 击 以 下 链 接 ：

www.synthosgroup.com/pl/corp/centrum-
prasowe/aktualnosci （Synthos 公司） 
 

 

 

分析与报告 

 

欧洲劳动力成本 

据塞德拉克&塞德拉克发表的“2008-2011 年，欧洲中

东部地区劳动力成本报告”，自危机开始以来，欧洲中

东部国家劳动力成本增长最大的地区为保加利亚 

 

2008 年到 2011 年期间，保加利亚的薪水和非雇佣劳动

成本提高了 33.4%。以下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也有显著提

高，罗马尼亚(+17.3%)，波兰(+12.5%)和捷克共和国

(+11.6%)。 

 

“2008 年到 2012 年期间，并不是所有国家的劳动力成

本都有所提高。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的成本分别降低了

6.7%和 3.8%。这种改变对在波罗的海国家的出口竞争性

上有正面影响。尤其是出口到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在这些

国家的经济中扮演者重要角色，即 78%和 59%的 GDP

增长。”塞德拉克和塞德拉克的加布里埃拉·贾伯斯卡

如是说。与波兰相比，这一部分为 45%。 

 
值得一提的是，保加利亚和罗马伊尼亚仍然是欧洲大陆

上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11 年

一小时劳动力成本为 3.5 欧元或略微高于 4.0 欧元。 

 
在波兰，每小时劳动力成本达到 7.1 欧元，捷克共和国

为 10.5 欧元，斯洛伐克为 8.4 欧元，斯洛文尼亚为 14.4

欧元，匈牙利为 7.6 欧元，爱沙尼亚为 8.1 欧元，拉脱



 

 

维亚为 5.9 欧元，立陶宛为 5.5 欧元。像挪威这样劳动

力成本最高的国家在 2011 年，每小时要付给工人 44.5

欧元的酬劳。稍微低一点就是比利时（39.3 欧元/小

时），瑞典（38.6 欧元/小时），丹麦（38.6 欧元/小

时）。（塞德拉克&塞德拉克） 

 

2013 经济自由排行 2013 

与 2008 年相比，波兰增加了 1.8 个点，在 10 个经济

自由地区中，排名第六。在欧洲的 43 个被调查国家

中，波兰排名第 26 位 

波兰得分为 66 分，在经济自由排行榜-2013 经济自由指

数中排名第 57，该排行榜给超过全球平均水平的经济区

进行评分。 
 
波兰经济在经济自由的许多方面都表现的非常不错。据

排名作者称，国家最大的优势就在于贸易自由。保证政

治稳定，将贸易障碍讲到最低，通过开放市场政策为商

品活动提供支持，波兰为业务发展创造出了一个活跃的

环境。波兰经济是欧洲唯一一个在过去二十年里一直在

增长的经济。该报道还指出，该国家的贪污腐败程度减

轻。 
 
但是，专家指出，波兰也存在一些威胁，比如预算赤

字、国债增长、司法不完善。 
 
得分超过 80 分的国家和地区有：香港，新加坡，澳大利

亚，新西兰和瑞典。分数较低的国家有法国（第 62

名），意大利（83 名），中国（136 名），俄罗斯（139

名）。一共对 177个国家进行了调查。 
 
2013 经济自由指数排名的作者为传统基金会和华尔街日

报的作者。（传统基金会） 

 
雇主在聘用专家和经理时更加仔细 

据安拓全球快照，波兰雇主的乐观程度有所降低。但

是，没有专业人员和经理的裁员计划，大部分公司尽管

经济状况不佳，仍然不会进行裁员。波兰的劳动市场在

欧洲任然是最具吸引力的市场之一，员工雇用人数为中

上水平 
 
2012 年第四季度，专业人员和经理的招聘人数为 52%

（降低了 6%）。2013 年年初，聘用计划宣布招聘 48%

的调查对象。裁员率基本保持在 16%以下的较低水平，

预计会增长到 17%，稳定的裁员率是一个好兆头。 

 
雇主仍然在寻找熟练的员工，且与此同时，在经济状况

增长的第二季，预计会有大规模的就业增长。在 2013

年第一季度，主要需要中级和高级管理人员，SSC/BPO

部门（81%），电子商务（71%），信息技术设备

（70%）报道。 
 
但是，2013 年第一季度，专业人员和管理者裁员计划在

律师事务所（46%）和通讯领域公司（33%）以及产业

公司（29%）的实施力度最大。 
 
安拓全球快照调查的第二版证实，招聘活动以从所谓的

西方经济国家转移至新兴经济国家。在安拓国际点差得

国家中，大部分公司都称需要专业人士和经理，其中三

个位于非洲-博茨瓦纳，尼日利亚和加纳。另外排名后五

位的国家为欧盟成员国：葡萄牙、意大利、德国和西班

牙。“波兰在第一季度，计划雇佣专业人士和精力的公

司百分比为中等水平。但是，由于其计划裁员百分比较

低，我们可以说它是最稳定的劳动市场之一。”阿图

尔·斯奇巴，安拓国际首席执行官兼就业机构协会副会

长。 
 
安拓全球快照第十三版研究了从欧洲、亚洲、非洲和美

洲52个国家16,832家公司采访中收集的数据。完整的研

究报告可在如下网站进行查阅 WWW.NEWS.ANTAL.COM 
 
 

就业展望调查  

万宝盛集团的就业展望调查显示，波兰雇主预计 2013 年

第一季度的劳工市场 就业状况不佳 

 

根据万宝盛集团报告，波兰雇主预计劳工市场将遭遇寒

冬。自万宝盛集团在 2008 年第二季度在波兰开展就业市

场调查以来，波兰第二季度的劳工市场雇佣状况跌至谷

底。 

 

在受访的 750 名波兰雇主中，仅有 9% 的雇主表示将在

下一季度中增加其员工数，15% 的雇主表示将进行裁

员，而高达 73% 的雇主表示员工数量保持不变。预计采

矿及采石业的劳工市场状况最为糟糕，报告显示净雇佣

前景指数为 -7%。表现最为强劲的为运输、仓储及通讯

业，其前景指数为 +11%，而批发及零售贸易业的就业状

况也较为乐观，其雇佣前景指数为 +10%。 

 

与 2012 年第一季度相比，10 个行业的就业状况有所下

滑。建筑业的报告显示，其就业指数陡降 24%，而采矿

及采石业报告中显示其就业指数也下降 17%。 

 

纵观全球，研究报告表明大多数雇主预计。今年首个季

http://www.news.antal.com/


 

 

度的就业活动指数将有所波动。调查的 42 个国家中有 

29 个国家的净就业前景指数显示为正。全球范围内，就

业前景表现强劲的国家有台湾（ +35% ）、印度

（27%）、巴西（21%）和墨西哥（20%）。 

 

欲知调查的所有 42 个国家的就业状况详细信息，可

通过使用新的互动型万宝盛集团就业展望调查探索

工具访问该网址：

http://manpowergroupsolutions.com/DataExplorer/（万

宝盛集团 

 
 

英国驻欧洲商会理事会（COBCOE）与英国贸易与投资机

构（UKTI）对中欧及东欧市场进行的评估 

中欧和东欧市场，尤其是波兰成为了英国商业发展的最

佳候选国家 – 英国欧洲商会 – 英国商会驻欧洲理事会编

撰的报告中明显指出，波兰近年来已成为该地区的新兴

市场 

 
报告中显示了地区战略性产业（能源、基础设施、医疗

保健、汽车制造、国防、零售）中的贸易和投资机遇。 

 
关于波兰，作者指出其经济稳定并保持持续增长。文中

强调了波兰作为欧洲部分地区领导者的重要性，其经济

依赖于 3 大支柱：持续性发展，优质的员工和对投资者

而言附有吸引力的经济特区。研究报告中指出，波兰的

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收比例最大（与去年相比，2011 年

增加了 75%）。 

 

作者认为，潜在的投资者应倾向于朝稳定的经济发展方

向出发，尤其注重以下行业：能源业、医疗服务市场、

基础设施制造业、业务流程外包业、国防业、汽车制造

业和零售市场。 

 

波兰商业文化与英国有很多共通点。作者写道，不仅如

此，波兰经济最强劲的增长点在于工作人员接受过良好

的教育并具有专业能力和良好的外语水平。由于波兰经

济的稳定增长，波兰即使在经济危机时期依然成为主要

的经济增长体。这不仅仅是地区性，乃至整个欧洲和全

球范围内依然如此。 

 
报告由独立机构撰写。该机构代表英国驻欧洲商会 – 英

国驻欧洲商会理事会（COBCOE）与英国贸易与投资机

构（UKTI）的合作组织。 
 
 

地区信息 

 
投资波兰，投资米亚和马祖里地区 

米亚和马祖里地区为国内外投资者提供了富有吸引力的

投资环境。投资者可从当地政府获得安置妥当的土地、

充足的人力资源以及整洁的环境和友好的服务态度 

 

对在米亚和马祖里地区投资的投资者优惠政策： 

- 地方税优惠和减免； 地方政府以地产免税的方式

鼓励投资； 

- 经济特区 – 富有吸引力的投资区，税务减免（所

得税）高达 70%； 

- 投资过程扶持 – 为了缩短投资周期并提升对投资

者的服务质量，投资者在投资的各个阶段将获得

政府的全面扶持（“一站式”服务）； 

- 独具魅力的投资区域和友好的当地政府 – 每周将

对积极引进投资的地方政府进行介绍。 

 (www.investinwarmiaandmazury.pl) 
 

 

投资皮什！ 

在“投资波兰，投资米亚和马祖里，投资…”等系列文

章中，我们将向您介绍米亚和马祖里地区最具吸引力的

投资区。我们将在本文中为您介绍皮什市 

 

皮什市位于马苏里亚恩湖区南部，紧邻皮什河畔的皮斯

卡森林。第 58 号和 64 号国道以及奥尔什丁 – 埃乌克（

Olsztyn – Ełk）铁路线横穿市区。 

 

皮什分区位于第 58 号国道沿线附近。该地区曾在波兰信

息与外国投资局和米亚和马祖里省政府联合举办的“

2005 年黄金投资区”的评比中获奖。 

 

皮什公社中主要行业之一为木材加工业。该行业中的主

要公司有“Telmex”和“Sklejka – 皮什”等公司。

Telmex 公司主营家具和家具饰品。其产品在波兰和外国

消费中中备受青睐。公司最大的产品贩售商为瑞典的宜

家家居公司。“Sklejka – 皮什”公司是皮什社区最大的

投资方和波兰最大的胶合板生产商。 

 

除木材加工业外，旅游业也在马苏里亚恩湖区的皮什公

社地区欣欣向荣。 

 

皮什市为投资者提供特别优惠政策。其中之一便是地产

税豁免。除投资经济特区所属地区以外，投资者还有权

获得所得税豁免，额度高达 70%。 

 

http://manpowergroupsolutions.com/DataExplorer/_


 

 

详 细 信 息 请 访 问 以 下 网 址 ：

http://www.paiz.gov.pl/20130108/inwestuj_w_piszu （米亚 

– 马祖里地区 COI） 

 

 
 
 
到库兹尼克投资！ 

该系列中的其他文章还包括“投资在波兰，投资在瓦米

尔亚和马祖里。投资在……”，可供查阅。 

该文章可在如下网址进行阅览： 
http://www.paiz.gov.pl/20130116/inwestuj_w_kurzetni
ku 
（瓦米尔亚和马祖里 COI） 

 
 

 

 

 

 

 

 

 

 

 

 

 

 

 

 

 

 

 

 
 

 

您知道吗？ 

 

波兰的水下酒店设想 

由于创新经济计划提供资金支持，水下酒店模型将在格

丁尼亚诞生。给建筑的设计构型让您可在酒店中欣赏珊

瑚礁的美景。马尔代夫和迪拜的各大酒店纷纷表示有意

投资建设 

 

由于得到欧盟 1600 万兹罗提的资金支持，来自格但斯克

科技大学的科学家们与深海技术专家们合作，共同对名

为“研究用水下及水上设备的研究和设计施工”的项目

进行研究。 

 

由来自格但斯克的工程师们设计的酒店基于两个方案：

方案一：位于水下。酒店将构建于水下 10 米处，酒店内

设有约 20 个房间；方案二：位于水上。 

 

两个方案的建筑构建均需采用吨位较高的悬臂梁和可提

供垂直通道的电梯及楼梯。 

 

该酒店模型的构建将在 2013 年启动。这将成为世界上首

个此类风格的建筑物。（MRR） 

 

 
 
 

http://www.paiz.gov.pl/20130108/inwestuj_w_piszu
http://www.paiz.gov.pl/20130116/inwestuj_w_kurzetniku
http://www.paiz.gov.pl/20130116/inwestuj_w_kurzetni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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