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波兰信息 

 

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在中国获奖 

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上海代表处被授予“上海最佳投资促进

机构”这一荣誉称号 

 

该奖项系由上海市商务委员会、上海外国投资促进委员会和上

海投资促进机构联席会议授予的奖项。 

 

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上海代表处因其开展的各类促增长和实

质性活动而被授予该奖项。第二个获得该奖项的外国机构是一

个驻韩投资促进机构。在颁奖典礼期间同时举办第三次上海投

资促进机构会员大会。 

 

东部投资者出席参加迪拜年度投资会议 

波兰代表团由来自波兰东部大省（Macroregion）的诸多公司

与地方当局代表组成，其业已参加迪拜年度投资会议（AIM） 

 

年度投资会议系一件业已被永久镌刻在全世界投资者事历上的

重大事件。其吸引了来自亚洲、欧洲、非洲和北美国家当局且

正在寻找崭新投资领域的诸多企业家和代表们。 

 

本次论坛在迪拜酋长、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总统兼副总理谢赫.

穆罕默德.本.拉希德.阿勒马克图姆（Sheikh Mohammed bin 

Rashid Al Maktoum）赞助下得以举办，而以苏丹.本.萨伊德.

阿勒.曼苏里（Sultan bin Saeed Al Mansouri）为部长的阿联

酋经济部系本次会议的主办方。 

 

今年，波兰东部宏观区域由诸多企业家和地方政府当局组成强

大的代表团。除了参加本次论坛，该代表团还在沙迦哈姆利亚

自由区举行会议，并拜会了阿联酋政府哈伊马角主权财富基金

-哈伊马角投资局主要领导人。该代表团亦参加了由迪拜商会

组织的非洲全球商业论坛。在年度投资会议举行期间，波兰东

部代表团的出席吸引了游客以及阿联酋媒体的广泛关注。 

 

在年度投资会议上展示产品的波兰东部公司当中，具有代表性

的公司是食品行业（Bartex、Dairy EkoŁukta、Lactex、

Lubsad、Dairy Cooperative Łapy、Uren Novaberry）、家具

（Meblodex）、工业（Remog, Royal-Star）、奢侈品、游艇

（Balt Yacht, Mellody Yachts, Nautiner, Sedna Yachts）和酒

店 行 业 （ Binkowski Hotel, Zamek Ryn, Zbyszko, 

Condohotels Management）。 

 

 
 

波兰即将成为欧洲信息技术服务的中心 

依照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在 5 月 16 日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

提供的一份安拓国际顾问公司近期所做 IT@PL 调查所载-因为

有着诸多高素质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波兰有望成为一个先进

的 IT 服务中心 

 

此项“IT@PL - IT job market in Poland”研究覆盖了 IT 行业

的雇主和雇员。其不仅关注波兰信息技术专业人员的教育、任

职资格、工作积极性，亦从雇主和投资者角度关注本行业发展

所面临的机会和威胁。本研究赞助方包括英国-波兰商会。 

 

此项研究表明，由于波兰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较

高，IT 行业的外资公司认为波兰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发展场

所。其中，最大优势之一是专门从事特定技术的人员可获得性

较高。依照调查对象回答情况，波兰有着突出优势，在于相对

较低的劳动力成本、项目中的高级技能和员工投入、对工作的

兴趣（对诸多的信息技术工作者来说，便是对工作的热情）、

波兰的地理优势促进其与其他国家信息技术中心的交流以及类

似的时区和文化接近性。 

 

波兰现在吸引越来越多的需要专业人力资源的投资。该机构现

今所支持的诸多项目中，研究与发展行业项目排在第三名。我

们需要改变波兰形象：在波兰的外商投资项目仅仅是一条生产

流水线的项目，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PALiLz)局长斯瓦沃米.

马伊曼(Sławomir Majman)如是说。 

 

-每一年，波兰的学生和毕业生们均会在国际编程竞赛中获

胜。这就证明了波兰的工作人员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受过良好

教育-来自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外国投资部的亚力山大.利比

亚（Aleksander Libera）如是说。波兰 IT 管理者们的特征是

拥有高水平技术知识。那些已经从工程师升为管理者的人积累

了本行业的经验。他们的技术知识能够使工程师传达明晰的指

示并将商业需求转化为 IT 解决方案。然而，鉴定一个人是否
能成为一位出色的 IT 管理者并非易事，特别是由于多达 58% 

的专业人员较为青睐专业人员型晋升模式，使得非管理型晋升
模式未能与专家型晋升模式保持在同一水平。-一个安拓国际

顾问公司的合伙人、安拓 IT 服务公司董事 Łukasz Kośnik 如

是说。从专业人员的水平层面上，雇员更加容易获得消息。他

补充道-作为一位管理者，在管理过程中他们须放弃自身技术

与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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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资助的新型交互式地图 

欧盟资助地图是包括了欧盟基金融资的一系列投资的网站的新

版本地图-www.mapadotacji.gov.pl 

 

该地图包含项目的一个升级浏览器，能够支持定位和生成统计

功能。您能够看到超过 17 万收到欧盟社会基金援助项目的一

系列图册。在欧盟资助的新地图上，我们能够找到在科学、艺

术、文化领域以及其他领域中数以千计商业投资项目，比如环

境、运输、能源和旅游领域。此项服务通过增加新设计和附加

功能，比如项目定位和精确浏览器的功能，业已得到提高。 

 

此项服务不仅仅是一个丰富的信息资源，亦是一个提交关于项

目信息实惠可行的方法。对于入围项目，用户可以找到投资的

详细描述、照片和多媒体资料。 

 

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PAIiIZ）喜获 7 个新投资者投资 

七项新的投资项目被写入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PAIiIZ）投

资者名单列表上。 由于这些新投资项目，有超过 1 千个的工

作场所即将诞生 

 

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PAIiIZ）在今年完成 18 个总价值为 

4.81 亿欧元投资项目。 而这些新项目将会产生 4825 个工作机

会。 现今，该机构运行着 157 个总价值为 39.2762 亿欧元的投

资项目，其创造了 29883 个工作机会。 

 

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PAIiIZ）所支持的最大投资者中有： 

现今运行着 44 个总价值为 9.07 亿 欧元的投资项目且即将在将

来创造 9806 个工作机会的美国、德国（20 个项目、4.83 亿欧

元、3570 个工作机会）和中国（12 个项目、2.43 亿欧元、

2158 个工作机会）。 其次是英国（10 个项目、2570 万欧元、

1418 个工作机会）、瑞士（9 个项目、1750 万欧元、774 个工

作机会）和瑞典（7 个项目、6200 万欧元、1173 个工作机

会）。 
 

最受欢迎的行业是： 业务流程外包（BPO）（38 个项目、

3735 万欧元、9077 个工作机会）、汽车行业（24 个项目、

13.45 亿欧元、7225 个工作机会）、研究与发展（15 个项

目）、信息通信技术（10 个项目、2.65 亿欧元、2870 个工作

机会）、食品（8 个项目、3.105 亿欧元、1280 个工作机

会）、机械（7 个项目）和物流（7 个项目）。 波兰信息与外

国投资局(PALiLZ) 

 

中国和欧盟出席 2013 年 欧洲经济会议  

作为在卡托维兹举行的欧洲经济会议的一部分，波兰信息与外

国投资局（PAIiIZ）主办了为期 1 天的第 2 届中国-欧洲经济论

坛。各国政治家、外交官和欧洲与中国商界的代表们参加了此

次论坛 

 

这些有声望的与会者们谈论了促进欧洲国家与中国经济关系的

因素、双方的经验、策略和潜力。 

 

- 在波兰-中国关系中，策略政策始终走在经济的前头。 我

们特别需要的是波兰公司与中国更为广泛的接触—波兰共

和国总统府国务秘书 Olgierd Dziekoński 先生 如是说。 

 

中国宾客高度称赞其与波兰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合作。 世界上

最大的管理中国货币储备的投资基金会-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总经理高西庆赞扬了波兰对投资者的开放，包括来自中国的

投资者。经济部副部长 Dariusz Bogdan 则指出中国同波兰之

间的关系在最近几年来一直都充满活力的发展着。 他提到了

去年 4 月在华沙由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PAIiIZ）主办的经

济论坛。  中国总理温家宝、波兰总统唐纳德 · 图斯克

（Donald.Tusk）和超过 1700 家中国与波兰公司的代表们参

加了该论坛。 

 

- 在论坛上，我们双方业已提出了双方合作关系发展的主
张，主要包括在波兰经济特区建立一个中国科技园-波兰
副总理如是说。 

 

经济部副部长 Bogdan 先生强调，中国系一个有着巨大增长

能力的庞大市场。  

 

-支持公司在世界那些地区的存在乃是欧盟保持竞争力的策略-

他评论道。 
 

- 波兰总统在中国的政治参与活动早于波兰在华投资项目的开

展。 因此将此种正面政治环境转化为经济合作值得一试-波兰
前总理，瓦尔德马·帕夫拉克如是说。 

 

作为论坛一部分，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PAIiIZ）授予中国

“2013 年度商业领导者”这一奖项。该奖项颁给了中国工商

银行（ICBC）华沙分行首席执行官李晓波。 波兰信息与外国

投资局 

 
 

2013 年波兰报告 

我们诚邀您阅读关于波兰投资环境的最新出版物-“2013年波

兰报告” 

 

此份“2013年波兰报告”出版物系关于波兰商业报告的第四

版，由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PAIiIZ）、经济部、Teraz 

Polska 基金会、德国大使馆、法国大使馆、英国大使馆、澳

大利亚大使馆和安永会计事务所合作出版。 

由 CEOWORLD 杂志发行，MGA 机构的出版物融合了一系

列采访、文章和经济分析。上述采访、文章和经济分析基于与

诸多专家和企业家们密切合作，他们分享了关于波兰投资环境

的知识。 

 

可 登 陆 如 下 网 站 下 载 该 报 告 ：
http://www.paiz.gov.pl/20130508/publikacja_the_report_pola

nd_2013。更多相关信息如下： Milena Aolda，CEOWORLD 

杂志，联系方式： +48 608 098 388,mgolda@ceoworld.biz

http://www.mapadotacji.gov.pl/
http://www.paiz.gov.pl/20130508/publikacja_the_report_poland_2013
http://www.paiz.gov.pl/20130508/publikacja_the_report_poland_2013
mailto:mgolda@ceoworld.biz_


 

 

（CEOWORLD 杂志） 

 
 

在投资吸引力方面，波兰完全脱颖而出 

在投资吸引力方面，波兰再次在中东欧所有国家中脱颖而出。

上述结果源自于德国工商会（波兰代表处）与 7 个波兰的商会

合作展开的 2013 年波兰经济调查的第 8 个版所述 

 

此项研究涉及 151 个业已在波兰经营的公司。 在 满分 6 分的

分数中，波兰荣获 4.87 分。 而排名在第 2 和第 3 的分别是获

得 4.17 分的捷克共和国和获得 3.99 分的斯洛伐克。 

 

参与调查的公司中有将近 77% 的公司计划增加或者保持其在

波兰的投资支出。 而有 94% 的调查对象表示将会在波兰再次

投资。 

 

作为欧盟成员国依然是波兰吸引投资的最大资本。 作为欧盟

成员国依然是波兰最大的资本。 绝大多数调查对象高度赞扬

波兰工作人员，认可其任职资格、学术教育、工作效率和工作

积极性。 调查对象亦赞赏波兰本地供应商的质量与可获得

性、政治与社会稳定和合格工作人员可获得性。 

 

而评价最差的是波兰的体制与财政制度、行政管理和公共采购

制度的透明性。 （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PAIiIZ）/德国工

商会波兰代表处（AHK）） 

 

波兰东部航空行业公司参加蒙特利尔航空展 

在 4 月 23-25 日，来自波兰东部 10 家代表航空行业公司参加

了“AEROMART 蒙特利尔国际航空航天展洽会” 

 

由于“AEROMART 蒙特利尔国际航空航天展洽会-航空行业的国

际商业大会”在蒙特利尔举行，波兰东部的航空行业贸易代表

团赴蒙特利尔（加拿大）参加，使得这些公司有机会与本活动

主要商业伙伴建立直接联系。 

 

本活动由 BCI 航空公司主办。该航空公司系航空行业和国防

行业商业活动的专业组织中的全球领导者。 

 

在本次会议上，波兰经济部在加拿大全面促进的计划框架体现

了波兰航空行业的潜力。 

本次波兰代表团由波兰梅莱茨经济特区欧洲园（EURO-PARK 

Mielec）、Remog Poland、设计与服务公司 WALDREX、

来自梅莱茨的 Polskie Zakłady Lotnicze、来自斯塔洛瓦沃拉

的 Iwamet、 Thoni Alutec、来自小波兰地区森济舒夫的

Ultratech 、来自登比察的 Royal-Star 、来自凯而采的

Parasnake 和来自热舒夫的 AIR RES 航空公司等公司代表出

席。 

波兰代表团参与本次展会系由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

（PAIiIZ）在波兰东部经济促进计划、波兰东部发展运营计

划、促进与合作书措施 1.4 的主旨范围内组织的。 

 

第八届波兰外包论坛举行 

 4 月 25 日，许多来自波兰的印度组织和宾客相聚在全球外包

中心-班加罗尔 

 

4 月 24 日，本次大会正式开始的前一天，一些参会者有机会

访问印孚瑟斯园并了解该公司发展历史。 印孚瑟斯系在波兰

的最大业务流程外包（BPO）投资者之一。在罗兹，其公司中

心现今业已雇佣了超过 1700 个雇员。 而在班加罗尔的运营中

心，其业已雇佣了超过 2.4 万的雇员。上述雇佣人数大约相当

于波兰现代商业服务业总雇佣人数的 25%。 此次印孚瑟斯之

访显示了业务流程外包（BPO）行业是多么强大，另一方面亦

使参会者确信以业务流程外包行业作为第一要务的波兰做了正

确决定。 

 

在论坛期间，与业务流程外包行业合作的外包和咨询公司代表

们体现出了波兰在本行业发展中持续的潜力。 其重点在于适

宜的合格工作人员的可获得性和波兰在服务行业投资吸引力的

全球排名中的高地位，尤其是克拉科夫。 

 

本次论坛系在与印度-波兰工商会（IPCCI）合作下，并在卓望

和普华永道公司大力支持下得以举办。 本活动系在波兰信息

与外国投资局（PAIiIZ）赞助下举行，而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

局的代表 Iwona Chojnowska-Haponik，即外国投资部部长

参加了其中的一个座谈小组。 （Pro Progressio/波兰信息与

外国投资局（PAIiIZ））欲知本论坛详细报告，请登录： 

http://www.outsourcingportal.pl/pl/outsourcing/artykul

y/polska-otwarta-na-indyjskie-inwestycje-bpo-

podsumowanie-viii-polish-outsourcing-forum.html 

 
 

波兰人谈论其在中国做生意 

“在中国做生意，  如何成功”系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

（PAIiIZ）发行的新出版物标题。 本次于 4 月 25 日在波兰信

息与外国投资局总部举行的大会期间，在中国经营业务的波兰

企业家分享了其与中国商业合作的经验 

 

该出版物作为经济部和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的“走向中国”

计划共同实施的一部分成果而发行。上述“走向中国”计划旨

在提高波兰公司在中国的数量。 该出版物包括了开创业务和

寻找商业伙伴的建议和中国市场贸易壁垒相关情况，同时也是

已在中国获得成功的企业家们提出实用建议的一个途径。 我

们 诚 邀 您 阅 读 该 出 版 物 ， 其 可 在 以 下 网 址 中 找

到： http://www.gochina.gov.pl/poradniki 波兰信息与外

国投资局(PAIiIZ) 

http://www.outsourcingportal.pl/pl/outsourcing/artykuly/polska-otwarta-na-indyjskie-inwestycje-bpo-podsumowanie-viii-polish-outsourcing-forum.html
http://www.outsourcingportal.pl/pl/outsourcing/artykuly/polska-otwarta-na-indyjskie-inwestycje-bpo-podsumowanie-viii-polish-outsourcing-forum.html
http://www.outsourcingportal.pl/pl/outsourcing/artykuly/polska-otwarta-na-indyjskie-inwestycje-bpo-podsumowanie-viii-polish-outsourcing-forum.html
http://www.gochina.gov.pl/poradniki


 

 

瓦尔米亚-马祖里省 LGUs 地区研讨会如期举行 

4 月 23 日，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管理局（PAIiIZ）与瓦尔米

亚-马祖里信息分析中心合作，在奥尔什丁举办了一个主题为

“创立瓦尔米亚-马祖里投资机会的竞争优势”会见了 LGUs 

地区的代表们 

 

该研讨会作为投资者服务系统起始日一部分而举行。在研讨会

举行期间，当地政府有机会学习和参与投资过程的诸多机构合

作的机会。 

本讨论会的其中一点内容是开展一次关于本地区竞争优势的专

门小组讨论，从投资者的角度出发，以一个关于本地区投资吸

引力的演讲作为开始。该文提出了一份关于财产的竞争力和在

经济特区经营生意准许免税具体步骤的分析。 （波兰信息与
外国投资局(PAIiIZ)） 

 

首届中波地区论坛 

2013 年 4 月 22 日，在波兰总理布罗尼斯瓦夫-科莫罗夫斯基

的荣誉赞助下，首届中波地区论坛在波兰格但斯特隆重召开。

在波兰，这是一项创举 

 

来自于波兰和中国各个地区和城市的代表均出席了本次会议。

仅中国一方，就有大约 200 个代表抵达格但斯特。 

 

在本次论坛中，将会组织四个专题小组，分别为：政治小组、

教育小组、旅游小组和文化小组。我们会很荣幸地看到两国当

前区域间合作的有趣示例。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向中国代表

们展示了波兰投资潜力并且介绍了波兰可再生能源部门。 

 

在本次大会上，总统科莫罗夫斯基向与会者表示，他希望本次

论坛将是一个绝佳机会，能够通过具体内容在中国和波兰之间

达成一项战略性合作协议。对于中国和波兰来称，这均不失一

个绝佳机会。总统强调两国之间最重要的就是贸易差额问题。 

 

在北京副市长程红女士的邀请下，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局长

斯拉夫沃米尔• 麦伊曼（Sławomir Majman） 参加了与来自信

息、通信和技术（ITC）和新技术部门公司发展合作的工作会

议。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经济促进部副部长安德雷耶·谢夫

齐克（Andrzej Szewczyk）、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董事会顾

问俞洋（Yu Yang，音译）、北京市贸易委员会总干事卢燕

（Lu Yan，音译）、云南省外事办公室副主任施明辉亦参加了

本次工作会议。 

 

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代表们亦会见了云南省副省长李江女

士。本次论坛主要集中讨论了与波兰企业家到中国发展相关的

经济合作和组织事宜。 

 

 

 

 

 

 

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在 2013 年 Moto 理念会议上荣膺奖项 

4 月 17 至 18 日，第四届 Moto 理念会议在弗罗茨瓦夫的哈斯

顿城市酒店得以召开。凭借为波兰汽车工业发展所作的杰出贡

献，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荣膺奖项 

 

本次会议由来自 85 个国家，将近 120 个与会者参与。与会者

能够在会议中了解到与影响汽车行业现状相关的全球现象、战

略性商业管理相关事宜，还有某些关于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和

波兰汽车工业发展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相关意见。 

 

在会议首日的联欢晚会上，获奖者获得了 Moto 理念雕像。 

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部由于支持波兰汽车市场的发展获得了

Moto 风向奖。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董事会成员安娜·波拉

克·科齐尼斯卡（Anna Polak-Kocińska）接受了雕像。 

 

 

波兰 —— 日本经济论坛 

4 月 19 日，波兰 —— 日本经济论坛在 Górzykowo（卢布斯卡

省 ）升达举行。本次论坛由将近 30 个日本代表出席，包括普

利司通轮胎公司、船井公司、波兰铃木汽车公司、竹中欧洲公

司和日立欧洲公司 

 

日本参会者将有机会熟悉卢布斯卡省的经济与投资优势，而地

区企业家亦有机会与聚集在波日工商联合会以及日本贸易振兴

机构（JETRO）的各大企业建立联系。来自于卢布斯卡省各大

城市、非政府组织和特别经济特区的代表均作为潜在投资者亦

参加了本次会议。 

 

欧洲议会议员兼欧盟-日本贸易协商、欧盟议会决议决策者雅

罗斯瓦夫・瓦乐萨（Jarosław Wałęsa）和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

局局长斯拉夫沃米尔• 麦伊曼（Sławomir Majman）同为本次会

议的特邀嘉宾。来自沃尔希连省马歇尔 Elżbieta Polak，以及日

本驻波兰大使 Makoto Yamanaka，还有日本驻欧盟大使 Kojiro 

Shijoiri 亦参加了本次会议。 

 

日本企业家们均表示未来双边合作和发展势在必行。 

 

我知道，日本公司经营为我国带来了将近 5000 多个就业机
会。日本驻波兰大使 Makoto Yamanaka 指出，考虑到这一地区
优越条件，他相信，日本和波兰关系一定能够得以发展和加强
巩固。（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 

 

波兰增加了在尼日利亚的露面次数 

波兰总理唐纳德·图斯克（Donald Tusk）正式访问尼日利亚为

波兰公司在其下建立有发展前景的业务关系提供了契机。4 月 

18 日，此类波兰公司代表们与媒体互相交流了其与尼日利亚

同行的交谈情况。本次会议在波兰信息和外国投资局总部召开 

 

代表们强调称，尼日利亚方为与波兰代表团的会议作了充足的

准备。在总理图斯克（Tusk）与总统乔纳森（Jonatan）会面期
间，数位管辖尼日利亚经济的部长亦均出席本次会面，包括负
责协调财务部、石油部和农业部工作的相关部门部长。波兰信



 

 

息与外国投资局局长斯拉夫沃米尔 • 麦伊曼（ Sławomir 

Majman）称，其非常了解其自身的优势和劣势，并且对波兰

在尼日利亚所要采取的举措拥有自身的看法。在本次会谈中，

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还组织开展了波兰 —— 尼日利亚经济

论坛，这是历史上首届开展的波兰 —— 尼日利亚论坛。麦伊

曼（Majman）表示，约有 190 个商人参加了本次论坛，其中

绝大多数均是行业里的佼佼者。本次论坛的主要目标就是共享
波兰经济的实际现状，并且了解尼日利亚发展迅速的经济形
势。本次论坛在波兰和尼日利亚公司商业讨论中得以谢幕。在

本次会谈中，Navimor 公司和尼日利亚最富有的州 —— 巴耶

尔萨州签订了一项协议。我们已经和我们的合作伙伴交涉了半

年之久。NAVIMOR 公司非洲市场首席执行官 Andrzej Olpiński

称，如果没有本次会谈，也许我们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完成此

类交涉。双方签订了有关在巴耶尔萨州海事学院施工建设和设

备供应项目的协议，总价值达到 1 亿欧元。 

 

JAKUSZ 公司公司首席执行官表示，公司已经决定向尼日利亚

警方提供一个产品测试样品，即一个炸弹和恐怖炸弹装置运输

专用容器。 

 

Energoprojekt 公司在尼日利亚执行一个项目已有将近 10 年之

久。我们有两个完整的电厂建设项目。第一个电厂建设项目是
在 2007 年完成的，而另一个电厂建设项目协议则是在其后一
年内签订的。本次电厂将有望在六月竣工，Energoprojekt 

Katowice 公司东部市场首席执行官 Wojciech Grzesiuk 如此说

道。 

 

据 Grzesiuk 称，尼日利亚总人口数为 1 亿七千万，但其中只有 

7% 的人口能用上电。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和机遇，但是因为

缺乏工业基础设施这亦是一个很棘手的项目。与  Cegielski 公
司首席执行官携手共进，我们决定重现希腊盛景，即在 5 到 6 

年的时间内，Energoprojekt Katowice 公司和 Cegielski 公司将
会设计并且建成一个燃油发电厂。尼日利亚拥有很丰富的石油
资源，这将为  Cegielski 公司所采用发动机提供了绝佳燃料条
件。他强调，我们将从这一角度切入市场。 

 

乌尔苏斯（Ursus） 这一波兰品牌已在尼日利亚家喻户晓。乌

尔苏斯（Ursus）商务公关主管专员 Mariusz Lewandowski 表

示，虽然出口到尼日利亚的拖拉机在欧洲已经是老古董，大家

均不再用了，但是其均很耐用并且操作亦很简便。 

 

对于尼日利亚人而言，波兰产品的高质量和竞争力在尼日利亚

众所周知。在与波兰公司会谈中，尼日利亚方亦反复强调了此

类优点。Jakusz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表示，其公司在全球市场上

并无很多对手，中国产品亦未对其公司造成威胁。尼日利亚人
民知道，中国产品很便宜，但是其并不信任此类产品的质量。
Mariusz Kremplewski 补充道，尼日利亚方已经参观过波兰

Lubawa 车间，确保产品的生产过程完全是波兰式生产过程，

而且其并无使用中国零部件。参观者亦共同目睹了尼日利亚市

场中别样的某些异国别样特性。在非洲，情况却不尽相同。

Andrzej Olpiński 拥有 30 多年与非洲公司打交道的经验，其表

示，你必须要改变你的思维方式，并且入乡随俗。 

 
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经济促进部主管 Agnieszka Ciećwierz 表

示，被派往安哥拉和南非共和国（RSA）的代表团可以作为进

入非洲项目的一部分。其目标是为格罗德诺的未来商业会谈展

开准备，以便届时参与的公司能对具体合作项目进行讨论。 

 
波兰-捷克间合作态势依然未减 

波兰是捷克共和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4 月 8 日，关于波兰-捷

克经济关系的经济论坛在布拉格召开。该活动是将于 5 月份在

卡托维兹举行的欧洲经济大会的一个预演，在欧洲经济大会期

间发言人将就维谢格拉德集团成员国间的经济合作展开讨论

（维谢格拉德集团成员国包括：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波兰和

斯洛伐克） 

 

捷克共和国的工业贸易部副部长贝多伊齐·丹达（Bedrzich 

Danda）表示，2012 年捷克对波兰的出口额价值约为 74 亿欧

元，进口额为 77 亿欧元。他强调，尽管捷克 2012 年经济发展

放缓，国内生产总值出现了 1.2%的负增长，但捷克波兰间的

贸易出现了增长。 

 

波兰经济部副部长安杰·迪哈（Andrzej Dycha）表示，捷克共

和国是波兰的第五大贸易伙伴。波兰驻布拉格大使馆的顾问马

雷克·米纳尔齐克（Marek Minarczuk）强调，波兰-捷克共和

国之间长期以来保持着良好关系——过去几年两国间的贸易增

长了 25%，波兰在捷克共和国的投资增加了 50%。 

 

据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局长斯瓦沃米尔·马伊曼（Sławomir 

Majman）报道，波兰在捷克共和国的投资达到了19亿欧元，

捷克在波兰的投资达到了约3亿欧元。波兰在捷克共和国的最

大投资商是波兰国营石油公司（PKN Orlen）。对于波兰企业

家来说，捷克共和国实际上是其全球范围内第二大投资市场，

马伊曼局长认为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因为公司在寻求市场时

考虑的首要因素是市场的稳定性以及公司对市场的信心。马伊

曼还补充到，如果双方的投资增长的更快的话我们会很高兴，

但是对此过于在意或急于提高数据是不明智的。马伊曼局长还

指出，世界常将中东欧视为一个整体，这将会说服并使维谢格

拉德集团国家进行更紧密的合作且加强彼此间的承诺。在我看

来，波兰、捷克的公司应该考虑进行合作，通过合作一同开展

在中国等第三市场的业务，同时还可以作为“走向非洲”项目

的一部分共同进军非洲市场。 

 

波兰捷克两国经济部的代表都认为今年的双边贸易和投资将继

续增长。今年波兰已经对波兰-捷克政府间的磋商进行了规划

——波兰政府代表团将在华沙与捷克总理彼得·内恰斯（ Petr 

NEČAS）先生举行会谈，同时代表团将访问捷克新任总统米

洛什·泽曼（Milos Zeman）。（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 

 



 

 

波兰在尼日利亚的成功 

4 月 14 日，周日，波兰代表团结束了对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

的访问。在阿布贾的四天里，波兰代表参加了由尼日利亚政府

举办并由 200 名企业家赞助的经济论坛，并签署了三项关于波

兰-尼日利亚经济事务的合作协议 

 

波兰代表团由总理唐纳德·图斯克带队。在安排的会议中代表

波兰参加会议的还有波兰经济部、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以及

来自采矿、海洋、国防，能源与交通领域大公司的 28 名代

表。 

周四，尼日利亚联邦政府对投资机遇以及对外资投资的实际审

查条件等问题进行了简单说明。尼日利亚鼓励波兰与尼日利亚

建立坚实的经济关系。尼日利亚最吸引人的行业有：贸易、能

源工程、农业和贵重矿物采矿（例如气、油和铜）。另一个波

兰可参与的潜在项目是尼日利亚炼油厂的建设和现代化。 

 

两国间主要的经济会议由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和经济部于 4

月 14 日组织召开。在 4 月 14 日的会议上，波兰经济部副部长

尤安娜·斯特莎莱茨·沃博金斯卡（Ilona Antoniszyn-Klik）女

士与尼日利亚贸易与投资部部长奥卢塞贡·阿甘加（Olusegun 

Aganga）先生签署了两部之间的谅解备忘录。依据谅解备忘

录，波兰与尼日利亚双方同意就投资项目问题进行年度磋商。

另一个重要的备忘录由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主席与尼日利亚

投资推广委员会主席签署。该备忘录主要涉及为波兰与尼日利

亚的企业家们创造合适的合作环境等方面，借此建立两国间的

经济合作关系。最后签署的一份文件涵盖了海洋领域发展与教

育 方 面 的 合 作 。 该 文 档 由 Navimar 国 际 （ Navimar 

International）与巴耶尔萨 州签署。协议双方同意格丁尼亚的

波兰海洋学院加入此领域的合作。 

 

尼日利亚是西非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在 2001 年与 2010 年期间

尼日利亚是世界上第四大发展最快的经济体，年均国内生产总

值增长约为 8.9%。 

 

波兰已注意到了尼日利亚的经济潜力，因此发起了一个称为

“走向非洲”的项目。此项目旨在鼓励波兰企业到非洲国家

（尼日利亚、安哥拉、肯尼亚、莫桑比克和南非）投资并在非

洲国家为波兰做宣传。（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 

以下网站提供相关图片： 

http://www.paiz.gov.pl/20130415/polska_oczarowala_n

igerie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在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 

4 月 9 日，波兰经济部、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代表在波兰会

见了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的代表团 

 

双方会谈的目的是讨论在波兰建立中国经济科技园的可能性。

出席会议的有波兰经济部的代表、罗兹和波美拉尼亚特别经济

区代表以及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的主席、副主席。与中国代

表团一起来访的还有来自中国经济区的专家们。 

在对波美尼亚和罗兹特别经济区做简介期间，波兰经济部的代

表还就外国投资的有利条件作了介绍并指出使特别经济区满足

中国企业家的要求与期望。波兰还许诺向中国投资者提供咨询

帮助，并为投资创造最佳投资环境。 

会议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的代表咨询了一些与特别经济

区的功能和建立中国经济科技园的可能的问题。会议双方表达

了就中方在波兰投资问题继续交换信息的意愿。（波兰信息与

外国投资局） 

 
签名：与中华人名共和国商务部代表团的会议。从左至右：经

济部总律师斯坦尼斯拉夫·列斯尼夫斯基、波兰信息与外国投

资局主席瓦沃米尔·马伊曼、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副主任方

伟、波兰经济部双边经济合作处主任托马斯·奥斯塔泽维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波兰共和国大使馆经济与商务参赞马长林。 

 

 

 

 

http://www.paiz.gov.pl/20130415/polska_oczarowala_nigerie
http://www.paiz.gov.pl/20130415/polska_oczarowala_nigerie


 

 

与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的又一合作备忘录 

2013 年 4 月，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与埃乌克市、谢拉兹市

签订合作协议 

本协议旨在推广经济直辖市、市，从而提高城市吸引外资的机

会。作为协议的一部分，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与埃乌克市、

谢拉兹市将采取联合行动通过提高关于城市经济准备投资投

标、收集提供商业信息、创建管理数据库技巧的方法为埃乌克

市、谢拉兹市吸引、服务外国投资者做好专业准备。 

 

到目前为止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与以下直辖市签订了协议：

凯尔采、比亚维斯托克、热舒夫、卢布林、比得哥什、奥尔什

丁、科沙林、克罗斯诺、琴斯托霍瓦、扎莫希奇、皮瓦、什切

奇内克、拉多姆斯科、彼得库夫-特雷布纳尔斯基、瓦佩、拉

多姆、奥博莱、沃姆扎、伊拉华、塔尔诺布热格、赞布鲁夫、

皮什、登比察、伊诺弗罗茨瓦夫、塔尔布隆格、苏瓦乌基、瓦

乌布日赫、萨诺克、梅莱茨、普热梅希尔、奥博莱和弗罗茨瓦

夫集聚发展区。 

 

在格莱纽夫工业园的新投资 

SmartGuy 集团股份公司是一家丹麦电子商务业的代表，今年

夏天宣布在格莱纽夫工业园设立大型分销中心。截至 8 月份工

程的第一阶段，SmartGuy 将投资 3000 万兹罗提，并新增 150

个工作岗位。 

SmartGuy 集团是欧洲网上时装销售的领导者。该公司通过

www.stylepit.com 网站向欧洲大多数国家销售时装，时装品

牌达 1000 余种。SmartGuy 集团分别在瑞典、挪威、德国、英

国、俄国、荷兰、芬兰，现在于波兰设立了办事处和分公司。 

SmartGuy 集团股份公司将仓库从丹麦搬到波兰的决定是公司

进一步发展的结果。SmartGuy 集团股份公司通过新建的波兰

StylePit 波兰责任有限公司在格莱纽夫工业园购买了仓库和写

字楼。依据财产所有人的预期，这座总建筑面积为 1.4 万平米

的写字楼将于 7 月竣工。投资人还计划将该区域再扩大 1 万平

米。8 月份，公司将开始从格莱纽夫工业园的仓库完成订单。

波兰仓库的其他功能将于 2014 年 1 月投入使用。（SmartGuy

集团股份公司） 

 

欧洲经济大会 

中欧最重要的经济活动——欧洲经济大会将于 2013 年 5 月 13

至 15 日在波兰卡托维兹举行，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是该活

动的合作伙伴之一 

在卡托维兹举行的第五届经济大会将持续六周到波兰在维谢格

拉德集团的轮值主席任期结束。此次活动的承办方以及其合作

方波兰经济部被邀请与来自克罗地亚、立陶宛、拉脱维亚、捷

克共和国、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匈牙利的部长

一同参加会议。 

 

今年，欧洲经济大会的主题有：经济增长、欧元区的未来、全

球化、气候与能源政策与中欧的作用，关于经济这些领域未来

的最关键问题和公共生活问题（例如金融、采矿、地方政府和

地区政策、基础设施、交通、建筑与房地产、汽车产业与创

新）。 

2013 年欧洲经济大会的议程还包含了某些特殊日子的活动。

这些活动是中欧经济论坛第二届论坛和非洲-中欧第二届论

坛。在这些活动期间，将举行参与非洲国家合作的投资人、商

业组织代表的会谈和来自国际关系领域政治家与专家与来自例

如安哥拉、肯尼亚、摩洛哥、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坦桑尼

亚、乌干达政府代表间的会谈。 

获取更多关于欧洲经济大会的信息请登录：

www.eecpoland.eu 。（欧洲经济大会 波兰） 

 

波兰投资 

 

惠好公司波兰工厂业已设立 

 

木材加工企业中的世界领导者-波兰惠好工厂业已在格但斯克 

Kokoszki 设立。该工厂系欧洲第一个有此类设施的工厂。该

公司在全世界进行经营活动，且在美国和加拿大雇佣了约 1.5 

万雇员。该美国公司并无计划在欧洲大陆进行类似投资。 

 

格但斯克被选为投资场所，在于其本身战略上和物流方便的地

理位置。该工厂系全世界最现代化的工厂，其利用交叉连接纤

维加工设施进行生产，比如日常使用卫生用品生产。-而在某

些方面，它又是独特的，因为在该行业中，并无哪一个工厂能

够生产出与之有相同地组件. 

 

现今，该工厂在每个永久性基地雇佣 60 个人。他们主要是高

级的专业人员。业已计划好的雇佣目标是有 110 个雇员。此

类雇员人数的增长将逐渐增长直到 2016 年。除此之外，该工

厂将会或者业已和本地公司在诸多行业保持稳定的合作关系，

比如 IT、建筑、电子服务、安防和清洁服务行业。 

 

该工厂加工织物在初期年生产量达到 6.7 万顿。上述产量将会

逐渐增长，直到其能够达到每年约为 13 万吨的生产目标为

止。在工艺流程加工期间，并不存在任何一道会释放出难闻气

味的物质的流程。加工后剩下的所有废料，均会由专业公司按

照废料类型决定回收处理。 

该投资项目系在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的协助下得以实施。 

 

 
 

http://www.stylepit.com/
http://www.eecpoland.eu/


 

 

 

索尔维公司在波兰启动建设生产二氧化硅的超现代工厂。 

比利时大使、弗沃茨瓦韦克市长和地方当局代表们参加了今天

弗沃茨瓦韦克典礼，在此典礼上索尔维公司启动建设一个生产

高度分散性二氧化硅全新的超现代化工厂。 

 

该项新设施系价值 7500 万欧元的投资，其将创造 50 个新工

作机会，亦将使得索维尔公司生产高度分散性二氧化硅总产量

提高至每年 8.5 万吨。 

 

该工厂坐落于波兰中部的一个 8 公顷大场所，并靠近主要供电

中心和最近通行的华沙-格但斯克高速公路。其将带给索维尔

的东欧和俄罗斯顾客们提供诸多的物流益处。该工厂将坐落于 

ANWIL 工业中心，且是波兰奥兰石油公司的一部分的波美拉

尼亚经济特区内，其中波兰奥兰石油公司是中欧最大的炼油和

能源加工厂。 

- “我们在弗沃茨瓦韦克的新工厂代表着索维尔公司的未来计
划，其亦强调了我们支持来自东欧、俄罗斯和全世界顾客的发
展的决心”。-索维尔公司首席执行官汤姆.本纳如是说：“新
设施允许我们大量提高创新的世界先进技术加氢脱硫的生产
力，其包括生产新一代产品，比如 Zeosil® Premium 这一高分

散白炭黑。上述新设施亦展示了我们是如何加强我们的全球竞

争性地位、科技优势与市场优势。” 

 

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局长斯瓦沃米尔.马歇曼参加了此次典

礼 。上 述 典 礼从 一 开 始 就支 持 这 项投 资 。 （ 索维 尔

（Solvay）） 

 

 
 
 

在罗兹进行新投资 

Hutchinson Poland Sp. z o.o 公司经授权在罗兹经济特区开

展业务。这就意味着在罗兹将会有 250 个新工作机会和 并需

要 750 万波兰兹罗提费用 

 

此项新投资将会涉及目前正在运营的“Łódź 1”工厂扩建，通

过建设带有社会型办公空间和技术人员以及外部基础设施的生

产和仓库大厅（包括车体垫片的生产线）。 

 

业已计划的扩建将提高生产车体底垫片和热塑性硫化橡胶的

“Łódź 1”工厂生产力 。热塑性硫化橡胶是能够在回收处理

中完全恢复。 

 

波兰哈金森公司系生产橡胶制品和塑料工业，尤其为汽车、航

空和军事行业服务的哈金森跨国集团的子公司。该公司在波兰

拥有五个坐落于日维兹、别尔斯科和罗兹的工厂。这些工厂主

要生产用于汽车、航空行业的产品，比如，精确密封圈、低压

和高压橡胶管、V 型带、汽车垫片、抗震零件。该公司其他客

户包括汽车行业的全球领导者，如通用公司、菲亚特集团、雷

诺-日产汽车公司、本田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奥迪汽车

公司、沃尔沃汽车公司、保时捷公司和西亚特公司。（罗兹经

济特区） 

 

德国公司在波兰格沃古夫设立工厂 

在 5 月 15 日，Sitech 公司在格沃古夫正式设立了一个新的

生产设施。 波兰信息与投资管理局董事会成员马雷克·里扎瓦

（Marek Łyżwa）和安娜-波拉克-科齐尼斯卡（Anna. Polak-

Kocińska）参加了该开幕典礼 

 

Sitech Sp. z o.o.公司专门生产大众集团车座金属结构。 自 1998 

年以来，该公司也已在普克维茨的莱格尼察经济特区进行经

营。 现今，Sitech 公司系在波兰最有创造力的公司之一，其开

发了汽车行业所需的《现代和有竞争力的部件》。 位于格沃

古夫的工厂系其在波兰的第二个工厂地址。 现今 Sitech 公司

已有超过 5 个工厂，其分别是在： 普克维茨、沃尔夫斯堡、

汉诺威市、埃姆登和中国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东禅镇。 该总

价值为 1 千万欧元的投资项目自 2012 年开始，便由 波兰信息

与外国投资局负责运行。通过在格沃古夫 设立新工厂，将会

有 200 个人有工作机会。 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PAIiIZ） 

 

北极星工业公司在奥波莱（Polaris）投资 

2013 年  5 月  14 日，作为北极星工业公司（网址：

www.polaris.com）子公司的the Polaris Poland Sp. z o.o 

公司业已获得在奥波莱的瓦乌布日赫经济特区进行经营的批准

。 该新工厂将会是该公司在欧洲的第一个工厂地址，其旨在

生产全地行车 

 

北极星工业公司（纽约证券交易所编号：PII）计划为本年度第

三季度设立的工厂奠定基础。 北极星工业公司长期增长策略

的核心是追求全球性发展。  

 

-建设这样的生产设施系我们成为全球市场领导者决心中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上述生产设施能够在世界不同地区为本地市场
提供服务-该公司首席执行官斯科特· 瓦恩 （Scott Wine） 如
是说。   

-我们在波兰的工厂即将扮演为我们公司提供在越野车领域所
需生产能力的角色，其亦会为欧洲市场提供本地生产产品。 

 

该工厂将会作为在奥波莱的瓦乌布日赫经济特区的一个绿地投

http://www.google.com.hk/url?q=http://www.yoyone.net/world_site.asp%3FSiteID%3D2899&sa=U&ei=7BOoUeqjJMbhkgWchIGoBQ&ved=0CC4QFjAG&usg=AFQjCNHJmepiyxAk3oDUA972MQvIN1LOGA
http://www.google.com.hk/url?q=http://www.yoyone.net/world_site.asp%3FSiteID%3D2899&sa=U&ei=7BOoUeqjJMbhkgWchIGoBQ&ved=0CC4QFjAG&usg=AFQjCNHJmepiyxAk3oDUA972MQvIN1LOGA
http://www.google.com.hk/url?q=http://chn.youbianku.com/address/%25E5%259B%259B%25E5%25B7%259D%25E7%259C%2581%25E9%2581%2582%25E5%25AE%2581%25E5%25B8%2582%25E5%25AE%2589%25E5%25B1%2585%25E5%258C%25BA%25E4%25B8%259C%25E7%25A6%2585%25E9%2595%2587&sa=U&ei=8f-rUdirCsqtkAXr9YDoAQ&ved=0CBsQFjAA&usg=AFQjCNGGs2yeLGTswEUPN_75VdLeNCTlQA


 

 

资项目而建设。其所在的建设场所顺应了该公司自身需要，并

旨在致力于支持本地区经济发展。 据估计，该新工厂即将在 

2014 年秋季开始生产越野车，并且能够至少雇佣 350 个技术

人 员 。  欲 知 更 多 详 情 ， 请 登 陆 以 下 网 址
http://www.paiz.gov.pl/20130514/polaris_will_invest_in_opole

（北极星工业公司（ Polaris） / 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

（PAIiIZ）） 

 
 

 

Comarch and "Moskito" 公司在克拉科夫科技园（KTP）蓬

勃发展 

克拉科夫科技园发出另外两个允许在克拉科夫经济特区经营生

意的批准 Comarch SA 公司和P.P.P. "Moskito"Marek Jeleń

公司业已收到相关批准 

 

Comarch 公司收到了第三个批准。 该公司业已承诺承受超

过 5100 万波兰兹罗提资金费用，并创造至少 50 个新工作机

会。 Comarch 公司计划在新建不久的建筑物内经营软件开

发、数据交流-电子系统生意，并在计算机科学和 IT 领域提供

相关服务。 在综合的克拉科夫-Śródmieście（华沙市区）分

区该公司雇佣了 1500 名雇员。 对于 "Moskito" 公司来说，该

批准系其收到的第二个批准。 作为遮帘和遮板生产者的企业

家，他业已承诺承受约为 130万波兰兹罗提资金费用，并创造

至少两个新工作机会。 此项“Moskito”投资将在塔尔努夫分

区落成。 （克拉科夫科技园/KTP） 

 

Ulrich Poland 公司在该经济区进行投资 

Ulrich Poland Sp. z o.o. 公司业已收到在斯塔拉乔维切经济

特区经营生意的批准。 

 

该公司将会生产壁炉、固体和气体燃料炉具、热泵-加热系统

和太阳能系统等等，其亦提供此类设备的安装与维修服务、金

属加工、库房和运输服务。 该公司业已承诺承受至少 1110 万

波兰兹罗提资金费用，且增加至少 20 个新雇员的雇佣量。 

（斯塔拉乔维切经济特区） 
 

PZ CORMAY 公司在卢布林经济区投资 

在生物技术行业经营生意的 PZ CORMAY SA 公司获得在作

为米来兹欧洲园经济特区（EURO-PARK Mielec）一部分的

卢布林分区经营生意的批准。 该公司将会在工厂设备和诊断

测试上投资超过 5400 万兹罗提 

 

上述新设施将建在一个 3 公顷大的场地。 该公司将生产用于

临床化学和血液学的诊断测试和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新生血液分

析仪。 按照该计划的投资者所说的，工厂建设应在 2015 年完

成。新工厂的雇佣人员将会达到约为 150 人。 （卢布林市市

政当局） 

 

 

Sanden Manufacturing 波兰公司收到新的分区批准 
莱格尼察经济特区（SEZ）业已发出了第三份批准书给 Sanden 

Manufacturing 波兰公司，允许其在普克维茨的分区开展商业

活动。 在授权范围内，该公司将承担至少 9500 百万波兰兹罗

提的资本费用，且增加就业量至少 100 个新雇员 

 

自 2004 年以来，Sanden Manufacturing 波兰公司业已在该

特别经济区进行经营活动，以为汽车行业生产空调压缩机展开

经济活动。 到目前为止，该公司业已投资超过 4.1 亿波兰兹罗

提，且雇佣超过 500 人。 

 

选择普克维茨，因为从捷克共和国和德国方面考虑的有利地理

位置、发达的交通网络和工业基础设置。 然而高技术的波兰

工作人员对投资高度评价有最大的影响。 他们的技能以及工

作投入帮助其树立了在顾客和日本公司拥有者眼中的正面形

象。 （莱斯特广场英语学院（LSSE）） 

波兰 F-16 型飞机 国家服务中心业已设立 
彼得哥什的第 2 号军事航空工厂（WZL）在国家服务中心正

式举行落成典礼，以支持波兰 F-16 型飞机运作。  副总理 

Janusz Piechociñski  参加了该庆典 

 

第 2 号 军事航空工厂，作为首个军事飞机工厂，其有能力实

施包括为波兰空军购置新飞机的补偿项目。 维修  F-16 型飞机

合同标的额为 1600 万波兰兹罗提，且有效期为两年。 在彼得

哥什，战斗机即将承担一项基础服务-更换轮胎、维修飞机零

部件和补充油漆瑕疵。 （彼得哥十市市政当局） 

 

http://www.paiz.gov.pl/20130514/polaris_will_invest_in_opole_
http://www.paiz.gov.pl/20130514/polaris_will_invest_in_opole_


 

 

 
 

Neupack 公司在彼得哥什新建了一座生产制造厂 

这是 MMP Neupack 公司在彼得哥什又一投资 本次新建的生

产制造厂在比得哥熙高新技术工业园区（BPTT）盛大揭幕。

澳大利亚驻波兰大使赫伯特·克劳斯（Herbert Krauss）参加

了本次开幕会。大使强调，多亏了比得哥熙高新技术工业园区

和地方当局的鼎力相助，我们才能找彼得哥什如此绝佳之处 

 

彼得哥什市长拉法尔·布鲁斯奇（Rafał Bruski）禁不住一再地

表示其倍感欣慰，Neupack 公司竟然在彼得哥什再次投资。本

次投资者将其资金再次投资到彼得哥什另一项目，这充分表明

了该城市的吸引力，以及其在波兰投资蓝图上的价值。

Neupack 公司是一个追求高标准的公司。可以很肯定地称，几
乎波兰每个家庭均有使用该公司的产品。让我更值得骄傲的
是，贵公司将在我市再次进行又一项投资，这能为我市市民创
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布鲁斯奇（Bruski）先生称，非常感谢贵
公司选择了彼得哥什。 

 

Neupack Polska Sp. z o.o. 是 Mayr-Melnhof International Group 

驻维亦纳的下属子公司。Mayr-Melnhof Group 在涂层回收纸板

上遥遥领先，且在原生纤维板领域发展迅速。同时，其还是欧

洲折叠纸板盒的主要生产商。MM Group 在全球拥有 34  家加

工厂，已为  8000  多人提供就业，总销售量达到 15 亿欧元。

在波兰，MM Group 拥有两大加工厂，其中一家位于在彼得哥

什，另一家则位于  Józefów。由于 2010 年 9 月 1 日的合并，

位于 Józefów 的加工厂已被并到另一称为 MMP Neupack Polska 

的公司下。当前，该公司是波兰生产印刷折叠纸盒的主要生产

商。（比得哥熙高新技术工业园区（BPTT）） 

 

绿色能源投资 

两年内，什切青（Szczecin-Dąbie）将产生  150 个新就业岗

位。在其于波兰亮相 10 周年的前夕，KK-Electronics 公司将

新建一个生产和检验站，以便生产制造现代风力发电厂专用操

纵系统。这项新投资价值 1200 万波兰兹罗提，其是丹麦公司

与西门子风电公司通力合作的结果 

 

KK-Electronic Polska Sp. z o. o. 是一个属于丹麦管辖的波兰分

公司。自 2003 年起，该公司已在波兰境内展开运营。该公司

是再生能源市场上的主要设备生产商。世界上共有超过 18000 

个风力涡旋机在操纵装置领域运用 KK Electronics 公司的专业

技术知识，而超过半数的海洋风力涡旋机则依赖于  KK 

Electronic 公司操纵系统的效率和可靠性。该公司开关设备和

操纵系统的主要客户是西门子风电公司。从什切青运出的零件

均以船运方式输往西门子驻丹麦、美国和中国车间里。随后，

其再和涡旋机一起运往德国、英国、加拿大、韩国、新西兰、

摩洛哥和波兰。 

 

KK-Electronic 的领域扩张意味着公司就业机会的增加，虽然其

已经提供了 350 个工作岗位。该企业和海事大学、波兰西波莫

瑞工业大学紧密合作，从而能够提供与当前趋势和市场要求相

符的教学课程。 

 
 

 

分析与报告 

 

波兰经济特区投资增长 

此份毕马威会计事务所（KPMG）的报告表明：在波兰经济特

区（SEZs）投资者中有  78% 看好自身经营情况，且将近 

60% 投资者在未来 2-3 年计划开展新项目。 

 

在经济特区的投资者们仍然对潜在的投资持乐观态度，且其中
有 58% 企业家仍然考虑开展新项目，尽管波兰经济特区法到 

2020 年有效。与此同时，60% 企业家计划增加工厂就业量，
然而只有 3% 企业家宣布缩减雇用人数。其中，最大的就业增
长会在克拉科夫、卡缅纳古拉、莱格尼察经济特区。按照投资
者所说，如若经济特区有效期能够延长至 2026 年，则计划开
展新投资的公司比例将会达到 73%。 

 

此份毕马威会计事务所（KPMG）的报告表明：经济特区大部
分投资者（78%）看好自身经营状况。相比前些年，消极评估
经济特区商业活动的公司数量由 2011 年的 7% 到 2012 年的 

4%。在 2009-2012 年，来自投资者最高评级的经济特区是罗
兹、卡托维兹和瓦尔布日赫经济特区，而 2012 年则是斯塔拉
乔维切和瓦耳米亚马组里特区，而在在这些特区中超过 90% 

投资者满意自身经营状况。 

 

决定在波兰经济特区投资之前，有 1/4 企业家分析了其他国家

的经济特区存在的有利条件。经济特区几乎所有董事均考察了



 

 

中东欧相应领域的投资者运作条件。由于此份毕马威会计事务

所（KPMG）的报告，波兰经济特区与中东欧有可比性国家相

比具有竞争性，主要因其有利的税收优惠和长期且透明的法律

规定。按照在波兰的投资者所说，经济特区的显著优势亦是处

在欧洲中心位置、波兰整体经济形式良好、能够获得合格且有

经验的工作人员和其高质量工作。企业家们亦赞赏欧盟基金和

政府资助的联合公共援助。 

 

 完 整 报 告 请 登 陆 以 下 网 址
http://www.paiz.gov.pl/publications/paiiiz_partners_publicatio

ns（毕马威会计事务所（KPMG）） 

 
 

波兰在投资吸引力领域独领风骚 

在波兰和德国工商会（AHK Polska）与波兰境内 7 个双边商

会所联合展开的 2013 年第八届商机调查结果显示，就投资吸

引力而言，波兰比其他中东国家更胜一筹 

 

在波兰境内经营的 151 家公司参加了本次调查。波兰在总分 6  

分中以 4.87 分胜出，而第二名和第三名则分别是捷克（4.17 

分）和斯洛伐克（3.99 分）。 

 

所调查的公司中，77% 的公司表示将会在波兰增加抑或维持投

资资金。94% 的受访者表明其会在波兰再次进行投资。 

 

欧盟成员国的身份成为了波兰最大的优势。绝大多数的受访者

表示，其对波兰员工很是看好，因为波兰员工的资质水平高、

教育水平高、生产力和积极性亦很不错。受访者同样亦高度评

价了当地分包商的质量和可用性、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性和充裕

的高素质人才。 

 

但其亦指出波兰存在税收制度和机构、公共管理和公共采购系

统的透明度不够的不足之处。 

 
 

 

 

 

 

 

外商直接投资仅在波兰和西班牙有所增长 

根据《金融时报》之“2013 年外商直接投资报道”，波兰和西

班牙是去年唯一的两个外商直接投资出现增长的国家 

 

在欧洲的外商直接投资已经减少了 20%，而德国成为了外商直

接投资量降低幅度最大的国家，达到了 47%。在欧洲，仅有波

兰和西班牙的外商投资有所增长，虽然本次增长量比在经济衰

退之前的增长量下降许多。 

 

在 2012 年，在波兰项目投资数量增长了 4.87%，而其在资金

投资市场的比重增长到了 6.54%。波兰在欧盟国家中扩大了其

就业机会的比重，达到 12.7%。这充分证明了不管是工业还是

服务业，对于大型项目而言，波兰均是一个充满诱惑力的国

家。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的国家还包

括：智利、印度尼西亚和阿曼。 

 

（《金融时报》之“2013 年外商直接投资报道”） 

 
 
您知道吗？ 

 

雷平发明竞赛展如火如荼举行 

第  112 届法国国际发明展“雷平发明竞赛”（Concours 

Lépine）上，波兰展位上共展出了 31 项发明和 10 个设计项

目 

 

今年比赛中，评审委员会授予了波兰参展商 31 个奖项，其中

包括 6 个金奖、11 个银奖、 12 个铜奖和 2 个法国发明家联

合会与澳大利亚国际家具展制造商联合会授予的奖项。波兰解

决方案包括涉及以下诸多领域：生态学、医学、安防、冶金、

织物、机械和设备、化学、机械学、工程学、电子学、能源和 

IT。欲知更多详情，请登陆如下网站  www.haller.pl。 

 

评审委员会在评估时，会将创新水平、技术工艺水平、社会需

求、实施与销售能力、通过相关研究结果得出的解决方法有效

性的确认纳入考虑范围内。 

 

在2013年，该贸易展收集了来自 14 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商的超

过 500 个创新解决方案。其中有德国、西班牙、英国、比利

时、俄罗斯、伊朗、摩洛哥、中国台湾、中国。在此贸易展

上，一共有 246 项发明荣赢奖项。（欧洲商务-哈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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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材料得奖实至名归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化学院的科学家获得第十六届莫斯科发明与

创新技术沙龙“阿基米德-2013”的金奖。这一由工程学硕士

格瑞格雷·穆斯塔德（Gregory Mustard）带领的团队研发的

新一代生化材料因其可用于药品、美容业和兽医业而得到了评

审团的青睐 

 

这一新型生化材料主要作为敷料用于难以愈合的皮肤，特别是

感染了金黄色葡萄球菌的皮肤。该材料的与众不同在于其生物

聚合物的抗氧化属性、高吸收性和能为伤口愈合提供湿润的环

境的特点。该材料还有较高的除臭能力并且因为含有壳聚糖所

以与其他产品相比在止血方面起效更快。由该生化材料制成的

敷料吸收性很强，1 克敷料可以吸收约 50 克伤口渗出液。 

 

原材料(12x12x04cm)的单位成本预计约为 0.04 美元。这些材料

的生产受专利保护，预计在不久的将来其生产将扩展到国外。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 

波兰时装周，时装产业在罗兹的第八次会面 

下一期在罗兹举行的时装哲学（FashionPhilosophy ）波兰时

装周将于 4 月 17 日开始持续到 4 月 21 日（周日）。时装周的

主要活动将再次在罗兹特别经济区的 Ksieży Młyn 举行。春季

的时装哲学（FashionPhilosophy ）将呈现 2013/2014 秋冬潮

流 

 

时装哲学（FashionPhilosophy ）波兰时装周是波兰最大而且最

重要的时装活动。时装周除了展示下一季的潮流外，还是时装

业商务交流的平台。这项活动的另一个重要目标是波兰设计师

的国际推广。 

 

第八期罗兹时装周的最重要元素是在时装秀时主要的以及新兴

的波兰设计师将有机会展示他们的最新藏品。波兰顶级设计师

的藏品首秀将在被称为“沙龙工程”（SALON project）的展

示厅中呈现。该展厅对于受邀的客人（这些客人主要由商人和

主要时装杂志的代表构成）来说是一个非常规的商务平台。在

此活动中还将展出最启发灵感的年轻时装摄影师的作品。获取

更多信息请登录：http://www.fashionweek.pl/ 。（罗兹特别经

济区） 

 

 

 

 

 

 

 

波兰学生在飞行器设计比赛中获巨大成功 

跨学科科学学生汽车工程协会（SMKN SAE）飞行器设计比

赛于 2013 年在加利福尼亚成功举行。波兰学生从比赛一开始

就一直保持第一的位置，在各个级别的比赛中包揽了整体表现

的前三名。波兰学生还获得了六个其他奖项，使他们的获奖总

数达到九个 

 

比赛内容为制作一架遥控的能承载尽量多重量的无人驾驶飞行

器。除了其他因素外，评委根据飞行器的空气动力理念、解决

问题的独特方法、模型展示、飞行器可靠性以及机载重量对设

计进行评分。 

 

获奖者战胜了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很多支学术代表队，这些代表

队包括：美国、加拿大、德国、巴西和印度。因为有了由波兰

学生完全独立制作的先进电子设备才有了这仅有的一架能够将

负载放到指定区域的飞行器。这一成就不仅引起了评委的注意

也引起了其他代表队的注意，因为之前从未有人做到过！ 

 

跨学科科学学生汽车工程协会（SMKN SAE）学生从 1991 年

开始参加飞行器设计比赛。今年的飞行器设计比赛在加利福尼

亚举行，比赛时间为 4 月 12 至 14 日。每年在美国举办的汽车

工程学会飞行器设计比赛对年轻设计师，还有波音、洛克希德

马丁、巴西航空和美国航天航空局等行业巨头来说是最重要的

全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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