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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波兰——非洲合作大会 

全球发展速度最快的 20 个国家中，有 10 个国家来自撒哈拉以

南的非洲地区。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副局长 Monika 

Piątkowska 在罗兹举办的第一届波兰-非洲合作大会上作出上

述讲话。本次会议长达两天，由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组办，

旨在介绍非洲的商业前景 

 
-非洲是全球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而波兰也正在不断发展，

力图寻求新的商业合作伙伴。波兰副总理 Janusz Piechociński 

在会议开幕上作出上述讲话。尽管非洲和波兰有异，但二者仍

然有诸多共同之处——尤其是“企业家精神”。许多发言人如是

说。本次大会集结了诸多非洲国家的外交官、波兰政府代表，

以及波兰及非洲企业代表。 
本次大会项目还包括专题小组会议，其中包括 Piątkowska 女士

领导组织的投资专家组，以及波兰与非洲企业家进行企业对企

业（B2B）谈话。本次大会于 11 月 26-27 日在罗兹举办。（波

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 
 

进军经济特区（SEZ）的最佳时机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EY）在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作了“波兰

——真正的经济特区”这一报告，介绍了波兰经济特区的发展 
 

- —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局长斯瓦沃米尔·马叶曼如是说，

就此对本次会议问题展开讨论。 
- —14 个经济特区的征税政策均打破了国家激励体制“皇冠

上的珍珠”。 
 

据安永会计师事务所（EY）报告，2008-2012 年波兰累计国内

生产总值（GDP）增长了 18.1%。这一增长目前在欧洲（EU）

居于首位，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也名列前茅。

同一时期，欧洲（EU）经济锐减了 0.8%。 
 

华沙进军布加勒斯特 

总理唐纳德·图斯克、经济部副部长克里克（Ilona Antoniszyn-

Klik）和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局长斯瓦沃米尔·马叶曼携同 20 

名波兰企业家前往布加勒斯特参加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论坛 
 

这是中国新任总理李克强与波兰总理首次共同出席的会

议。波兰总理图斯克鼓励与会人员在中东欧（CEE）地区与中

国旅游业合作方面更加积极努力。本次会议是华沙会议的续

会。首次华沙会议在 2012 年 4 月举办。中国-中东欧经贸论坛

集结了欧洲外部的巴尔干半岛诸国等 16 个欧洲国家领导人。 
 

德国记者访问波兰 

11 月 25 日，德国杰出媒体记者抵达波兰进行媒体访问。本次

访问是由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组办 
 

本次访问包括：与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局长共同出席会议，

并访问经济部副部长克里克（Ilona Antoniszyn- klik）、罗兹副

市长马雷克 ·切希拉克（Marek Cieślak）、波美拉尼亚元帅 

Mieczysław Struk 以及波兰企业代表。德国记者小组包括优秀

日报《南德意志报》、商报《法兰福克汇报》以及《明镜》周

刊代表。本次研究访问将于 11 月 28 日结束。（波兰信息与外

国投资局） 
 

再生能源——现状及管理 

11 月 22 日，在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介

绍了第五次“波兰风能”报告。波兰拥有 795 家风力发电厂，均

坐落在波兰西北部地区 
 

波兰和欧洲风能市场的管理环境发生了转变，其中包括再生能

源支持体系。会上，与会专家就投资及产业前景的最大障碍进

行了讨论。第五次“波兰风能”报告是由 TPA Horwath 集团、波

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以及 BSJP 律师事务所共同编纂。 
 

波兰经济特区（SEZ）和中国商业 

为何经济特区是中国投资商的绝佳选择？波兰经济特区与中国

经济特区有何区别？——会上，中国宁波代表团讨论了上述问

题 
 

双方强调了中波关系的重要性。诸多在波兰投资的中国投资商

以及上一年度的中国出口增长量（2011 年达到 30%）都说明

了双方良好的合作关系。培新国际集团——第一家在波兰证券

交易所上市的中国企业——也在本次会议上被提及。 
 

 
宁波代表团在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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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地亚与波兰关系更进一步 

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招待了 Andrea Bekić 率领的克罗地亚代

表团。会上，双方介绍了共同合作的机遇，其中包括两国最具

吸引力的投资领域 
 

- 安然度过经济危机且经济增长势头良好的欧洲国家鲜少，而
我们正是其中之一。波兰为外国合作伙伴提供的最重要价值当
属投资稳定性。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局长斯瓦沃米尔·马叶

曼作出上述讲话，就此拉开会议帷幕。其还补充说，克罗地亚

“对投资商具有相当的吸引力，且前景乐观”，为波兰商业创造

了极大的机遇。 
 

克罗地亚地处巴尔干半岛地区，是波兰主要的投资合作伙伴，

双方均有相互投资。2014-2020 年，欧洲将再度向克罗地亚投

资 €80 亿欧元。因为波兰投资商在欧洲资金回笼方面拥有相当

丰富的经验，所以其将在该国为波兰投资商创造一大机遇。波

兰企业名单中，意图在克罗地亚发展商业的企业包括保险行

业、食品行业以及服务行业。——克罗地亚市场欢迎你。克罗

地亚驻波兰大使 Andrea Bekić 作出上述总结。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中欧关系 

在华沙经济学院（SGH）举办的会议就中欧进一步合作事宜进

行了讨论。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局长斯瓦沃米尔·马叶曼出

席了本次会议 
 

会上，主要发言人探讨了双边贸易关系。其还讨论了影响两个

经济强国贸易合作关系以及合作挑战的限制因素。“后金融危

机时代的中欧经贸关系”会议的与会人员还力图为采用何种手

段加强中国企业发展这一问题寻求解答。 
欧洲和中国分别是全球第一大和第三大经济体。目前，中国是

——继美国之后——欧洲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中欧双方每日

贸易价值超过 €10 亿波兰兹罗提。 
 

 
 

波兰公司和中国的电子商务市场 

中国的电子商务市场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商务市场之

一，而且它的发展非常迅速。中国政府非常看好虚拟贸易，因

此，这种积极的态度也影响着国家的内部改革进程 

 

中国人喜欢在国内的在线商店购物，其中最流行的一个购物网

站叫做淘宝。中国有 4.5 亿互联网用户，其中至少 3 亿来自于

中产阶级。 

 

目前，电子商务在中国正经历着快速发展。中国是全球最大的

电子商务市场，占 B2C 行业市场总额的 90%。大约 2 亿中国

人会在网上购物，其中近 85%通过专门的在线支付公司进行网

上支付。2010 年，根据已实现的营业额水平，中国网络市场

的价值约为 4600 亿元人民币。根据贝恩公司的专家预测，

2015 年中国电子商务市场能够达到 1500 亿元人民币这样一

个惊人的数字（约为 7500 亿波兰兹罗提）。 

 

 

 

 

波兰和土耳其——通过创新而连接 

波兰和土耳其有很多共同点：一个庞大的国内市场，繁荣的经

济，有抵抗危机的能力而且年轻，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而

这两个国家在对待创新方面也有着相同的态度吗？11 月 15

日，华沙证券交易所举办了一场有关“波兰和土耳其经济中创

新在金融和电信行业的重要性”的辩论 

 

- “波兰已经成为一个欧洲领先的业务流程外包中心。我们
从呼叫中心，这个目前在土耳其业务流程外包行业中占主



 

 

导地位的板块做起。今天，波兰的 IT 中心能够提供更为
先进的服务。”波兰信息与外商投资局副主席 Monika 

Piątkowska在辩论期间说到。 

 

2007 年，土耳其政府决定，该国的一项长期经济目标就是实

现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10 年之后，伊斯坦布尔被期望于能

够在该区域处于领先地位，在未来 30 年内，土耳其有可能成

为一个在世界上排名第五或第六的最重要的金融中心。 

 

在波兰信息与外商投资局的卡塔尔银行 

11 月 14 日，波兰信息与外商投资局举办了一场有关在波兰和

卡塔尔投资机会的商务会议 

 

会议参与者们讨论了有关多哈银行与该机构合作的商务计划在

未来可能有助于加强波兰和卡塔尔公司的关系。 

会议是在波兰总统 Bronisław Komorowski 对海湾国家访问的

场合下组织的。 

 

为迪拜加油 

迪拜作为金融和交通中转中心，在全球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根据波兰政府的决定，波兰正式支持迪拜作为举办 2020

年世博会的候选国家。投票将于 11 月 27 日在巴黎的国际展

览局别墅(BIE)举行 

 

迪拜提出的世博会主题是"连接思想，创造未来"。它反映的理

念是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全球进步与和平共存的最好方

式。如果迪拜成为 2020 年世博会的举办地，它将成为在中

东、北非和南亚地区第一个举办这样高层次的全球性盛会的国

家。 

 

进军非洲  
-我们正在不断向非洲进军。非洲遍地是商机——波兰信息与

外国投资局局长斯瓦沃米尔·马叶曼在总结政府访问南非与赞

比亚事宜的新闻发布会伊始对观众如是说，并宣布召开 2013 

年首届合作关系及波非合作大会 
 

经济部副部长克里克（Ilona Antoniszyn-Klik）、安哥拉驻波兰

大使 Domingos Culolo、罗兹中央商会会长 Witold Gerlicz、罗

兹中央商会（CCC）律师及Zarys公司业务经理（BDM）Paweł 

Ossowski 就波非关系进行了探讨。 

 

经济部副部长克里克（Antoniszyn-Klik）强调了《加油非洲》

项目的重要性。该项目是由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贯彻实施。

其认为，《加油非洲》是发展经济合作的平台，是向非洲国家

推广波兰产品的有效手段。——我们相信，发展更加紧密的经
济关系，双方关系能够因此更加密切。——副部长作出上述总

结。 
 

新闻发布会于 11 月 13 日在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召开。本次

会议是由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协同罗兹中央商会以及非洲研

究所共同组办。（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 
 

 

 

左起：罗兹中央商会（CCC）律师 Janusz Michaluk、Zarys 公

司业务经理（BDM）Pawel Ossowski、安哥拉驻波兰大使 

Domingos Culolo、经济部副部长克里克（Ilona Antoniszyn-

Klik）、罗兹中央商会（CCC）会长 Witold Gerlicz，以及波兰

信息与外国投资局局长斯瓦沃米尔·马叶曼。 
 

 

波兰探索拉丁美洲 

-我们为拥有拉丁美洲这样强大的合作伙伴感到骄傲——波兰

信息与外国投资局局长斯瓦沃米尔·马叶曼在太平洋联盟会上

发表上述讲话。他补充说，——我希望，我国将有更多的企业
家向你们投资 
 

斯瓦沃米尔·马叶曼正式拉开会议帷幕。本次会议旨在加强波

兰与拉丁美洲四个国家的经济合作——即墨西哥、智利、哥伦

比亚，以及秘鲁。上述四个国家作为太平洋联盟区域经济一体

化平台，共同运作。会上就联盟主要问题进行了探讨。经过进

一步一体化，联盟成员业已逐渐向货物、资金以及国民自由流

动这一方向发展。尽管太平洋联盟仅有四个国家，但其在全球

仍占有重要地位，且经济实力强大。因此，通过贸易的不断增

长、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地方群落和区域的不断丰富等多边

合作，双方一定能够从中获益。 
太平洋联盟会议于 11 月 7 日在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召开，

会上就南美区域的招商引资展开讨论。本次活动是由该联盟所

有成员国大使共同组办。 

 

波美拉尼亚经济特区获得新投资 

Metalbark 和 Metalcnk 两家新企业业已在比得哥什工业科技

园运营流转 

 

Metalbark 专门从事多层停车场或仓库以及体育建筑相关的钢

铁结构与钢铁项目总体建设。该企业涉猎所有欧洲市场（尤其

是德国与英国），其还波兰合伙人共同合作。Metalcynk 隶属

于 Lars Baumgürtel 所有的福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该公司在

德国、比利时、荷兰以及波兰（近期）开办了逾 35 家镀锌工

厂。 

 

比得哥什工业科技园新晋两项投资将毗邻而居。Metalbark 将

生产钢铁构件，并交由 Metalcynk 进行镀锌。（BPPT） 

 



 

 

欧洲园 Wisłosan 开发两项新项目 

波兰工业发展署（ARP）业已向两家企业下发许可证，允许

其在塔尔诺布热格经济特区欧洲园 WISŁOSAN 运营。该投资

价值高达 2000 万波兰兹罗提，将创造 13 个新的工作岗位。 

 

该项新投资将在斯塔洛瓦沃拉区域落成。Seron Kołodziejczyk 

Sp. 企业将采用全面数控（CNC）机床进行生产。Bagpak 

Poland Sp. z o.o. 企业计划生产食品专用铝塑包装——易拉罐和

易拉盖。其为 Bagpak 企业在斯塔洛瓦沃拉区域收到的第三张

许可证。 

 

自  2013 年初，波兰工业发展署（ARP）业已向欧洲园 

Wisłosan 下发了 10 张营业许可证。最新投资总价值预计达到 

4200 万波兰兹罗提。该企业还宣称将创造 107 个新的工作岗

位。（波兰工业发展署） 

 

在波兰做生意的原则 

博科尼大学的学生拜访了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PAIiIZ)。这

次会议是国际学术项目的一部分，旨在向意大利学生介绍在世

界各国做生意的原则和方法 

 

意大利学生这次访问波兰的主要目的是熟悉在波兰做生意的原

则。在会议中，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 PAIiIZ 经济促进部门的

代表们讲解了国外直接投资流进入波兰的原因、影响和启示。

此外，还举行了一个研讨会，介绍 PAIiIZ 在支持外国投资者上

的经验。该会议于 11 月 6 日在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

（PAIiIZ）举行，由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董事会顾问 Maciej 

Górski 主持。 

 

 

来自波兰东部的公司称赞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 

据波兰东部的公司所知，和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的合作为这

些公司在波兰做生意提供了最有效的支持。在 11 月 6 日举行

会议期间，波兰东部经济促销计划（EPEPP）的效果已经呈现 

 

已经有来自波兰东部的 50 多名企业家从促销活动中获利，活

动是由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举办，作为波兰东部经济促进计

划的一部分。所有的与会者都积极的评价了该活动，尤其在提

供贸易任务上。Haber Yachts 公司 CEO Janusz Konkol 表

示，和波兰信息和外国投资局的合作使国家支持波兰商业最有

效的方式之一。 

 

区域发展副部长 Iwona Wendel 提出了波兰东部经济促进计

划（EPEPP）在 2014-2020 年期间面临的财政方面问题，概述

了活动未来的重点。 

 

在波兰东部经济促销计划中，有来自波兰东部的 1,473 名企业

家和 395 名地方政府的代表以及 60 名外国公司的代表参加了

123 项活动。 

 

 

 

区域投资中心（RCOI）认证 

PAIiIZ 信息中心在 11 月 5 日举办了一个会议，总结了区域投

资援助中心的认证结果 

 

所有参与区域投资援助中心认证的项目都获得了证书。这是一

个非常乐观的结果，获得了至少 75%的同意票，批准了区域投

资援助中心认证资格，保证了其使用官方名称“认证的 PAIiIZ

合作者”。区域投资援助中心认证领导名单为（按以下顺

序）：Pomorskie 省 (98% 分 ), Zachodniopomorskie 省

(93%分) 和 Dolnośląskie (88%分)。 

 

认证分 3 个步骤完成。分别为：对之前和 PAIiIZ 在投资项目上

的合作做一次评价；认证考察团检验 RCOI 在对待潜在投资者

时的专业和技术防范，以及由 RCOI 员工用英语做的区域投资

评 价 介 绍 ； 更 多 信 息 ：

www.paiz.gov.pl/20131106/certification_of_RCOI (PAIiIZ) 

 

 
波美拉尼亚 COI 的 CEO Marcin Piątkowski、波美拉尼亚发

展署副主席 Piotr Ciechowicz、PAIiIZ 董事会成员 Bożena 

Czaja 和 Monika Piątkowska。 

 
 

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访问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 

新波商业论坛期间，在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和波兰副总理 Janusz 

Piechociński 共同见证下，两国企业代表就商业合作进行了探

讨。本次活动是由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与新加坡工商联合总

会共同组办 
 

论坛开幕时，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局长斯瓦沃米尔·马叶曼

强调了新加坡在全球竞争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来自汽车、能

源、建筑、旅游、石油及天然气、物流、卫生保健行业的企

业，以及波兰地方部门代表出席了本次活动。论坛开始前，波

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局长与当局外国投资部代表在波兰信息与

外国投资局信息中心会见了新加坡代表团。双方就经济危机形

势下波兰投资吸引力及其不断取得的经济成就展开会谈。来宾

还了解了再生能源、汽车、信息通信技术（ICT）、研发等战

略行业的前景。 
 
 



 

 

 
新加坡代表团访问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 

 

湖北寻求新的合作关系 

湖北-波兰经贸合作洽谈会为中波加强商业合作迈进了一大步  
 

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局长斯瓦沃米尔·马叶曼鼓励中国湖北

省代表投资波兰，特别是投资电子行业、再生能源行业，以及

信息通信技术行业。——波兰人民是中国人民在欧洲的盟友；
其补充说道，正是波兰企业家的共同努力，波兰才能在经济危
机中安然无恙。 
 

仪式正式内容结束后，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与湖北省商务厅

签订了合作协议。中国企业三环集团与两家波兰企业，即滚珠

轴承生产商 Fabryka Łożysk Tocznych w Kraśniku ，以及从事有

色金属贸易的 Impexmetal 签订了《谅解备忘录》。洽谈会于 

10 月 29 日在华沙凯悦酒店组办。（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 
 
 

 
 

 

访问日本 

10 月 25 日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局长斯瓦沃米尔·马叶曼与日

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签订了合作协议  
 

加强两国经济合作，会见乐天、日本碍子株式会社，以及日本

住友化学株式会社代表——波兰三大日本投资商——是波兰副

总理 Janusz Piechociński 和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局长斯瓦沃

米尔·马叶曼正式访问日本的主要目的。 
 

马叶曼先生会见了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 Hiromasa 

Yonekura。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是日本最主要的商业联盟。波

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代表访问了瑞穗银行。双方就加强共同努

力鼓励日本进一步投资波兰达成一致意见。 
 

日本是波兰最大的亚洲投资商。目前，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

支持九个日本对内投资项目，总价值达到 €6300 万欧元。该项

目至少创造 1,000 个新的工作岗位。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主席 Satoshi Miyamoto 与波兰信

息与外国投资局局长斯瓦沃米尔·马叶曼签订合作协议。其上

方左起为：日本贸易与工业部部长 Toshimitsu Motegi、波兰副

总理 Janusz Piechociński，以及波兰驻日本大使 Cyryl 

Kozaczewski。 
 
 

与土耳其合作关系更进一步 

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继续为进一步与土耳其合作而努力。10 

月 25 日汉诺威国际信息与通信技术（CeBIT）博览会在伊斯坦

布尔召开。当局组办了关于信息通信技术（ICT）行业开发合

作商机的研讨会。本次会议作为推进波兰经济向土耳其发展这

一项目的内容之一 
 

会议为想要与波兰企业合作的土耳其企业家提供机会，并借此

加强两国关系。在汉诺威国际信息与通信技术（CeBIT）博览

会波兰贸易站，波兰东部企业意图寻求新的商业合作伙伴和拓

展经销商。该站活动由波兰东部经济推进项目出资赞助。 
 
 

波兰与韩国越来越近 

波兰总统布罗尼斯瓦夫·科莫罗夫斯基正式访问韩国期间，波

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代表鼓励韩国企业到波兰投资。当局还与

韩国投资局——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KOTRA）签订了《谅

解备忘录》 
 

本次正式访问始于 10 月 22 日，旨在介绍波兰经济在汽车和制

药行业的前景。次日，波韩经济合作论坛在首尔召开。在波兰

总统布罗尼斯瓦夫·科莫罗夫斯基见证下，波兰和韩国投资局

举行了合作协议签订仪式。本次活动由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

局、波兰驻首尔大使馆贸易投资促进部，以及大韩贸易投资振

兴公社（KOTRA）共同组织，并在公社总部召开了论坛。 



 

 

 

本次活动正式内容结束后，波兰企业家与韩国企业家展开了双

边会谈。（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Prezydent.pl） 
 

 

签名：《谅解备忘录》签订仪式 
 

波兰探索非洲新大陆 

- 我希望在论坛期间建立的商业关系能够落到实处。我与波兰
顶尖企业代表访问贵国。我相信，正是有他们的付出，和对发
展的憧憬与希冀，我们才能取得成功。波兰总理唐纳德·图斯

克正式访问南非时发表上述讲话 
 

在米德兰（南非）举办的商业论坛上，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

以及 TISA（南非贸易投资局）签订了《谅解备忘录》，以期在

两国间建立起广泛的商业合作体系。 
 

本次投资与贸易商机研讨会在约翰内斯堡举办，并由波兰信息

与外国投资局局长斯瓦沃米尔·马叶曼主持，是波兰访问南非

的一重要部分。研讨会就波兰企业进军非洲市场进行了探讨。

会上，波兰企业了解了日益崛起的非洲经济，还了解了南非经

商的文化差异。 
 

在赞比亚卢萨卡的商业论坛中，波兰代表团结束了本次对非洲

的正式访问。论坛上，波兰建筑企业——波兰 Izodom 2000 与

赞比亚合作伙伴签订了合作协议。根据协议，二十栋新房屋将

在卢萨卡拨地而起。本次试点项目价值高达 $500,000 美元。

本次活动正式内容结束后，波兰和赞比亚企业将开展企业与企

业（B2B）对话。本次论坛出席人数达 180 人。（波兰信息与

外国投资局） (PAIiIZ) 
 

图片：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局长斯瓦沃米尔·马叶曼出席约

翰内斯堡研讨会 

 

北欧、东欧——商业无国界 
波罗的海商业论坛在希维诺乌伊希切召开。本次论坛的口号

是：北欧、东欧——商业无国界。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是本

次活动的组办方之一 
 

副总理 Janusz Piechociński 为波罗的海商业论坛揭开帷幕。波

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副局长 Anna Polak-Kocińska 表示，希维诺

乌伊希切是商讨波兰、德国、俄罗斯，以及乌克兰所共同面临

的问题的绝好地方。她还表示，希望会议能够为各方提供机

会，建立商业合作和交流经验。 
 

与吉尔吉斯斯坦展开共同合作 

二十名吉尔吉斯斯坦政府代表抵达华沙，参观了波兰信息与外

国投资局，并就波兰投资激励制度和吸引外国投资方法交换了

意见 
 

本次访问也是为了了解两国合作可能性。代表团以吉尔吉斯斯

坦经济部长萨里耶夫·捷米尔·阿尔戈姆巴耶维奇为首，由财政

部、劳务部、农业水利部等副部长组成。本次访问将持续到 

10 月 24 日。（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  
 
 

乌拉克代表访问波兰  
作为波兰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乌克兰选定地区经验实施项目内容

之一，乌克兰国家投资局和国家项目代表，以及地区发展中心

成员本月访问了波兰 
 

会议旨在交流经验；波方介绍了波兰投资激励制度以及科技园

的重要作用。本次研究访问内容还包括与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

局代表召开会议、访问波美拉尼亚经济特区，以及访问波罗的

海新科技园。（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 
 

全球化和一体化 

副局长 Anna Polak-Kocińska 代表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出席

了第 13 届国际经济论坛。本次论坛于 10 月 10 日至 12 日在乌

克兰特鲁斯卡维茨举办 
 

会议就欧洲国家合作商机、科技园的重要作用，以及全球化和

一体化问题进行了探讨。Polak-Kocińska 女士表示，吸引外国

投资商投资波兰的重要因素中，经济特区和科技园属重中之

重。（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 
 

两名波美拉尼亚投资商荣获波兰十年外国投资商（FDI）奖 

英特尔波兰分公司属于信息通信技术（ICT）行业，其获得了

“十年外国投资商”这一重大奖项。与此同时，格但斯克 DCT 公

司获得了“全球其它地区”“最佳投资商”奖。两位获奖者均在波

美拉尼亚地区有业务往来 
 

十年最佳投资商——英特尔波兰分公司自 1999 年起就已在波

兰进行研发活动。期间，该公司在格但斯克开放了其在欧洲的

第二大研发中心。 
 



 

 

作为另一名获奖者，格但斯克 DCT 公司是波罗的海最重要的海

运码头之一，也是丹麦海峡唯一一个东部企业。丹麦海峡能够

容纳全球最大的集装箱船。BizPoland 波兰十年外国投资商奖

是为了选出波兰最佳外国公司，其由  BizPoland 杂志和 

BiznesPolska 共同组织。（波美拉尼亚投资）  
 

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 

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继续加强与中国的关系。10 月 14 日，

当局作为东道主，热情款待了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来访波兰。

【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CAIFC）】 

 
与会人员在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就波兰当前政治形势、波兰

经济状况以及当地劳务市场交换了意见。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

局局长斯瓦沃米尔马叶曼（Sławomir Majman）强调，波兰企

业家与中国合作的兴趣日渐浓厚。创建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

（CFIFC）这一组织，是为了支持私人外汇，并促进国际及区

域相互联络。 
 

 
签名：中国代表团访问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 

 

哈萨克斯坦对波兰兴趣浓厚 

Eric Utembayev 大使率领哈萨克斯坦官方代表团抵达波兰。外

国来宾会见了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代表，对该国投资商机进

行了了解 
 

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局长斯瓦沃米尔马叶曼向代表团表示热

烈欢迎，并说明了波兰如何在经济危机下持续坚挺，获得成

功。Iwona Chojnowska-Haponik 主任以及当局外国投资部代表

向众人阐明了外国投资谋求机制和产业服务提供机制。会上还

探讨了波兰投资激励制度。 
 
 

中波铁路合作密切 

中波货运铁路服务正式启动。历经 2 周的旅程，第一辆火车由

中国始发，抵达华沙 
 

中波铁路服务将在中国苏州货运站以及华沙 Cargosped 站之间

来回运行。交通、建设及海洋经济部副部长 Andrzej Massel、

远东大陆桥公司首席执行官（CEO）Moshe Levy、FELB 副总裁 

William Wilhelm Patzner 、 Cargosped 首席执行官（ CEO）

Daniela Ryczka，以及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局长斯瓦沃米尔马

叶曼出席了苏蒙欧铁路连接官方开幕式。 
 

目前，由中国东海岸运往西欧的货运在海上航行约 35-40 天。

铁路服务节省了两周时间。（Cargosped/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

局） 
 
 

 
签名：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局长斯瓦沃米尔马叶曼出席中波

铁路连接开幕式 
（来源：Cargosped） 

 

波兰制造 

“波兰制造”产品由“劳动力充足、热情似火、革弊创新、纪律

严明、质量上乘、竞争力强大”的国家生产制造。其颇具吸引

力，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强大竞争力。上述要点是波兰最新官方

活动的要点，用以推广业已投放市场的波兰品牌 
 

波兰品牌正满怀信心进军外国市场。“波兰制造”标签与质量关

系日趋密切。10 月 14 日经济部开展活动期间，副总理 Janusz 

Piechociński 强调，波兰的成功要归功于波兰管理者、工程

师、研究人员，以及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员。波兰信息与外国投

资局副局长 Monika Piątkowska 补充说，全球市场推广的波兰

品牌日益加强波兰国家品牌。 
 

“波兰制造”计划旨在加强波兰形象，即切实可靠的合作伙伴，

且现代化经济跻身外国商业。该活动还将展示波兰企业所提供

颇具吸引力的波兰出口报价。该企业能够与外国商业成功合

作。 
 

 
 



 

 

波兰探索非洲市场 

波兰总理唐纳德 图斯克，在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局长斯瓦

沃米尔马叶曼率领的代表团、波兰政府成员以及商人的陪同

下，访问了南非和赞比亚 
 

图斯克参加了约翰内斯堡和卢萨卡举行的商业论坛。这是本年

度波兰总理和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对非洲的第二次访问。访

问期间，波兰和南非就经济合作事宜签订了政府间协议。本协

议旨在成立联合经济委员会。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和南非贸

易投资局（TISA）——南非投资局签订了《合作备忘录》。其

也同赞比亚发展署签订了相同的备忘录。在非洲市场拓展经济

是波兰政府的一项战略方针。经济部提供“加油非洲”计划，以

期支持经济关系发展，促进波兰产品出口非洲。 
 

德国报业大力赞扬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以及波兰 

德国新闻报《法兰福克汇报》（FAZ）大力赞扬波兰信息与外

国投资局在支持亚马逊公司进入波兰市场中“表现出色” 
 

亚马逊公司投资波兰，是对波兰具有吸引外国投资商能力的认

可。《幸福合伙人》一文作者 Sven Astheimer 写道。——该评

论由《法兰妇科汇报》（FAZ）发表，并配有波兰信息与外国

投资局局长斯瓦沃米尔马叶曼与亚马逊公司欧洲首席运营官

（COO）Tim Collings 分别代表当局和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仪式图

片。亚马逊公司称，将在波兰开放三个运营中心。该中心将创

造 6000 个全职工作岗位，并进一步创造 9000 个临时工作岗

位。 
 

科隆引进波兰东部商业 

2013 年德国科隆国际食品展览会是全球最大食品博览会，其

于 10 月 10 日至 14 日在科隆举办。期间，波兰东部二十家波

兰食品企业在波兰站陈列其产品 
 
 

波兰食品生产商第二次获得波兰东部经济推广计划支持，参与

德国科隆国际食品展览会。与往年一样，企业参与该活动兴趣

浓厚，申请人数远超支持能力。大多数企业先前已参与该博览

会，对其已有所了解。本年度博览会来宾被波兰蛋黄酱、腌制

食品和冷冻食品，以及波兰某些地区啤酒所吸引。德国科隆国

际食品展览会参观者多是消费者。其参观了波兰站，寻求纯正

的波兰生产商和品牌。 
 

 
2013 年德国科隆国际食品展览会波兰站 

亚马逊公司在波兰设立分部 

- 我们十分高兴地宣布，亚马逊公司进驻波兰。亚马逊欧洲首

席运营官（COO）Tim Collins 在新闻发布会上如是说。亚马逊

公司将创造 6000 个全职岗位和临时工作，使波兰就业人口进

一步增加，达到 9000 人次 
 

作为一家美国公司，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自 1 月起已为其提

供服务。其将建立三处配送中心。该中心将坐落于弗罗茨瓦夫

和波兹南邻近地区。各中心均将雇佣 2000 名员工，且占地面

积巨大——约 95000 m2，相当于 13 个足球场大小。在波兰新

建的中心加入亚马逊公司欧洲网络，起初主要为 Amazon.de 网

站顾客提供服务，一段时间后则为所有亚马逊公司欧洲网站的

顾客提供服务。“亚马逊公司这一决定证明，波兰在投资方面

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 ”—— 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主席 

Sławomir Majman 强调。亚马逊公司计划在 2014 年年中首先开

放两处中心。公司最初将雇佣 1200 名员工。招聘事宜将在本

月开始。（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 
 

 

签名：新闻发布会：宣布亚马逊公司进驻波兰。左起：波兰信

息与外国投资局主席 Sławomir Majman、经济部副部长 Ilona 

Antoniszyn-Klik、经济部部长 Janusz Piechociński，以及亚马逊

公司欧洲首席运营官（COO）Tim Collins 
 

韩国人投资华沙  

韩国媒体著名记者应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邀约抵达波兰 
 

10 月 7 日，官方会议在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召开，韩国记

者参与了会议。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主席 Sławomir Majman 

和外国投资部主任代表当局出席了会议。其聚焦经济特区

（SEZ）政府奖助、投资条件以及待遇，介绍了波兰投资商

机。Majman 先生还提到了波兰总统布罗尼斯瓦夫·科摩罗夫斯

基将出席韩国即将召开的经济论坛。10 月 11 日，韩国记者结

束访问。（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 

 
图韩国记者参与会议 

 



 

 

波兰-智利关系翻开新篇章 

在波兰与智利投资商机研讨会召开期间，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

局与智利贸易促进局签订了《谅解备忘录》 
 

签订备忘录，旨在加强两国相互促进和贸易合作。波兰在智利

投资的最大项目——也是过去 20 年波兰在外国投资的最大项

目——是波兰铜业股份有限公司（KGHM）在智利谢拉戈达投

资的石矿建设。估计该项目价值达 $30 亿美元。（波兰信息与

外国投资局） 
 

 

签名：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和智利贸易促进局举行《谅解备

忘录》签订仪式 
 

Grohman Factory 开发赢得一等奖  

Grohman Factory——总部坐落于近期振兴的罗兹经济特区，其

业已获得 John Jacob Astor Award 奖项。此次国际竞赛在 2013 

慕尼黑房地产博览会期间组织。其是全球最盛大的投资博览会

之一 
 

全球近 40 个项目参与此次最佳商业房地产竞赛。获奖者——

Grohman Factory——提供配备现代化会议室和培训室的全配套

办公空间，同时保留了建筑的历史特征。鉴于房地产博览会是

欧洲房地产行业最盛大的活动，该奖项为促进罗兹以及罗兹省

周边地区带来了额外的促进商机和声望。（经济特区） 
 

 

签名：Factory of Ludwik Grohman 

来源：罗兹经济特区（LSEZ） 
 

外国患者选择波兰医疗服务  

波兰治愈了哪些患者？波兰医疗中心能否吸引外国患者？——

医疗旅游新闻发布会上对上述问题和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会议着眼于《波兰医疗旅游促进项目》报告结果。10 月 3 

日，会议在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信息中心召开。该项目由欧

洲企业中心联盟、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以及  Centrum 

AMEDS 实施。其为经济部 t15 贸易促进项目之一。已有 40 名

参与者同意参与该项目：医院、专科诊所、水疗（SPA）及健

康中心，以及医疗旅游代理商。（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 
 

 
医疗旅游新闻发布会上小组讨论 

 
 

 

波兰投资 

 

 

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业已完成 45 个投资项目 

截止到 11 月末，共有 45 名投资商在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支

持下启动了新的波兰投资项目。今年年底，该项目投资总价值

将达到 €7.9 亿欧元。其中，该项目将创造 17,000 多个新的工

作岗位 
 

当局名单中，项目主要来自：美国（38 个正在进行的项目，

价值高达 €8.8745 亿欧元，创造 6,329 个工作岗位）；德国

（24 个项目），以及中国（11 个项目）。波兰信息与外国投

资局还支持日本投资的十个项目，以及英国和韩国投资的九个

项目。 
 

商业服务在所有行业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其中有：BPO（33 

个项目，价值 €2,540 万欧元，创造 7,350 个工作岗位）、汽车

（31 个项目,价值 €12.33 亿欧元，创造 8,666 个工作岗位），

以及研发（13 个项目，价值 €2100 万欧元，创造 1294 个工作

岗位）。 
 
 

卢布林地区新投资 

LIFT-SERVICE S.A. 将在卢布林地区投入生产设施，并至少雇佣 

10 名新员工。该项新投资价值预计达到 €1700 万欧元 
 

该企业专门设计开发各种类型电梯。其还为现有设备提供现代

化及换货服务。其在 2013 年获得了波兰企业发展署和波兰工

业发展署（ARP）颁发的第 24 张许可证，允许其在欧洲园下属

梅莱茨经济特区（SEZ）运营。（波兰工业发展署（ARP）） 
 

扩张经济特区 

欧洲园下属梅莱茨经济特区扩张了 53.4 公顷。新扩张的投资

土地有一半将由两家企业入驻：登比察地区的 LERG-CHEM Sp. 

z o.o. 和什切青地区的 KSO 
 



 

 

欧洲园下属梅莱茨经济特区扩张后，创建了三个新的地区，分

别是万楚特、拉迪姆诺和 Sedziszów Małopolska。由此将创造 

1,800 多个新的工作岗位。该项目价值约为 7.5 亿波兰兹罗提

。 
 

凯捷增加就业  

到明年年底，凯捷将在弗罗茨瓦夫为程序员和工程师创造约

150 个新职位 

 

波兰凯捷计划开发弗罗茨瓦夫软件解决方案中心，提供研发服

务。 该中心开发、测试并运用一种先进的 IT 软件，能够被全

球知名的汽车、金融、交通和媒体品牌所使用。（凯捷） 

 

三星电子在波兰克拉科夫 

三星研发机构于 10 月 30 日在波兰的克拉科夫正式成立新的

办公室 

 

该办公室重点是为欧洲主要移动运营商提供移动网络框架的软

件开发。该办公室将聘用在电子通讯、嵌入式编程以及软件开

发方面的专家。波兰三星研发机构副总裁 Dae-Hyun Sim 强

调，波兰是韩国三星公司在欧洲最重要的地点，因为这里的高

水平技术教育和商业环境有利于投资。 

 

新成立的办公室是三星在波兰成立的第四个研发中心。其他研

发 中 心 分 别 坐 落 在 Warsaw, Poznań 和  Łódź. 

( www.rd.samsung.pl ) 

 

制药企业投资米莱兹经济特区欧洲园 

Colfarm SA 将投资 2280 万波兰兹罗提于米莱兹经济特区欧

洲园。公司计划再招聘 18 名员工，保留 176 个工作 

 

公司计划在已经存在的办公楼里开始生产软胶囊，该办公楼将

进行现代化改造，符合“清洁房间”生产标准。Colfarm 计划

采购新的机器，且建造一个现代的高层货架仓库。公司在米莱

兹经济特区欧洲园运营，生产、混合药物以及膳食补充剂。 

 

在 Łódź 经济特区的新投资 

Thermica 公司和 Sponcel 公司获得在 Łódź 经济特区运营的

资格 

 

Thermica 有限公司将在斯凯尔涅维采附属贸易区建立一个生

产聚苯乙烯泡沫板和化学品的工厂。工厂将配备生产聚苯乙烯

泡沫和添加剂的现代生产线。预计投资约 210 万波兰兹罗

提。公司还计划雇佣 15 名新员工。Sponcel 有限公司将在斯

凯尔涅维采附属贸易区成立一个生产工厂，为家用产品制造人

造海绵。公司至少投资 5000 万波兰兹罗提，且将至少雇佣 35

名新员工。 

 

日本武田药品加强其波兰地位 

由于开发新工厂，日本制药企业武田药品拟在波兰增加一半生

产量 
 

武田扩建工厂将加强该企业在波兰的地位。其将帮助该企业在

日新月异的医疗市场站稳脚跟。随着工厂的扩建，就业人数也

将增长近三分之一。 
 

坐落在 Łyszkowice 的现代制药工厂如同武田设立在波兰的展览

窗。工厂生产药品和保健品，投放到波兰市场，或运输出口。

工厂扩建将在 2014 年竣工。（www.takeda.com） 
 

莱格尼察经济特区（SEZ）新投资 

德国玩具生产商 Sieper 将在莱格尼察经济特区（SEZ）兹沃托

雷亚地区投资超过 2500 万波兰兹罗提，并创造 40 个新工作岗

位。 
 

投资商计划新建一座生产工厂，并在其中安装全新的流水线。

Sieper 是德国投资公司，其属于玩具行业。其专为士高品牌生

产金属模型。今年，截止到目前，莱格尼察经济特区（SEZ）

已为商业经营下发了五项许可。估计本国投资总价值达到 2.25 

亿波兰兹罗提。因此，将创造 225 新工作岗位。（经济特区

（SEZ）） 
 

 

莱格尼察经济特区（SEZ） 
 

TRI 已在波兰开放第二家工厂 

日本在波兰投资的 TRI 企业在梅莱茨经济特区（SEZ）欧洲园

扎古日分区开放了一家汽车配件厂。作为 TRI 在波兰的第二生

产中心，其最初计划至少雇佣 80 名新员工。 
 

波兰 TRI 新建工厂将生产汽车用橡胶防震部件、金属橡胶防震

配件，以及隔音配件。这项价值 3600 万波兰兹罗提的扎古日

投资项目是该企业拓展欧洲市场的下一步工作。 
 

波兰 TRI 隶属于东海橡胶工业株式会社——全球汽车配件日本

制造商，旗下员工超过 1 万人次。 
 

目前波兰存在 85 家日本投资的生产企业。（波兰信息与外国

投资局/波兰 TRI） 
 

http://www.takeda.com/


 

 

 
 

小波兰新投资 

克拉科夫科技园为 Anachron Technology and Pharma-Cosmetics 

下发许可，允许其在克拉科夫经济特区进行商业活动 
 

Anachron Technology 隶属荷兰信息技术企业，其提供电子发票

服务。该企业为全球商业开发软件即服务（SAAS）应用。克拉

科夫经济特区该项投资将允许 Anachron Technology 为全球商

业和消费者提供电子数据存储和读取服务，以及支付服务。

Anachron 最新投资 50 万波兰兹罗提，并将提供 24 个新工作岗

位。Pharma-Cosmetic 将为制药产品建立一处包装和定制中

心。该企业将至少耗费 3300 万波兰兹罗提，并创造 80 个新工

作岗位。（KPT） 
 

博格华纳公司在波兰拓展业务 

博格华纳公司扩展其位于热舒夫喀尔巴阡山科技园中的园区，

开放一处新生产工厂和工程中心。其为博格华纳公司二次投放

欧洲的生产设施。其用于生产先进链驱动引擎式计时系统 
 

新建技术中心提供应用工程和设计、模拟分析、测试验证，以

及材料实验室和车辆工厂。生产工厂面积达 7300m2，生产先

进链驱动引擎式计时系统，其中包括各类凸轮正时技术，以及

汽车和双离合变速器专用螺线管。技术中心占地面积超过 

6700m2，其提供应用工程和研发能力，以期创造新技术，在

加强性能的同时提升燃料经济性，减少排放。欧洲几家主要汽

车生产商近期开始生产。（博格华纳） 

 

米莱兹欧洲园有新投资 

截至 2015 年底，米莱兹经济特区（SEZ）欧洲园下属什切青区

将创造 462 个新工作岗位。Bilfinger Crist Offshore Ltd.（BCO）

业已获得许可证，允许在其进行价值 326m 兹罗提的商业活动 
 

公司将在什切青经济特区（SEZ）分区内建造一座工厂。其将

生产风力涡轮机专用海上风塔地基以及海上地基专用钢结构。

施工工程预计在 2015 年 12 月底竣工。（ARP） 

 

加里宁格勒开放经济特区（SEZ）第一办事处 

10 月 3 日，Warmia-Mazury 经济特区在加里宁格勒开放了办

事处。其是波兰经济特区（SEZ）所建造第一个用以支持波兰

企业的外国办事处 
 

办事处将为有志进入东部市场的波兰公司提供服务。办事处还

将支持其寻找合作伙伴，以及为波兰商业产品和服务寻找资源

及终端用户。（MG） 
 
 

波兰数据 

 

波兰的工业生产 

9 月是波兰近几十年来经济产业中最富有成效的一个月 

 

波兰 9 月的产值与 2012 年同月相比增加了 5.6%，而在 8

月，这一数据与去年同期相比仅达到 2.9%。今年 9 月，欧盟

的工业生产总值上升了 1.2%（年／年），下降了 0.2%（月／

月）。在 2013 年第三季度，欧盟国家中产值实现最大增长的

是爱尔兰、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欧盟统计局）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根据波兰统计办公室（GUS）数据，2013 年第三季度波兰国

内生产总值（GDP）增加了 1.9% 

 

在上一个季度，波兰经济增长 0.8％。 2013 年第三季度，经

季节性调整的 GDP（以不变价格计算，指的是 2005 年）相

对于上一季度实质增加了 0.6%，比去年提高了 1.7％。 

 

根据波兰统计办公室 GUS 的初步数据，在三个季度以后波兰

出口货物的价值估计在 11290 亿欧元的水平。此外，比去年

提高了 6.3％。 另一方面，进口货物价值降低了 0.3％，为

11380 亿欧元。商品赤字降低到９亿欧元。 最近一次，商品

赤字价值在 80 亿欧元。 (MG / CSO) 

 
 

出口订单增长 

根据汇丰银行准备的市场经济数据，波兰十月份的工业情况比

去年同期有所增长。这是第五个连续增长月。波兰工业 PMI

指数增长到 53.4 个点。这是继 2011 年 4 月份起最高的增长 

 

此报告的作者将记录的增长和波兰制造商出口订单的数量联系

起来。这是最近两年半以来最长时间的连续增长。波兰工业部

门每个月增长 0.3 个百分点

（www.markiteconomics.com)。 

 

波兰出口持续增长 

据中央统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2013 年前八个月中波兰出口

价值比往年同期增长了 6.1%，达到 992 亿波兰兹罗提。进口

价值回落 0.9%，缩减至 1002 亿波兰兹罗提 
 

http://dict.bing.com.cn/?form=BDVSP4#GUS
http://dict.bing.com.cn/?form=BDVSP4#GDP
http://www.markiteconomics.com/


 

 

2013 年 1 月至 8 月期间，欧洲出口增长了 2.8%，达到 738 亿

波兰兹罗提。据报告，波兰销往欧洲市场中，出口增长最快的

有：匈牙利（增长了 10.8%）、比利时（增长了 9.6%）、斯洛

伐克（增长了 8.3%）、瑞士（增长了 8.1%），以及西班牙

（增长了 7.5%）。 

据报告，新兴市场增长率最大，增长了 18.4%，达到近 84 亿

波兰兹罗提。其中最重要的出口合作伙伴有：阿拉伯联合酋长

国，出口增长超过 80%；韩国，增长 40%；以及中国，增长 

15.4%。 
就出口增长来看，创下最高纪录的产业包括：农产品（增长了 

12.7%，达到近 126 亿波兰兹罗提），以及化工产品（增长了 

7.8%，达到 142 亿波兰兹罗提）。（CSO/MG） 
 

 

 

分析与报告 

 

 

波兰人英文熟练程度指数领跑欧洲排名 

波兰在欧洲英文熟练程度指数排名中位列第八。该指数专门对

全球国家英语流利水平进行排名 

 
波兰人英文水平高于德国人、日本人以及比利时人。 
据本报告作者称，波兰在英文应用方面迈出了一大步。 

 

良好的英文交流能力在建设现代化知识经济中具有重要作用。

荣登欧洲英文熟练程度指数排名榜，表明了在全球 60 个国家

中，其英文技能卓越，进步明显。（www.ef.com/epi/） 

 
 
 

2014 年贸易形势 

据今年出版的世界银行贸易报告称，波兰在 189 个调查国家中

名列第 45 位。此外，中东欧（CEE）地区投资商将该国誉为最

友好国家。今年波兰经济持续增长，该国排名也达到历史新高 
 

与去年公布的结果相比，波兰排名上升了 10 位（由于排名方

式发生变化，2013 年报告中波兰排名第 48 位）。由于去年引

进了两项重大变革，今年波兰发展势头迅猛——就建立企业和

处理建筑许可而言。 
 

自 2005 年实行贸易形势调查开始，波兰在进步最快国家名单

中名列第 14 位。该国在信贷信誉度方面排名甚高（第三

名）。 
 

世界银行贸易形势报告对全球 189 个国家经济就企业经营进行

了排名。这些国家是根据 10 项基本系数进行排名。该系数称

之为贸易形势指数。（2014 年贸易形势） 
 

国内生产总值（GDP）持续增长 

根据波兰市场经济研究所（IBnGR）发布的宏观经济数据报告

来看，2013 年第三季度，波兰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

了 1.8%。第四季度，年度增长率将达到 2.1% 
 

今年——据研究所预测——年底经济比 2012 年增长了 1.3%。

明年，波兰经济环境将持续改善。据研究所预测，国内生产总

值（GDP）增长率将达到 2.5%。 
 

国内需求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第 3 季度国内需求增长率预

计将达到 1.4%。在连续下降了五个季度后，国内需求第一次

呈现季度性增长。（波兰市场经济研究所（IBnGR）） 
 

 
 

汽车行业出口量上涨 

第 2 季度汽车行业出口量持续上涨  
 

7 月，波兰汽车行业出口价值同比增长了 3.4%，超过 €15.4 亿

欧元。这一结果与 2012 年 7 月和 2011 年 7 月相比，达到了最

高值。据报告，7 月是出口价值连续上涨的第四个月。 
2013 年第 1 季度，该行业出口价值达到 €108 亿波兰兹罗提，

增长速度保持在 99.3%。2013 年末汽车出口价值预计将达到 

€173 亿到 178 亿欧元。 
 

 
地区信息 

 

二度获得投资 

Grohman’s Factory 刚刚复兴，其是设立在罗兹经济特区

（SEZ）的总部，曾经获得过 2013 年罗兹地区杰出房地产大

奖。 
 

该大赛旨在认定对罗兹地区及其周边地区房地产市场最具影响

力的企业和项目。10 月，慕尼黑房地产博览会上，Grohman’s 

Factory 在最佳暨最特别商业房地产角逐中，击败了全球 40 个

项目，获得了第一名。（罗兹经济特区） 
 

http://www.ef.com/epi/


 

 

 
 

迈阿密国际机场和波兰的 Rzeszów Jasionka 国际机场签署

了一份销售协议 

是由波兰－美国佛罗里达州商会商务部和美洲作为经纪人调解

的 

 

合作的目的是为了扩大客运和货运在这两个枢纽机场之间的连

接。其他的合作目的还包括推动波兰贸易仓库在迈阿密的推广

计划，这还将有助于推动波兰公司在 2014 年哥伦比亚建筑协

会大会中的存在价值，在这期间，波兰公司将有机会展示他们

在 22 个拉丁美洲国家中的报价。 

 
 

全球经商——地方获益是本次会议的主要焦点 

本次会议于 11 月 12 日在 Wałbrzyska 经济特区召开 

 

Wałbrzyska 经济特区（WSEZ）企业代表、地方政府官员，以

及经济区域代表出席了本次活动。日本丰田、伊莱克斯以及 

 

第 13 届 Watch Docs 国际电影节 

历史最悠久的纪录片电影节将在 12 月 6 日起在华沙举办。该

电影节是波兰最盛大的电影活动之一。每年，Watch Docs 电

影节都集结了一大批波兰电影观众 
 

Watch Docs 电影节聚集了世界级纪录片。其中大部分都是在波

兰制作。该电影节创立于  2001 年，是波兰非政府组织

（NGO）——赫尔辛基人权基金会组办的项目。华沙当代艺术

中 心 是 该 电 影 节 自 创 立 以 来 的 主 要 组 办 机 构 。

（www.watchdocs.pl） 

3M 发言人向观众介绍了其在 Wałbrzyska 经济特区（WSEZ）

的经商经验，及其活动对地方群落发展的影响。发言人对波兰

政府与地方当局合作事宜表示大力支持。其还表示，同意将特

区经营时间延长至 2026 年，也赞成对《劳动法》进行更改。

同时，其也指出了区域亟待改善的问题——首当其冲的是，缺

乏稳定的法律法规，且教育制度无法满足市场需要也是一大问

题。 

 

本次会议旨在说明全球经济企业在波兰及其区域发展中的重大

影响。（Wałbrzyska 经济特区） 
 

 

 

 

Łódź 经济特区获得最具创新机构 

 外商直接投资（fDI）投资促进机构（IPA）创新奖是最具创

新机构比赛的名称，为了促进投资以及实行最有创新形式的投

资支持。今年，Łódź 经济特区在经济领域获得了一等奖 

 

Łódź 经济特区（SEZ）之所以获得该奖项，得利于其连贯的

CSR 战略以及 19 世纪 Grohman 工厂的旧区更新影响。评委

委员会还肯定了促进活动，Łódź 区域-一个特别打造的商业区

域，以及在 Łódź 大学成立英国国际学校。 

 

fDi IPA（投资促进机构）创新奖是由 fDi 杂志组织的。（SEZ

） 

 
 
 

投资波美拉尼亚  
投资波美拉尼亚 2 ——推进波美拉尼亚地区投资斯堪的纳维亚

和德国  
 

该项目旨在支持波美拉尼亚中小型企业（SME）举办国际活

动，促进区域投资斯堪的纳维亚和德国。四大投资贸易代表团

将在 2014 年 1 月到 2015 年 1 月期间访问丹麦、挪威、瑞士和

德国。该项目重点支持信息通信技术（ICT）、再生能源和清

洁技术产业。 
 

更多信息请登录：http://sse.slupsk.pl/index.php/pl/o-strefie-
mainmenu/projekty-ue/inwestuj-w-pom-ii 
 

 

您知道吗？ 

 

波兰的电子商务比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增长更迅速 

波兰在世界社会媒体使用方面经历了最快的增长速度-甚至比

德国、法国和日本更快 

 

波兰的网路经济在过去 6 年内翻了一番，占 2012 年 GDP 的

5.8%。根据报告显示，按 2013 年的数据趋势，电子商务将会

成为波兰经济增长最快的部门。 

 

根据德勤的分析，波兰 2012 年国内经济产值达到了 930 亿波

兰兹罗提，是公共偿债服务成本的 2 倍，是 2012 国家个人所

得税收流的 3 倍（德勤）。 

 
 
 

http://dict.bing.com.cn/?form=BDVSP4#Rzeszów
http://dict.bing.com.cn/?form=BDVSP4#Jasionka
http://www.watchdocs.pl/


 

 

高科技高成长 50 强 

波兰 27 家企业入选第 14 届德勤高科技高成长 50 强。其均是

中东欧（CEE）地区成长速度最快的企业。波兰本土投资的罗

马尼亚企业 Vola.ro 连续三年在排行榜上保持龙头地位 
 

Vola.co 提供在线销售机票服务。该企业是波兰人 Michał 

Wrodarczyk 和 Jarosław Adamski 所创立。排在第二名的是塞尔

维亚企业 Bitgear Wireless Design Services（提供无线设计服

务）。第三名则是由克拉科夫 Softhis 摘得。该企业为支持商

业流程提供信息技术（IT）服务和工具。 
 

高科技高成长 50 强主要是为选出中东欧（CEE）地区成长速度

最快的创新企业。其是根据营业收入增长率进行排名。该奖项

包括三类：主要奖项“高科技高成长 50 强”，以及两项下属奖

项“明日之星”以及“五大企业”。（德勤） 
 
 

华沙电影节即将开幕 

第 29 届华沙电影节在 10 月 11 日开幕。其是全球声望最高的

电影活动之一 
 

华沙电影节将呈现全球最新最有趣的电影。电影节观众将获得

一个难得的机会观看非主流电影：来自美国、亚洲、拉丁美

洲、伊朗、俄罗斯或罗马利亚独立电影公司。电影在戛纳等声

望颇高的颁奖盛典上映前，电影制片人将为华沙观众提供机

会，提前观看电影。 
 

2009 年，经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认证，华沙电影节加入官方

电影节，成为 14 个官方电影节之一（戛纳、威尼斯、柏林、

洛迦诺、圣塞巴斯蒂安、卡罗维发利、东京、莫斯科、马德普

拉塔、蒙特利尔、上海、开罗，以及印度）。（www.wff.pl） 
 

罗兹时装周 

罗兹经济特区（ SEZ ）举办波兰最盛大的时尚活动。

FashionPhilosophy 波兰时装周在 10 月 15-20 日举办 
 

第九届波兰时装周将呈现 2014 年春夏系列。该活动包括被波

兰顶尖设计师誉为设计师之路的时装秀、时装周闭幕秀，以及

被誉为 OFF Out Of Schedule 的新锐设计师设计展示，其陈列在

展览室中；——设计师看台和贸易区，以及培训课程和名为

“让世界知道”的研讨会。此外，本年度还将举办名为  Yong 

Fashion Photography 时装摄影展。（fashionweek.pl） 
 

http://www.wff.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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