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投资手册 2008
波兰经商与投资指南
2008 年版

波兰投资手册 2008

1

本文信息基于波兰税务法、立法提案、现行惯例以及于2007年11月前生效的各项法规条文。本文仅为波兰
投资事宜的概述，仅可用作投资参考。因使用本文件的任何人士采取举措或不作为而引致的损失，普华永
道或合著者均不承担任何责任。本文所提供资料不可作为衡定具体条件下纳税义务之依据。任何人士使用
本文资料之前，应征询相关专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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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简介
波兰是欧洲最受投资者青睐的地区之一。加入欧盟带来了更稳定、更大的市场准入及财政援助；大量受过
良好教育的年轻劳动力资源；快速的经济增长与投资鼓励措施是波兰成为海外投资热点的两个重要因素。
大约 17,000 家外资参股公司不仅在波兰成功经营，还以波兰为总部，在欧洲及世界各地开展业务活动。
波兰是公认的低风险高商机的国家。此外，根据预测，未来 5 年波兰将成为欧盟地区劳动力资源增长最快
的国家。未来几年，欧盟将为波兰注入 900 亿欧元，此举将加速波兰的发展步伐，为投资者创造更多的商
机。
本出版物及本网站之目的在于为潜在的投资者介绍投资波兰需了解的各方面信息。资料由普华永道波兰的
投资专家团队编撰，他们凭借自己广博的知识和经验为首次赴波兰的投资商解决一些关键问题。波兰信息
和外国投资局（PAIiIZ）也全力支持并参与了上述出版物的编制。该出版物简要介绍波兰的各种法律、法
规以及条例。我们诚挚希望对您了解波兰有所助益。
欢迎对本出版物提出宝贵意见、建议或反馈，我们将不胜感激。如有任何疑问，敬请联系我们。
最后，衷心祝愿您在波兰的投资活动取得成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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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实的基本条件
波兰强劲的经济表现源于其坚实的基本条件。
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条件：生产率不断攀升。目前，波兰工人的实际人均生产率相当于德国实际生产率的
50% 。然而，平均劳动力成本相当于德国 20% 稍高 。为波兰成为制造业基地创造了巨大的比较优势。在新
建的工厂及服务中心，这种有利的劳动成本/生产率之比优势更明显。
第二个基本条件：庞大的人力资源。波兰年轻人口的比重远高于其他西欧国家，人口老化过程不那么显
著。此外，波兰拥有大批的熟练工人，是欧洲地区高等教育普及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第三个基本条件：强劲的货币。经过完全独立的中央银行多年的努力，波兰维持了稳定的货币体系，目前
通货膨胀率低于 1%。由于生产率增长速度远比其主要贸易伙伴强劲，过去几年，波兰货币兹罗提一直面
临强大的升值压力。
再者，由于波兰未来采用欧元的可能性日益增加，利率并不比西欧高很多，趋向一致。
第四个基本条件：欧盟成员优势。加入欧盟为波兰带来的最大利益是为之创造了无限的商机。巨大的欧洲
市场不仅对波兰产品敞开了大门，同时，大批投资者也涌入波兰。为加入欧盟，波兰大力完善其法律和法
规体系，提升了国家形象。
最后一点至关重要，就是在未来 7 年欧盟金融计划提供的大量发展基金将给波兰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改
善其落后的基础设施。

波兰投资手册 2008

5

波兰简介
投资者关注的问题



波兰位于欧洲心脏地带，毗邻欧洲大陆经济中心。



波兰是一个稳定的民主政体，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欧洲联盟（EU）、世界贸易组织
（WTO）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成员国



该国吸引了大批投资者与资本



波兰的经济增长速度远高于西欧地区



充满活力的私营企业推动波兰的经济发展



波兰的国内市场庞大，堪比其余中欧市场的总和。



人口种族单一，基本上没有种族冲突问题



波兰可提供大批受过良好教育且具备竞争力的劳动力



货币稳定，通货膨胀率低

地理位置和气候
波兰地处中欧与东欧的交汇处。与德国、乌克兰、俄国、白俄罗斯、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以及立陶宛接
壤。穿过波罗的海，可轻松到达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因此，在以波兰为中心方圆 1000 公里之内，拥有高
达 5 亿消费者。

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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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国土面积相对较大，为 312,683 平方公里（120,727 平方英里），是欧洲大陆第九大国家。其中，
75% 左右的面积是平原，因此大体来说，波兰也可称之为低地国家。引人注目的是，波兰的森林覆盖率将
近 30%。波兰北部为波罗的海海岸，拥有长达 500 公里的沙滩、海湾及悬崖峭壁。南部是山区。东北部
是有千湖之国之称的马祖里亚，帆船可连续航行近 750 公里。
波兰气候温和，夏天温润，冬天相对较为寒冷。一月份和二月份为全年最冷，白天平均气温介于零下 5 度
到零下 1 度之间，七月份平均气温介于 17-19 度。
良好的气候条件有催生了波兰高质量的环境，并造就了波兰优越的居住及投资气候。
各大城市
华沙（Warszawa）是波兰的首都，人口接近 170 万。其他大城市有：罗兹（Łódź，80 万人）， 克拉科
夫（Kraków，80 万人）, 波兹南（Poznań，60 万人）,弗罗茨瓦夫（Wrocław，60 万人）, 卡托维兹
（Katowice，30 万人）， 以及海滨城市什切青 (40 万人) 和海滨三联市：格但斯克（Gdańsk）、格丁尼
亚（Gdynia）及索波特（Sopot，50 万人）。居民超过 20 万的大城镇总共有18个。其中 62% 居住在城
市，其余的 38% 居住在乡村。

什切青

格但斯克, 格丁尼亚, 索波特

华沙
波兹南

弗罗茨瓦夫

罗兹

卡托维兹
克拉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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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资料：人力资本、教育水平和语言
波兰是欧洲人口最年轻的国家之一。超过 50% 的人口年龄低于 35 岁。请记住，波兰拥有超过 3800 万人
的巨大劳动力市场。人口统计资料显示波兰的劳动人口正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详情见下图：

数据来源：欧洲统计局 2007 年统计报告

2006/2007 年，波兰总共有 488 所高等院校，在校学生 1,941,400 名。越来越多的中小学采用英语、德语
或法语授课。今天，在波兰各大城市已有 30 多所学校实行上述教学。

数据来源：欧洲统计局 2007 年统计报告

在最近两年，波兰学生在不同领域均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主要是在计算机和数学专业方面。在编程高手、
国际计算机科学奥林匹克竞赛、谷歌欧洲编程挑战赛等众多的国际大赛中，波兰学生均名列前茅，充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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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他们卓越的集体和个人编程与计算机技能。攻读计算机科学的学生人数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在过去的
4 年间人数增加了一倍，现已达到近 60,000 人。
英语是最受年轻人士及商界青睐的外语。
官方语言是波兰语。在多种斯拉夫语言中，波兰语的使用人数仅次于俄语，大部分的波兰居民都说波兰语。
此外，在白俄罗斯、乌克兰以及立陶宛东部亦有部分以波兰语为母语的居民。在各个历史时期，均有很多
波兰人移居他国，因此在爱尔兰、澳大利亚、以色列、巴西、加拿大、英国、美国等国家有数以百万讲波
兰语的居民。据估计，居住波兰境外的波兰人有 1000 万。

经济数据与经济前景
世界银行将波兰划为中上收入水平的国家。波兰人口超过 3,800 万，人均 GDP 为 12,700 美元，全国
GDP 总值高达 5,545 亿美元（据2006年估计的购买力平价计算）。这使波兰成为欧洲继德国、法国、英
国、意大利、西班牙之后第五、第六的经济体，与荷兰相若。
将波兰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同欧盟国家平均水平相比，可以看到，波兰的 GDP 增长是其平均水平的两
倍，但失业率却不及其一半，而且通货膨胀率远低于其平均水平。
波兰政府采取各项经济政策，致力于创建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
波兰正处于自立发展的经济繁荣时期，生产力稳步上升，失业率逐步下降。主要受出口与投资增长的推
动，波兰 GDP 增长率超过 6%，同时宏观经济不平衡状态处于可接受的水平。国家经常帐户总额较低，仅
占 GDP 的2.3%, 而且增长较为缓慢。波兰国内暂时并没有任何受消费需求推动而出现通货膨胀压力的迹
象。工资仍适度增长，而且消费物价指数低于 3%。

劳动力成本
如下图所示，波兰的劳动力成本在全欧盟国家中最具竞争力（最为低廉）。

数据来源：欧洲统计局 2007 年统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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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与其他国家相比的最低工资水平如下图所示：

数据来源：欧洲统计局 2007 年统计报告

国际贸易
作为欧盟成员，得益于《共同海关税则》的实施，波兰大部分的对外贸易与欧盟成员国市场相连。2006
年，波兰 93% 的出口进入欧盟市场。3800 万人口为投资者扩充工业和服务业带来巨大的商机。此外，波
兰不仅自身自然资源丰富多样，邻近国家同样拥有丰富的资源。如此优越的地理位置，可谓得天独厚。这
就是为什么波兰超过 60% 的出口货物都是外资参股公司所生产。

数据来源：波兰中央统计局 2007 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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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波兰中央统计局数据

出口是推动波兰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主要因素，在波兰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政府体制


波兰属于共和制国家。波兰共和国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政治体制。立法
权归众议院和参议院，行政权归总统和部长理事会，司法权归法院和法官。



波兰的公共行政管理体制的建立乃是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自治政府）分立的基础之上。依据
波兰《宪法》的核心原则，地方政府由公民选举。波兰的地方自治政府由省、县、乡三级组成，
共设有 16 个省，379 个县及 2478 个乡。



波兰加入众多的国际组织，包括：欧盟、北约、世贸组织以及经合组织等。

法律体系


波兰共和国通行的有效法律为：《宪法》、各种成文法以及国家批准的国际协议和规定。



1997 年，波兰实施新宪法。新宪法包括商业活动重要保障，即波兰共和国保障自由经济活动。



法院与法官另外构成了司法机构，独立于行政权与立法权之外。法官由总统任命，无限任期，且
不可罢免。法庭诉讼程序至少需要经过两个阶段。

生活条件


波兰的生活水平迅速改善。手提电话平均密度每 100 人中就有 105 部。有 51 家商业银行和 71 家
保险公司，且大多为外资拥有。自动取款机多达 10000 台。



糟糕的路面状况是波兰面临的挑战之一，不过来自欧盟的大笔援助基金将会改善这一局面。



由于波兰的平均收入远低于欧盟平均水平，因此，国内的许多物品，尤其是服务，价格大幅低于
西欧国家。



波兰的有机产品也十分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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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


波兰的官方货币是兹罗提，1 兹罗提等于 100 格罗希。



多年以来，兹罗提已经成为硬通货。目前通货膨胀率低于 3% （2007 年 9 月数据）。中央银行即
波兰国民银行（NBP）享有《宪法》赋予的完全独立经营权。目前，波兰国民银行所实施的货币
政策目标在于直接控制通货膨胀，目标定为 2.5%，正负一个百分点。



如欧盟所有新成员国一样，波兰同意在国家有能力达到必要的标准后用欧元取代兹罗提。鉴于某
些政治上的争议，波兰并没有设定采纳欧元的具体日期。但是，依据多数观察家的看法，波兰在
2010 年 11 月前采用欧元的可能性并不大。



2007 年 11 月底，波兰国民银行兹罗提兑美元的平均汇率为 2.5155，兑欧元的平均汇率为
3.6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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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的外商投资环境
加入欧盟增强了投资者对波兰的信心。在各类排名中，波兰均为全球最富吸引力的外商直接投资热点之
一。稳定的社会环境、广阔的市场、较少的贸易与投资壁垒、市场化程度较高及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较少，
成为吸引投资的四大因素。
根据《欧洲资方同盟》调查报告，就人力资源方面而言，波兰为欧洲排名第一的投资热点。

成功行业
波兰政府选择某些行业领域为重点扶持对象，尤其是生产和加工增值型产品或服务领域。这些行业领域为
波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赋予了最佳增长潜力和前景。
上述行业包括：
-

国际贸易服务，包括金融服务、呼叫中心、共享服务中心及信息技术中心

-

电子业

-

自动化

-

生物技术

-

研发领域

-

航空

截至 2006 年初，波兰国内共有近 17,000 家外商参股公司。其中，三分之一的公司涉及制造业，三分之一
从事贸易相关领域。酒店与餐厅、交通运输与仓储业、建筑或金融中介亦占据相当的比重。
上述行业中的全球顶尖公司均在波兰设有分公司或办事处。从 2005 年至 2006 年间，波兰已成为欧洲液
晶显示器制造中心。不仅离岸业务势头迅猛，而且研发领域发展良好，这使得波兰人力资本得到外界关
注，获得了良好的评价。从事这些行业的公司经营范围，从会计、金融、物流服务到网络与软件开发、工
程系统与自动化、医药产品及计算机科学的研发，无一不有。
这些行业的迅速发展，主要得益于波兰高质素且相对廉价的人力资本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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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来源

波兰有近 17,000 家外商参股公司，证明了波兰巨大的投资吸引力。
波兰国内的外商参股公司数量
来源国家

公司数量

德国

5666

荷兰

1807

法国

1017

意大利

942

英国

777

美国

757

奥地利

710

数据来源：波兰中央统计局 2006 统计数据

外商参股公司为波兰提供了 1,200 万个就业机会，仅 2006 年这些公司将 55 亿美元的经营利润再用于波
兰投资。
流入波兰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如下：

波兰 1996 至 2006 年外商直接投资

外资直接投资（以十
亿美元计）
截至年底，累计流入
对外投资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4.5

4.9

6.4

7.3

9.3

5.7

4.1

4.2

12.9

9.9

19.2

11.5

14.6

22.5

26.1

34.2

41.0

45.1

49.3

62.2

73

124.5

数据来源：波兰国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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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
航空
波兰拥有多个国际机场，2006 年客流量超过 1400 万人次。波兰各大城市均有多个直飞华沙及西欧部分主
要城市的航班。位于华沙的奥肯切机场即弗雷德里克·肖邦机场是波兰最大的机场，提供前往欧洲与北美
80 个大城市的直飞航班。目前，当局正积极扩建机场，以便服务更多的乘客。扩建完成后，年客流量将达
到 1,000 万。2006 年，波兰已开辟 128 条飞往 35 个国家的航线。
公路条件
波兰公路网络相对落后，高速公路与复式车道设计不足。波兰公路网总长近 300,000 公里，居欧洲第四，
但由于缺乏资金导致养护和维修不足。波兰三分之一的公路需要大规模维修，高速公路网也不能满足需
求。
尽管过去几年公路建设进展缓慢，但有望未来得到根本改善。政府已出台高速公路发展方案，计划未来 10
至 15 年间建造总长 2,900 公里高速公路网（波兰目前的高速公路总长仅为 500 公里）。这是波兰近年最
大的公共建设项目之一，所需 80 至 100 亿美元资金由波兰政府、欧盟、国际金融机构以及高速公路收费
系统管理机构提供。不过，公路设施的显著改善至少需要 3 到 4 年时间。
铁路网络
波兰已建成 24,000 公里的铁路网，被视为中东欧地区最为先进的铁路网之一。尽管如此，波兰铁路网络
仍有较大改进空间。在欧盟经济资助下，波兰当局正着手对铁路系统进行现代化改造。重点项目包括升级
铁道车辆与铁路设施，改善信号传输与通信设备。
内河航道
波兰内河航道网长达 3,640 公里，其中 1,954 公里有通航能力。只需投资改造，就可开辟出通往西欧与东
欧的天然航道。
海港
波兰有四大港口：格但斯克、格丁尼亚、什切青及希维诺乌伊希切。由于波兰港口处于不利于主要国际海
运航线的位置，因此较西北欧地区的港口处于相对劣势。货物进出波兰港口主要依靠铁路运输。因此，与
各大港口相连的铁路网相对完善，可通往内陆及邻近国家。2006 年各大港口吞吐总量达 12,734 吨。
在欧洲基金会（团结基金与欧洲地区发展基金计划在 2007 至 2013 年间投入约 4.4 亿欧元，以改善波兰
位于波罗的海的主要港口）大力支持下，波兰当局将实施波兰港口基础设施建设。届时，波兰将可能成为
连接北欧与西欧的交通枢纽，航线通往意大利、奥地利、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白俄罗斯以及黑海地
区。不过，要建成连接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联合运输网络，还须大力投资改造波兰的公路与铁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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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
互联网
近年来，大量的资金投入以及市场化策略使波兰电信网络得到大幅改善。据 2006 年统计数据，波兰 99%
的大中型企业及 86% 的小企业可使用互联网。92% 的大企业有宽带接入。2005 年，波兰已有 660 多家
互联网供应商，可通过不同技术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它们主要通过 DSL、电话拨号、电缆、调制调解器
及局域网为客户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包括家用网络)。
（资料来源：欧洲统计局）

电信
波兰移动电话网络覆盖率达到 100%。电信服务营运商积极拓展业务，可提供基于 GSM 900MHz、GSM
1800MHz 及 UMTS 频率的服务。波兰固定通信市场的市场化发展，除原有营运商之外，又吸引了 68 家
营运商进入。固定通信线路的用户总数为 1,130 万，不及手机用户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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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外商投资机制
波兰的外商投资者可轻松进入欧盟 4.5 亿人的消费市场。波兰居于欧洲中心，拥有年轻高质素人口，加上
有竞争力（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及良好投资激励措施，使其成为欧洲投资热点。波兰的海外投资者可享有
这些优势，提高企业效益，获取可观利润。
国家政策扶持
波兰政府大力实行鼓励外商投资政策，包括为海外投资者提供税收优惠和财政援助。但请注意，波兰作为
欧盟成员，其政策须符合欧盟国家的援助规定。据此规定，波兰政府对境内企业提供的各项援助资金不能
超过投资总额的一半。
税收优惠
税收优惠是波兰政府最常采用的投资鼓励措施。税收优惠政策分为两类：
-

免缴企业所得税；

-

免缴地方税。

经济特区(SEZ) 内的企业可享受免缴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波兰境内有 14 个经济特区，占地面积达 12,000
公顷。若此类企业投资额不少于 100,000 欧元，则其在经济特区内经营活动所得收入部分，可免缴企业所
得税 (CIT)。免缴地方税不适用于房地产税。
资金援助
波兰政府为战略投资者提供资金援助。
欧盟资金援助计划
欧盟援助资金的管理和拨用，必须依据受惠国家制定且欧盟委员批准的特别计划文件所列的规定。除其他
条例之外，这些计划文件明确规定了以下四点：
•

援助项目类型（教育培训、基础设施发展、投资事业）；

•

符合援助条件的经济实体（国营、私营、中小型企业、大企业）；

•

申请程序、条件及时间限制；

•

联合融资水平（联合融资水平为项目总费用的 30 至 70%，视具体方案类型而定）。

下一预算期间主要计划文件包括：
•

《国家团结战略方案》：列明具体计划期间内针对欧盟资金使用的策略性指导。

•

《实施计划》：列明针对具体项目申请援助资金的一般条件。

•

针对特定实施计划的《补充条款》（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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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013 财政预算期间援助资金
《实施计划》由政府制定，据其规定欧盟资金须用于以下国家项目：
•

实施计划之基础设施与环境项目部分 – 针对交通运输及环境相关投资项目的援助资金；

•

实施计划之人力资本部分 – 针对人力资源发展的援助资金；

•

实施计划之创新型经济部分 – 针对创新型投资项目、环境或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援助资金；

•

实施计划之波兰东部发展部分；

•

实施计划之欧洲区域合作部分；

•

实施计划之农村发展部分 – 针对农业相关投资项目的援助资金；

•

技术援助。

这些《实施计划》文件由地区发展局负责管理。
16个地区实施计划
•

2007-2013 年预算期间，中小企业将会得到更多经济支持。中小型企业可在《地区实施计划》框
架内，申请资金支持。资金支持申请将由波兰各省（共 16 个省）省长办公室负责评估审核。

•

各个省将从其境内企业选择符合资格的企业。这种方法能有效地将资金投向小型和创新型项目。
该计划得主要目的在于，增强地区竞争力，发展当地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

•

波兰 16 个省已分别制定出各自的《实施计划》。目前，波兰当局正与欧盟委员会商讨这些计划。
每一计划都包含支持投资地区企业的各项措施。

•

这些措施旨在针对新机器、设备和技术（包括研发成果）的应用项目提供支持。

《区域行动计划》由各个省的省长办公室制定。
援助批核程序
监管机构（各省的地区发展局与省长办公室）负责申请具体程序的制定、申请的收集与评估、批准及拨
款。但有关申请及评估程序的细节尚未发布。
对企业的资金援助
以下所列措施与优先项目摘自《行动计划》初版，该计划目前正处于公众咨询阶段。最终版本可能会有所
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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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力资源发展的援助


来自《实施计划之人力资本部分》的资金用于员工培训及人力资源领域的咨询与建议服务。



适用于中小型及大型企业

投资援助


来自《实施计划之竞争性经济部分》的投资援助用于研发、创新及 IT 领域的项目。



来自《实施计划之基础设施与环境部分》的投资援助用于环境、运输和能源行业。



来自《实施计划之农村发展部分》的投资援助用于食品加工业和农业。



以上各类计划下的投资援助可用于中小型与大型企业。

对环境保护领域的投资援助


依照基于《国家环境政策》设立的环境保护与水资源管理国家基金中所确立的优先发展项目，该
项基金对波兰《环境法》中列出的环保目标提供优惠贷款。各省的国家基金办事处依据援助活动计
划及项目选择标准，来制定重点环保项目。环保事业是波兰加入欧盟成员国所需承担的义务，是波
兰投资建设的重中之重。



环境保护和水资源管理国家基金将提供的资助高达总费用的 80 %。每个项目所获的最低长期低息
贷款额不少于 100 万兹罗提。该项贷款没有申请时间限制，相关申请书可随时提交给环境保护与
水资源管理国家基金。



所提交申请书会在 2 至 3 个月内取得评估结果。

长期计划


在波兰，重大外商投资项目不仅可得到欧盟的资助，还可获得波兰政府的援助。“长期计划”是指国
家预算对重大外商投资项目给于资助的一种方案。



“长期计划”可为个人投资项目提供整套援助方案。整套援助方案包括公共预算对投资项目的直接资
助、免除投资方税务或政府负责投资项目当地的基础设施改造。



“长期计划”由波兰部长委员会负责制定。因此，这类援助只针对最重要的投资项目。



公共资助必须符合波兰《公共财政法》与《部长委员会规约》。此外，部长委员会有权批给每个
投资项目最高 1 亿兹罗提的资助，若需更多资助，则须由议会批准。

“长期计划”每次提供的资助必须符合波兰及欧盟关于国家资助私营行业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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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基金的援助政策

制定与实施让公司超越竞争对手的策略，需要投入大笔资金。单凭公司自身的财政资源不可能实现。此
外，申请银行贷款的程序复杂且时间长。有幸的是，在波兰的公司可申请另一种形式的资助，即欧盟基
金。从 2007 到 2013 年间，大量欧盟基金将投入波兰，以资助企业的发展。因此，企业可通过正当途径
申请这类基金，以便为战略经营活动筹得有力的资金援助。
资金
在 2007–2013 年财政预算期间，650 亿欧元欧盟基金可供波兰境内企业申请。由于欧盟资助仅针对企业
经营的特定领域，因此对这些资金的管理须符合《实施计划》的要求。下表列出来自 2007–2013 年期间
具体实施计划的项目。

实施计划

目标/领域

可用资金

其他信息/符合资助要求的项目描述
Î 培训与研究生教育
Î 为企业家（或企业家团体）
提供依据企业自身发展战略制定的全国范围与跨区域的封闭

现代经济下的人力资源发展

不少于 5.04 亿欧元

式（普通与专业）培训与咨询项目。
此外，采用方便残疾人参与的培训教室，
购买或租用设备及电子化学习平台
Î 有关提高研发团队管理科研及研发工作和商业化研究成果
能力的项目（课程、培训），

加强研发团队竞争力

超过 6100 万欧元

Î 有关提高研发团队与企业家对科研工作对经济发展重要性
认识的项目，

人力资本

Î 通过教育推动科研的项目。

2007–2013

Î 为企业提供专业技能发展与业务咨询支持：
针对管理层和员工的封闭式培训（普通与专业）以及培训相
关的咨询，
Î 通过培训与咨询服务，

地方员工与企业的发展

超过 12.7 亿欧元

提高企业员工及管理层在现代化进程中对于实施支持
发展变化项目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认识，
Î 为支持企业重新定位的企业家提供培训与咨询服务，
Î 为处于转变与现代化过程中的企业执行再就业方案提供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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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型经济
2007–2013

支持目标项目

3.9 亿欧元

Î 资助研发项目（技术、科技、组织）。
申请中须包含研发工作与研发成果应用项目。

支持研发成果应用

3.9 亿欧元

应用取得的研发成果，包括：
Î 应用准备（程序制定、技术文件、测试）
Î 应用
Î 应用所需的资金、咨询及培训

激励企业研发活动，

18.6 亿欧元

支持工业设计

支持企业启动或发展研发活动，包括将企业转变成研
发中心，
其中涉及购买咨询服务（仅面向中小型企业）以及研
发活动相关的固定和无形资产。

创新潜力巨大的新投资项目

14.2 亿欧元

新兴投资项目（制造类、服务类），包括购买波兰境
内不超过 3 年的新技术与企业组织解决方案、以及投
资所需的培训项目。

有重大经济影响力的投资项

超过 10 亿欧元

目

制造业投资项目支持（可获投资至少 4 亿欧元，增加
至少 400 个就业机会）
服务业投资项目（至少可增加 200 个就业机会，研发
事业则需至少可增加 20 个就业机会），共享服务、
IT、研发中心等

基础设施与环境

符合环保要求的项目

超过 2.5 亿欧元

保护 2007–2013

Î 支持环境管理体系
Î 资源优化利用与废弃物管理
Î 支持实施最佳环保措施的企业
Î 支持水资源与污水管理企业
Î 支持从事空气保护的企业
Î 支持循环利用及废品与危险废弃物处理的企业

仅大型企业可得到此类资助。
环保型能源基础设施

总额 8.2 亿欧元，

Î 提高能源与热能的发电效率

其中 7.5 多亿欧元

Î 提高能源输送网络的效率

用于资助企业

Î 经可再生资源发电
Î 经可再生资源生产生物燃料
Î 制造经可再生资源发电和生产燃料的设备
Î 建设可再生资源发电接收网络

能源安全

超过 11 亿欧元

Î 开发能源、天然气与石油输送系统，建设与扩建天
然气存储设施
Î 在未通天然气的区建设送气系统，对现有输送网进
行现代化改造

环保型运输 - 建设联运系统

2.178 亿欧元

Î 在铁路网点和港口建设开放式集装箱中转站与物流
中心
Î 在物流中转站和中心
实现管理技术现代化

此外，经营中小型项目的企业可依据《地方实施计划》向当地基金管理机构申请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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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基金不仅面向全国范围的实施计划，也向地方性特定计划开放。欧盟 2007–2013 年框架计划资助项
目实例。里斯本战略实现方式之一的欧盟第七个框架计划是以科研为重点的国际合作投资项目的资助来源
之一。欧盟 2007–2013 年框架计划将分五大专项计划来执行：合作计划、创新计划、人力资源计划、协
力研究计划、能力计划。最后一项计划针对跨区域的企业合作项目。依据上述框架计划，欧盟成员国境内
企业可申请的资金总额达 3241.3 万欧元。涉及健康、农业、生物技术、IT、通讯技术、纳米技术、材料
工程、能源、环保、交通运输、航空与安全等领域的项目，均可以申请获得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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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企业组织
1. 企业概念
•

一般规定/准则

2004 年 7 月颁布的《经济自由法》适用于波兰境内的主要企业活动。该法案对波兰境内企业活动（包括
企业管理、经营与关闭）以及相关公共管理事务进行规范。
规范波兰境内企业经营形式的另一重要法案是 2000 年 9 月颁布的《商业公司法》，其中对有限合伙公
司、有限股份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公司等企业组织形式进行了规定。
波兰作为欧盟成员国，公司成立和经营的相关法规不仅适用于波兰公民，也适用于来自欧盟和《欧洲自由
贸易协定》所辖区域（属于欧洲经济区）的外商。
以下企业合法经营形式适用于欧盟及《欧洲自由贸易协定》成员国的投资者：
•

独资企业 (indywidualna działalność gospodarcza)

•

民间合伙机构 (spółka cywilna)

•

法人合伙公司 (spółka jawna)

•

有限合伙公司 (spółka komandytowa)

•

专业合伙公司 (spółka partnerska)

•

有限股份合伙公司 (spółka komandytowo-akcyjna)

•

有限责任公司 (spółka z ograniczoną odpowiedzialnością)

•

股份公司 (spółka akcyjna)

•

欧洲公司 (spółka europejska, Societas Europea)

•

欧洲经济利益集团 (Europejskie Zgrupowanie Interesów Gospodarczych)

上述法规同样适用于居住于欧盟及欧洲经济区之外、符合以下条件的非波兰籍人士：
•

拥有波兰居留权

•

拥有波兰暂住权或波兰共和国承认的难民身份

•

或暂时受波兰政府保护的人士。

除非国际协议另有声明，除符合以上条件的外籍人士之外，其他外籍人士只能从事以下形式的企业活动：
•

有限合伙公司 (spółka komandytowa)

•

有限股份合伙公司 (spółka komandytowo-akcyjna)

•

有限责任公司 (spółka z ograniczoną odpowiedzialnością)

•

股份公司 (spółka akcyj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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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欧盟与欧洲经济区之外的人士仍可参资以上四种形式的合伙制公司，享有股东权益。
此外，外商可在波兰设立分公司或代表处，从事经营活动。
波兰境内任何形式的企业活动均受到波兰政府机构的限制、监督与管理，并且需获得相关机构的书面同意。

•

特许权

特许权的有效期通常不少于 5 年（除非企业另有要求），但不超过 50 年。特许权的批准须依照完整的行
政程序进行。
特许权的授予机构有权监管
法定时效内受益企业的经营活动。
需获得特许权的业务类型

特许权授予机构

对矿石、开采后和矿物质浓缩处理后剩余废物中的矿物质与矿物材料，

环境部部长

进行勘查、鉴定和开采作业；矿石堆砌储存（非容器储存）及地下矿层

（特殊情况下，需其他机构审批）

中的废物储存。
爆炸物、武器和军火、以及军用或警用物品与技术的制造与贸易

国务部部长

燃料与能源的生产、加工、仓储、运输、分配及贸易

能源监管局大臣

人身及财产保护

国务部部长

航空运输

基础设施部部长

广播电视事业

国家广播委员会

•

受管制经营活动的注册

某些经营活动需符合特定条例，因此企业应到相关注册机构，对所有受管制的经营活动分别进行注册。
•

许可

从事以下经营活动时，需取得相关许可证：酒类批发、烟酒及烟草相关产品的生产、有毒物质的生产与销
售、麻醉药品与精神药品的生产与销售、放射性物质的生产与销售、双重用途物质的销售、机场的管理、
药品的生产与销售以及药房或药品库的经营、特定邮政递送服务、赌场经营、银行经营、保险公司或证券
中介经营、商品交易所、中介机构、电信服务、公路交通、转基因研究实验室、净水供应与污水处理、废
弃物处理、注册牌照制造、投资基金或退休基金的创立、报关代理的经营、动物用药品的制造与批发、肥
料与杀虫剂的销售、房地产经纪服务、海洋渔业、经济特区内各类经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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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经营形式
•

独资企业

独资经营是私营小公司通常采取的形式。
此类企业的经营人以其所有个人财产对企业承担全部责任。
独资企业需在县长或市长属下的商业注册局注册。独资企业经营者需缴纳个人所得税 (PIT)。
•

民间合伙机构

民间合伙企业至少由两个自然人或法人所组建，受《民法》所管辖。其一大特点是，不具有法人资格，不
能以其名义从事涉及产品与服务的经济性交换。合伙人对合伙企业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民间合伙企业的合
伙人必须在“企业活动注册局”进行注册。若连续两个财政年度的年收入达到会计法规定需记账的数额，即
80 万欧元，则民间合伙企业必须国家法院注册司注册为法人合伙公司。而且，应在第二个财政年度结束前
进行注册。注册完毕之后，民间合伙企业即成为法人合伙公司。

•

商业合伙公司

商业合伙公司无法人资格，但可购买权利，并对此承担责任且受法律仲裁程序的约束。《商业公司法》涵
盖四类合伙形式：
1) 法人合伙公司
法人合伙公司是指依据《商业公司法》成立的经营规模大于民间合伙企业的个人合伙公司。它依据书面协
议（否则无效）而成立，且必须在国家法院注册司的企业注册部进行注册。所有合伙人都对公司承担不可
豁免的无限责任。所有合伙人均有权经营并代表该合伙企业，但合伙人可依据若法院裁决或合伙人协议放
弃代表该组织之权利。
2) 有限合伙公司
有限合伙公司的主要特征是拥有两类合伙人：至少一方对公司承担无限责任，其他合伙人仅根据合伙协议
注明的合伙金额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成立有限合伙公司时，需提供公证书，否则为无效。有限合伙公司
必须到国家法院注册司的企业注册部进行注册。
3) 专业合伙公司
专业合伙公司是指合伙人为专门从事某项专业而成立的公司，因此这类公司仅限于指定数量的专业（定义
为自由职业）。法律规定了这类专业的全部范围：律师、医药师、建筑师、土木工程师、注册会计师、保
险经纪、税务顾问、审计师、医生、牙医、兽医、公证师、护士、助产士、法律顾问、专利代理、房地产
专家、宣誓翻译员、股票经纪、投资顾问。此类合伙公司的主要特征：合伙人仅对其行为及其属下员工的
行为承担责任，无需对其他合伙人的行为、债务或损失承担任何责任。成立专业合伙公司时，须提供公证
书，并且必须到国家法院注册司注册登记。除非合伙协议另有规定，所有合伙人均有权独立代表该合伙企
业。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决议，可取消一方合伙人的企业代表权。
4) 有限股份合伙公司
此类合伙公司为股份公司与有限合伙公司形式的结合。有限股份合伙公司有两类合伙人：至少一方合伙人
对公司承担完全责任，而且至少一方合伙人作为股东不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但必须购买股份并支付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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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两类合伙人的公司代表形式也不相同：合伙人可代表公司，但股东只能以代理身份代表公司。合伙人
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此类合伙公司可设立股东大会、监事会等机构。此类合伙公司的参股额至少为
50,000 兹罗提。成立此类合伙公司时，需提供公证书。此类合伙公司必须到国家法院注册司注册登记。
•

公司类型

波兰最常见的外资公司类型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商业公司法》规定股东根据其股本额对公司
承担有限责任。对于因公司经营不力招致的损失，公司董事会成员对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若其已采取
以下动作，则可免除其责任：
•

及时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或实施处理程序，或证明未能有效执行上述责任并非因其失职所致；或

•

证明债权人并未因委员会未申请破产或实施有效处理程序而蒙受损失。

1) 有限责任公司 (LLC, Sp. z o.o.)
有限责任公司是波兰的国内外投资者最常采用的公司类型。成立有限责任公司时，须取得公司成立的公证
书，并且必须到国家法院注册局注册登记。有限责任公司的创立人可为自然人兼法人。单一股东也可组建
有限责任公司（但有限制条件）。有限责任公司具有法人资格，且由董事会作为公司代表。此类公司的创
办资本不低于 50,000 兹罗提。每股股份的面值不低于 50 兹罗提。有限责任公司有以下出资形式：
•

现金或/和

•

实物

有限责任公司在国家法院注册中心注册登记后，即具有法人资格。
2) 股份公司 (S.A.)
成立股份公司时，须取得公司成立的公证书，并且必须到国家法院注册局注册登记。公司创立人可为自然
人兼法人。单一股东也可组建股份公司（但有限制条件）。股份公司具有法人资格，且由董事会作为公司
代表。
•

此类公司的创办资本不低于 500,000 兹罗提。每股股份的面值不低于 0.01 兹罗提。股份公司有以下出
资形式：现金或/和

•

实物。

股份公司在国家法院注册中心注册登记后，即具有法人资格。法律规定，特殊类型企业（如银行）以及拟
在华沙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需采用此类公司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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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公司的主要区别如下：

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公司

1. 创立者人数（波兰籍和/或非

至少一人（单一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不

至少一人（单一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

波兰籍）：

能单独组建另一有限责任公司）

不能单独组建股份公司）

银行、保险、证券交易及其他业务（退
2. 业务范围：

休基金等）除外，经营这类业务仅限于

无业务范围限制

股份公司
3. 最低创办资本（兹罗提）
4. 于法院注册司注册前需兑付
之资本

50,000 兹罗提

最少 25 %（若以实物形式认购股
100 %

份，则须在公司注册满一年之前全额
悉数兑付）

5. 每股最低面值：

50.00 兹罗提

6. 实物出资评估：

无需正式评估

7. 股份附带之优先权：

优先表决权仅以等值股份为据

8. 股份的法律地位：

500,000 兹罗提

0.01 兹罗提（1 格罗什）
必需项目，由创建人出具评估报告，
并经注册法院指定的法定审计师审核
优先表决权仅限于法人股（无表决权
股份除外）

股份代表财产权，但非有价证券，可不

股份被视为有价证券，须出具股权证

出具股权证书

书
此类股份应属法人股，在股东大会批

9. 实物出资下的股份发售

10. 股份公开交易（证券交
易）：

无限制，可即时出售

不允许

准财政年度财务报告且此类股份当年
悉数兑付之后，方可转让或抵押股份

符合一定条件后，允许公开交易

《公司章程》或会要求股东按其所持股
份比例支付附加款项。但支付附加款项
11. 附加款项 (dopłaty)：

不会增加股本，获股东大会批准后可退

不适用

换给股东
特定决议（股东年会通过之决议除外）

12. 股东决策程序：

可由股东以书面形式表示采用，无需召

所有的股东决议须由股东大会（年度

开股东大会。

或特别）批准，且需有公证师进行会

股东决议须获得绝对多数票（超过

议记录。

50%）才可通过。但也有例外情况。以

股东决议须获绝对多数票（超过半

下决议须获得特定多数票：

数）通过。但也有例外情况。以下决

有关修订公司章程、出售公司业务或清

议须获得特定多数票：

偿公司，需取得 2/3 票数通过；

涉及大幅变更公司业务范围的决议，

在公司并购、分拆情形下，若要大幅更

须取得 2/3 票数通过；

变公司业务范围，须取得 3/4 票数通

涉及更改公司章程、赎回股份、减少

过，《公司章程》可规定更为严格的限

或增加股本、出售公司业务、清偿公

制条文。每股股份可拥有一票以上的表

司的决议，需取得 3/4 票数通过。

决权（特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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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需进行商业登记的决议之外，所有
13. 非通过正式声明刊发股东
大会通过之决议：
14. 股东大会是否需要会议记
录（以公证书形式记录）：

无需刊发股东大会决议

仅涉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股东大会需要

股东大会决议须在通过后一个月内在
法院监察局刊发
所有股东大会均需要

无限制

不超过 5 年，但可续任

16. 监事会和/或经费审查委员

非必需，除非公司股本达 500,000 兹罗

必须设立监事会；监事会最少需 3 名

会：

提以上且股东人数大于 25；监事会最少

成员（上市公司要求 5 名）

15. 董事会成员任期

需 3 名成员
17. 监事会成员任期：
18. 备用金：

除非公司章程另有规定，任期为 1 年
自愿缴纳项目，用于特殊用途

不超过 5 年，但可续任
须备有 8% 的补充资本，直至其资本
不低于公司股本额的 1/3

若符合以下任何两个条件，则须执行强
19. 强制性审计：

制性审计：
a) 年平均雇员人数超过 50，

需进行年度审计

b) 资产负债总额超过 250 万欧元，
c) 营业额加财政收入超过 500 万欧元；
20. 公司清偿后剩余资产的分
配

在清偿程序开始及债权人会议召集日起

在清偿程序开始及债权人会议召集日

6 个月后，方可进行股东间的财产分配

起 1 年后，方可进行股东间的财产分
配

•

分公司与代表处

依据《经济活动自由法》，允许以分公司和代表处形式从事业务经营。
1) 分公司
依据互惠原则，国外投资者、自然人及法人可在波兰境内设立分支机构，经营银行、保险和基金等业务。
分公司隶属于境外母公司，不具法人资格，但可在波兰境内从事经营活动。分公司所经营的业务不能超出
境外母公司的业务范围。分公司在国家注册司注册后，方可在波兰境内从事经营。分公司可聘用波兰籍或
非波兰籍员工。
2) 代表处
国外投资者也可在波兰设立代表处。代表处的业务仅限于其境外业务的广告和宣传推广。代表处必须再代
表处注册部进行注册登记。该注册部隶属波兰经济部。代表处可聘用波兰籍或非波兰籍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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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波兰境内公司组建程序
第1步
公司协议公证
所需时间：1 天
所需费用：1,010 兹罗提公证费 + 0.5% 超过 60,000 兹罗提部分 + 22% 公证费（增值税）+ 0.5% 股本额
（民法规定的交易税）
第2步
到国家法院注册司 (KRAJOWY REJESTR SĄDOWY) 进行注册登记
所需时间：14 天
所需费用：1,000 兹罗提（注册费）+ 500 兹罗提（公告费）
第3步
申请统计代码
所需时间：1 天
所需费用：免费
第4步
开立银行账户
所需时间：1 天
所需费用：免费（视银行而定）
第5步
申请增值税号 (NIP)
所需时间：3 至 4 周
所需费用：免费
第6步
增值税登记
所需时间：1 天
所需费用：152 兹罗提
第7步
到社保局进行登记 (ZAKŁAD UBEZPIECZEŃ SPOŁECZNYCH)
所需时间：1 天
所需费用：免费
第8步
到国家劳动安全检察局登记注册
所需时间：1 天
所需费用：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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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步
到卫生检查总局进行登记注册 (PAŃSTWOWA INSPEKCJA SANITARNA)
所需时间：1 天
所需费用：免费

9 波兰境内公司组建程序（详情）
第 1 步：
公司协议公证（仅限股份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
订立公司章程（股份公司）或公司组织章程（有限责任公司），并正式签署和进行公证。
股分公司的公司章程应包含以下内容：


公司名称及注册地址，



公司经营类型，



公司经营期限（如有限定），



股本额、注册前已付资金、股份面值及数量、股票类型（记名或不记名），



每类股份的发行数量、特别股份的权益（若适用），



公司发起人的姓名和住址，



公司董事与监事会成员人数（或规定的最多或最少人数）以及委任成员的机构，



若不在法院与监察局 (Monitor Sądowy i Gospodarczy) 发布公告，则须以报纸或期刊刊载的方
式发布公告。

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章程应包含以下内容：


公司名称及注册地址，



公司经营类型，



公司经营期限（如有限定），



股本额，



股东所持股份的情况，



股东所持股份数量与面值。

已付资本金
股份公司：应不少于创办资本总额的 25%。
有限责任公司：须全额支付创办资本。

第 2 步：
到国家法院注册司 (KRAJOWY REJESTR SĄDOWY) 注册登记
接下来，到国家法院注册司所属的企业注册部提交注册申请。申请将呈送至管辖公司经营场所的国家法
院注册司经济部。申请书必须全体董事会成员的签名，且附有以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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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或公司组织章程；



公司董事会成员委任的文件，列明委任的成员。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章程中未列明董事会成员
的情形除外；



全体董事会成员的声明：所有股东均已悉数支付所承担之创办资本（有限责任公司），或公司
章程所列之参股现金与实物资本已依据法律获悉数支付（股份公司）；



全体董事会成员签署的股东成员（个人和公司）名单，包括所持股份数量和面值（有限责任能
公司）；



经公证人审核的、或于法院现场亲笔签署的董事会成员签名样本；



公司成立及股份认购的公证书（股份公司）；



经银行或投资公司审核过的股本支付收据。若公司注册后以实物形式出资，则依据法律必须提
供有关确认该出资形式的全体董事会成员声明（股份公司）。

请注意，在国家法院注册司企业注册部提交公司注册申请时，可能允许同时申请统计代码（参见第 3
步）及增值税号（参见第 5 步）。在此情形下，管辖公司经营场所的国家法院注册司经济部（于法定营
业场所）负责在注册后 3 天之内将统计代码申请与增值税号申请分别交呈国家统计局与税务局。不过，
建议将这三份申请分开存档，以缩短申请处理时间。
在国家法院注册司办理的注册登记会在法院与经济监察司正式公布。
独资企业与民间合伙企业必须在企业注册局 (Ewidencja Działalności Gospodarczej) 注册，并由乡长、
县长或市长签署批准。
第 3 步：
申请统计代码
公司必须在公证书签署日期后 14 天内向统计局 (Urząd Statystyczny) 申请统计代码。申请人也可在向
国家法院注册司申请注册公司的同时申请统计代码（参见第 2 步）。统计代码通常由管辖公司经营场所
的统计局即可颁发，且不收取任何费用。
第 4 步：
开立银行帐户
依据波兰法律，所有公司必须在波兰的银行开立帐户。开立银行帐户时，公司应出示统计代码证明、公
司章程或公司组织章程、以及签名样本。
此外，还须准备有公司名称的印章。
第 5 步：
申请增值税号 (NIP)
公司取得增值税号之后，方可获得增值税减免优惠及使用发票。申请增值税号时，须提交以下资料：


公司章程或公司组织章程



国家法院注册司出示的注册证明



统计代码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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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注册地址的物业所有权的证明文件



银行帐户协议

第 6 步：
增值税登记
公司在申请增值税号的同时，可办理增值税登记。年营业额超过 10,000 欧元的公司须注册为增值税纳
税人。而且，公司应在开始首笔需缴增值税的业务之前，进行注册登记。
任何计划从事欧盟内商品或服务供应的公司，必须注册为欧盟增值税缴纳人。
第 7 步：
到社保局进行登记 (ZAKŁAD UBEZPIECZEŃ SPOŁECZNYCH)
公司必须在雇佣第一位员工后 7 天内到社保局登记申报，为员工支付社保金。
公司须将申报书提交管辖其经营场所的社保局。
申请书应附有统计代码和增值税证明。
尽管法律未规定注册社保时需提供增值税号，但在实际操作中，社保局所用软件系统要求输入增值税号
之后，注册才生效。
第 8 步：
到国家劳动安全检察局登记 (Państwowa Inspekcja Pracy)
公司必须在雇佣第一位员工之日起 30 天内到劳动安全检察局注册申报。申报书应包含员工人数、业务
类型、经营范围及经营场所等信息。
第 9 步：
到卫生检查总局登记 (Państwowa Inspekcja Sanitarna)
公司应在正式营业之日起 30 天内到卫生检查总局登记申报。此条例不适用于独资企业。
公司应向当地卫生检查局报告公司业务类型、经营范围及经营场所。

一站式服务
波兰政府正进行大力简化公司注册程序的工作，为申请人提供“一站式”服务。一些当地政府机构已采用
此方式，为辖区内经营的公司提供便利的注册服务。同时，波兰有越来越多的公司注册机构提供网上申
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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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关系与社会保障
大量数据表明,波兰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国家，可满足对劳动技能需求较高的投资，因为：


劳动力成本低



劳动力素质高。

劳动力成本
如下图所示，与其他欧盟国家相比，波兰的劳动力成本最具竞争力。

数据来源：欧洲统计局 2007 年统计报告

劳动力素质
决定在波兰立足的投资商认为，波兰市场最令人印象至深的特色（有时甚至令人惊讶）是其拥有众多年
轻且素质高的工人。纵观以下数据，上述结论不言自明：

数据来源：欧洲统计局 2007 年统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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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欧洲统计局 2007 年统计报告

工作条件
工作条件，包括从生产过程到员工履行职责的工作环境中存在的各种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工作环境、舒
适度、安全保障以及工作时间。
自 90 年代中期起，波兰的工作条件已取得大幅改善。许多波兰人称他们的工作场所条件不错，包括：
工作氛围、财政支持和工作设施的标准。虽然历史记录显示，波兰工作场所具有的风险性远高于其他欧
盟国家。但近年来，波兰在疾病预防措施和安全生产工作方面已有显著的进展。此外，其它各种配套工
作也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工作时间与工作时间标准
波兰的工作时间为每日工作 8 小时（日标准），每周 40 小时（周标准）。在公认的工资结算期内，每
周标准与加班时间相加平均不得超过 48 小时。此限制对于代表雇主管理企业的雇员不适用。
雇主按劳资集体协议或工作条例确定工资结算期限。该期限不得超过 4 个月，且在合理情况下方可延至
12 个月。
工作时间标准依“劳动法”条例制定，超过该标准的工作应视为加班。通过支付加班额外报酬或以特休形
式进行补偿。
主管要求在周末或公众假日从事工作的，应视为加班，雇员有权申请特休。兼职雇员的工作时间在单独
的雇用合同中另行规定。
报酬
工作报酬应与工种类别和必需具备的资格相对应，且应以提供的服务量为参考。在波兰，依工作时间量
（通常按月计，有时按小时或按日计）或工作项目支付工作报酬，至少每月于预先规定的日期结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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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2007 年，法定最低报酬保障为 936.00 兹罗提（2006 年第 171 号 1227 期《法律杂志》），而员
工第一年的报酬所得不得少于 748.80 兹罗提（2002 年第 200 号 1679 期《法律杂志》）。

养老金制度
如下图所示，波兰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于三大支柱的基础之上：

波兰养老金制度

第一大支柱
向社会保险机构
(Zakład
Ubezpieczeń
Społecznych) 缴
纳的强制保险费

第二大支柱

第三大支柱

通过社会保险机构

自愿向所选商业保

的中介缴纳的所选

险公司缴纳的保险

开放型养老基金的

费

强制保险费

在波兰，只要具备以下条件，就有权领取养老金：


达到相应的年龄 – 女性 60 岁，男性 65 岁；



提供社会保障供款期证明 – 女性 20 年，男性 25 年。

在某些情形下，达到一定标准后可提前退休。

失业
尽管有记录显示失业率已有所下降，但波兰仍是失业率水平居高不下的欧盟国家之一。2007 年 9 月
底，劳工办公室登记的失业人数达到 1,777,800（其中包括 1,059,000 女性），且 43.6% 居住在农村。
失业率占同时期劳动力总数的 11.6%。

波兰投资手册 2008

35

以下图示显示的是 16 个省的失业率：
Gdańsk
格但斯克
11,6%

Szczecin
什切青
16,7%
Gorzów
Wielkopolski
大波兰
戈茹夫
14,5%

Bydgoszcz
比得哥什
15,2%
Poznań
波兹南

Olsztyn
奥尔什丁
19,0%
10,6%
9,5%

Białystok
比亚韦斯托克

Warszawa
华沙

8,3%
Łódź
罗兹
11,8%

Wrocław
弗罗茨瓦夫
12,1%

Opole
Katowice
奥波莱
卡托维兹
12,4%
9,8%

Lublin
卢布林
12,8%

Kielce
凯尔采
14,9%
Rzeszów
热舒夫
Kraków
13,9%
克拉科夫
9,0%

税楔高是失业率如此之高的常见主要原因之一。这些劳动力成本包括高税收（因需要向社会保险机构付
款，为养老金制度和社会保障支出集资而导致）。
2007 年 9 月，以下省市的失业率创下最高记录：


Warmińsko-Mazurskie ( 奥尔什丁)：19,0%；



Zachodnio-Pomorskie (什切青)：16,7%；



Kujawsko-Pomorskie (比得哥什)：15,2%。

而以下省市的失业率则创下最低记录：


Wielkopolskie (波兹南)：8.3%；



Małopolskie (克拉科夫)：9.0%；



Mazowieckie (华沙)：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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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佣规定
劳动法
“劳动法”中明确规定了雇员与雇主的权利与义务。“劳动法”包括与劳动法相关的条例、法令以及其他执行
文件。也可用以管理劳动合同期内的劳动关系。
应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若达成口头形式的合同，则雇主必须于雇员开始工作之日起，就合同类型及其条
款的协议予以书面确认。劳动合同条款与条件的修订要求以书面形式进行。合同应包括以下信息：


合同双方；



工作场所；



合同类型；



签约日期；



报酬；



工作时间；



开始雇用和可能的终止日期。

合同也可包括其他信息，如人寿保险、竞业禁止条款、雇员利益等。
“劳动法”信息来源也可纳入雇主与工会达成的劳资协议中。此类协议可就“劳动法”或其他条例规定下的雇
员权利确定更多有利条款。
外国员工
波兰 2004 年加入欧盟，对于打算在波兰工作的外国雇员的法定要求视特定个体来自欧盟国家还是第三
方国家的公民而定。在波兰，雇用外国员工的程序如下表所示：
欧盟雇员/国民


非欧盟雇员

到达后 3 个月内根据欧盟国民实际所在地在

该程序包括 4 个主要步骤：

Voivod 办公室注册为欧盟国民。



向当地劳动局征求意见和通过公告获取职位空
缺信息 — 这些程序的主要目的是核实没有波
兰人具备所要求的技能而且没有波兰人希望担
任由雇主提供的职位。



获得初步工作许可证；



申请外国国民在波兰居住的合法证明（可以是
工作签证或居留许可证）；



获得最终工作许可证（期限为 1 年）。

整个过程实际上可能需要 3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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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合同类型


试用期的试用合同

试用合同的试用期限有明确规定。试用期限不得超过 3 个月。通常为 2 周、1 个月或 3 个月。若要终止
试用合同，需提前 3 天至 2 周的时间发出解约通知，具体视试用期的长短而定。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期限有明确规定；合同期限届满劳动关系即终止。若合同签约期限短于或等于 6 个
月，则任一单方不得终止合同。若双方均表示同意，则可终止该合同。对于超过 6 个月的固定期限合
同，若合同包括相应条款，则须于终止合同前 2 周发出通知。雇主只能与雇员签订 2 份固定期限合同。
若终止前一合同和签订下一份合同的间隔时间不超过 1 个月，则第 3 份合同自动变成无固定期限合同。
雇员空缺期间的临时替代合同属固定期限合同中的特定类型。此类合同的条款必须明确界定。合同任一
方在 3 日内通知另一方即可终止替代合同。


无固定期限合同

无固定限期合同是对员工最有利的合同，可确保稳定的雇佣关系。终止此类合同须提前一定时间发出终
止通知。提前通知的时间长短视服务于某一雇主的年限而定，可以为 2 周（聘期短于 6 个月）、1 个月
（聘期超过 6 个月）或 3 个月（聘期超过 3 年）。
劳动关系的终止
发生以下任一情形即可终止劳动合同:


劳资双方达成协议；



提前发出通知（合同一方依约提出终止合同的通知）；



未提前发出通知（合同一方未提前发出终止通知）；



合同期限届满；



合同规定的工作完成时。

休假
带薪休假
雇员有权享受带薪年假。休假期限为：


20 天 — 服务年限不满 10 年；



26 天 — 服务满 10 年以上；

之前的聘用期（无论聘用中断和聘用终止方式）都包括在服务年限内，作为享受带薪休假以及假期长短
的依据。个人接受培训的时间也计入其服务年限内。

波兰投资手册 2008

38



兼职雇员的带薪休假

兼职雇员有权享受与其工作时间相当的带薪休假。也就是说，兼职雇员可享受 10 或 13 天的带薪休假，
视上述带薪休假标准而定（20 和 26 天）。


批准带薪休假的原则

只要当前工作安排允许，雇员也可在正常工作日带薪休假。根据雇员在指定日期的日工作时间，将带薪
休假重新折算为相应的小时数。根据此原则准予带薪休假，带薪休假一天即对应 8 个工作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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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市场
基础设施日益完善
正如欧盟的其他新成员，波兰的基础设施建设尚不完善，因而阻碍了房地产的发展。直至最近，波兰的
交通和环境基建仍处于严重不足和落后状态。在加入欧盟前后，随着大量欧盟基金的涌入，此状况已开
始改善。
城镇和乡村的饮用水供应和污水处理网络得到了大幅的改善和扩建。此外，为了着眼于新的发展使投资
商能轻松达到欧盟的环保要求，波兰当局致力于推行更进一步的完善工作。交通基础设施也得到了改
善，但离完善的差距仍然较大。
目前,在欧盟基金资助之下，大规模的公路设施建设或改善工程正在进行。从现在至 2013 年，欧盟基金
将拨出约 230 亿欧元的公路基建专款。但是，高速公路和复式车道仍然不足。但政府已经宣布 258km
的高速公路和 183km 的复式车道正在建设之中。根据计划，波兰将在 2013 年完成约 900km 的高速公
路和 2000km 的复式车道建设。

除欧盟援助之外，另一强力推进投资进度的盛事当数波兰与乌克兰携手主办的 2012 年欧洲足联杯。为
了不辜负欧足联的期望，并为远道而来的各国足球迷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波兰当局计划建造大批酒
店、餐馆和停车场。国际投资商都抢着购买地皮承建大赛工程，力争赶在 2012 年欧足杯举行前竣工。
值得强调的是，当地政府也非常重视这点，不仅开始协调投资进度，还着手拟定 2012 年欧足杯赛事后
的各项措施，以便充分利用赛事后留下的完备基础设施。

2007 年期间，波兰已获得全球房地产投资市场相当多的资本。最大的交易都是在华沙完成的。另一方
面，地方市场也在日益加速拉进与省会的距离。由于楼房的供不应求，2007 年，仍存在同一物业在一
年间多次易手的情况。最近几年，与中欧和东欧其他国家相比，波兰房地产市场的资本化率大幅下降。
我们与“城市土地学会”合作的研究（2007年欧洲房地产市场新兴趋势）结果显示，在不久的将来，实现
相对较高的投资回报率将会更加困难。部分受访者认为，收益“并不能弥补国家风险及与之相随的一
切”。事实上，到目前为止，由于房地产收益趋高，华沙的高档办公物业价格已与西欧各国首都基本持
平。波兰投资市场发展的激烈程度和迅猛程度最终可能会放缓至正常水平，才能反映市场的实际商机。
投资者会更加关注城市更新与重建的商机，以便在发展相对成熟的市场（大城市）进行投资。这意味着
地方市场也将会出现大型的投资项目，包括技术和功能全面现代化的项目。此类项目需要为之度身打造
的战略方案，并需资深的金融分析师、物业经理、城市规划设计师和建筑师的紧密合作，以评估其实际
可行性。随着投资者转向关注城市更新与重建地带的顶级物业，波兰房地产投资的同一性将会消失。
我们预期的另一趋势是物业吸引力的基本衡量标准，即物业位置，将会重新得到关注。有些投资者已经
着手购买了市中心位置优越但建筑破旧的地皮，以图通过拆除旧建筑物，建造新的高档物业，获取高额
利润。此类投资最为常见的做法是，兴建大型的商业大楼取代残旧的住宅街区或工业厂区。但是，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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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做法还有棘手问题需要解决：如何为旧住户寻找新住所，以及在新建筑物结构上如何与文化遗产保
护单位达成一致意见（例如，拆除有历史意义的旧建筑物）。
无心参与现代化或改造事业投资项目的投资者也开始关注地方市场即小城镇。虽然小城镇的投资规模较
小，但其潜在回报率却高于各大城市。去年，大量的混合基金涌向建造同类组合物业，意图在适当时机
一次性出售整个物业组合，获取可与大型物业媲美的高额利润。

办公楼市场
波兰现代办公物业市场的发展呈现多样化格局。就市场成熟度而言，华沙明显占据主导地位，将其他大
城市远远抛在后面。自 90 年代中期起，华沙市场几乎历经了整个市场的生命周期，目前正逐步重新回
到增长阶段。90 年代初期，现代办公场地稀缺，一方面，导致市场租金激增，甚至一度高达 50 美元/平
方米，另一方面，刺激开发商着手开发大批新项目。在这种情形之下，21 世纪初期办公物业出现供过
于求，但租金率却居高不下，超出市场承受能力。由于财务预算计划通常是吸纳外部融资的保证书，必
须得到执行，因而投资者降低租金的意愿极其有限。租赁市场的停滞不前一直持续到 2005 年。如今，
市场已回落到正常状态，不仅办公物业的闲置率有利于维持健康的市场竞争，而且租金可让投资商实现
合理的回报率。

租金
华沙中心区的物业租金仍远高于其他城市，黄金地段的租金更是高达 20-24 欧元/平方米。中心区外，租
金叫价则下降至 12-16 欧元/平方米。分析师认为市区中心的成交租金将维持不变，而成交率则会稍微增
加（需求的增加减少了租赁优惠措施）。
在地区级城市，最高租金出现在克拉科夫，新建设施和修缮一新的旧物业的租金范围从 15 到 16 欧元
/m2 不等。这通常是因为许多公司选择克拉科夫作为其“共享服务中心”的缘故。克拉科夫除租金具有竞
争力外，高素质职员雇用成本相对较低，所在位置交通便利，离机场近，这些都是重要的衡量标准。其
余城市，像波兹南、卡托维兹、三联市 (格但斯克、格丁尼亚、索波特)、弗罗茨瓦夫，租金水平为 10
至 15 欧元/m2。
空置
2006 年，办公楼占用率继续上升，但不及前些年明显。在华沙办公楼市场，2006 年的空置水平接近
90 年代末期达到的水平，即将进入显著的发展阶段。在城市中心，空置水平为 11.5%，而中心之外仅
为 5.5%。城市中心空置水平相对较高很大程度因租金太高，最近办公楼供应增加（如 Rondo 1 和
Prosta 办公中心）。然而，预期在未来两年，城市中心周围地区的空置率将增加，因为计划将在这些区
域开发大多数新办公楼空间（几乎有 650,000m2）。
克拉科夫的空置水平非常低。由于当前 Małopolska 地区的省会城市仅开发几栋办公大楼，但租赁需求
没有减少，近期，空置率有望大幅下降。弗罗茨瓦夫也呈现相同发展趋势，空置率也在 5%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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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新办公面积供应
所有权

面积

计划完工

开发者 / 投资者

华沙
Blue Office Two

14 000

2008

Blue City

Equator Office

13 300

2008

Immoeast/ Karimpol Polska

Grzybowska Park

9 800

2008

AIG Lincoln

Headquater of Poczta Polska

30 700

2008

PPUP Poczta Polska

Horizon Plaza

35 000

2008

Curtis Group

Jutrzenki Business Park II

2 700

2008

E&L Real Estates

Lipowy Office Park

38 400

2008

Hochtief Project Development Polska

Marynarska Business Park

43 000

2008

Ghelamco Poland

Marynarska Point

25 000

2008

Skanska Property Poland

N/A

7 600

2008

Canal+

Nefryt

15 200

2008

Globe Trade Centre

North Gate (formerly Belveder Centrum)

28 000

2008

GVA Immoconsult Polska

Okęcie Business Park (Nothus)

61 000

2008

Globe Trade Centre

Platinium Business Park

45 000

2008

GTC Satellite

Tulipan House

18 000

2008

Slough Estates Polska

Adgar Plaza

25 100

2009

Adgar Postępu

Al. Jerozolimskie 61/63

3 100

2009

Reinhold Polska

Atrium City

18 500

2009

Skanska Property Poland

BTD Office Center

6 800

2009

BTC – Invest

Mokotów Plaza

17 000

2009

Celtic Asset Management

Park Postępu

34 000

2009

Echo Investment

Poleczki Business Park

24 000

2009

CA Immo International / UBM

Radwar Business Park

11 500

2009

Radwar

Rondo

20 000

2009

S+B CEE/Immoeast

Trinity Park Phase III

32 000

2009

Ghelamco Poland

Wolf Marszałkowska

11 100

2009

Wolf Immobilien Polen

DTC Renoma

10 000

2008

DTC Renoma

Globis

14 500

2008

Globe Trade Centre

Karkonoska

36 000

2008-2009

Globe Trade Centre

Grunwaldzki Center

23 600

2008

Skanska

Bema Plaza

22 000

2008

Ghelamco

Edison

10 300

2008

Globe Trade Centre

Centrum Biurowe Kazimierz

14 700

2008

Globe Trade Centre

M65 Meduza

4 000

2008

GD&K Group

Nowe Garbary

7 000

2008

Regional Polska/Nickel

Malta Office Park

28 100

2008-2010

Omega

7 450

2008

Ataner

Szyperska

17 000

2009

Wechta

弗罗茨瓦夫

克拉科夫

波兹南
Echo Investment

来源：普华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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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趋势
根据市场的活跃发展，我们注意到以下趋势：


外商对波兰作为采购中心的兴趣不断增长。这些投资不仅包括出租大量办公空间（通常，根据
特定客户的需求开发），还包括提供就业计划和保证将新的组织技术引入波兰；

现代多功能设施的建筑，包括购物、娱乐区以及酒店和办公楼（如，华沙的 Złote Tarasy，罗兹的
Manufaktura，波兹南的 Stary Browar）。在旧工业楼开发这些多功能设施，以适应对新功能的要
求。这些办公楼，在完成技术方面完全现代化，另一方面，建筑风格奇妙有趣，给租户平添几分诱
惑；


这种以“出售和回租协议”为基础，有效利用自身资源的新形式办公空间的利用越来越流行。

零售市场

当前，在华沙开发新项目，投资商都尤为谨慎，他们正在把投资注意力转向其他城市。除了开发机会颇
多的城市：波兹南、克拉科夫、三联市 (格但斯克、格丁尼亚、索波特)，卡托维兹 大区、罗兹或什切
青，对于居住人口为 100 到 400,000 的城市，投资商也颇感兴趣。对于食品市场的经营者来说，后者所
处的位置更具发展潜力。鉴于有关限制建设大型商店的计划法律调整，投资商被迫将开发小型商店加入
其投资组合中。

华沙购物中心面积为 100m2 的店铺租金率每平方米下降至 35-50 欧元。也有例外的情况，如 Złote
Tarasy 的设施，一些店铺的租金可能超过 85 欧元/m2。物业业主的此类期望源自该中心地处主要城市
街道。Galeria Mokotów 或 Arkadia 小面积店铺的租金超过市场平均价，最高可达 65 欧元/m2。主要购
物商业街沿街店铺的平均租金往往超过购物中心所付的租金。在华沙和克拉科夫最繁华的商业街，租金
甚至高达 100 欧元/m 2。在波兹南和弗罗茨瓦夫，平均租金约为 45 欧元/m2。而在卡托维兹、罗兹、
什切青或三联市的市场，情况又有所不同，主要购物街沿街店铺的租金低于购物中心。

市场趋势
纵观零售市场持续多年的发展，我们预期其未来变化的趋势如下：


投资商的兴趣在于对古老设施（如旧厂房）进行改造更新。通常会与城市当局合作投资此类项

目，其用途广泛，而不仅仅限于商业用途（如文化、展览、办公、娱乐）。购物中心的“包装”越来越重
要，已成为决定其投资吸引力的因素之一。


吸引开发商到大城市之外的位置投资，计划 40-60,000 m2 的面积将用于购物中心；



扩大大型店铺所在的现有城郊中心，并将其转变成零售园区。零售园区通常包括类似主题（如

服饰、DIY、运动商品）的购物中心，形成独立的区域性购物设施。目前，Inter Ikea 成为 DIY 和家居装
饰业的主要厂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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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城郊零售业发展的一部分，工厂直销商店也受到大众青睐；它们主要开设在大城市附近。



大型超级市场运营商的投资组合形式多样，以抗衡限制大空间零售法律带来的负面效应。

仓库市场

据估计，波兰的仓库总面积在 1600 -1700 万 m2，而现代化的仓库面积仅占 15%当前在建的仓库和物
流中心均用以储存具有一定高度的物品（设施高度至少为 8-9 米）；配备光纤通信系统和高级防火安全
系统。空调调节温度和湿度已经变成标准。华沙仓库市场傲视波兰全国其它地方的主导地位正在逐渐下
降。华沙的市场占有率已经下降到 70% 以下，而 2004 年初大约占 85%，但在现代化仓库方面，仅占
55%。地区中心的领先地位当属：波兹南、弗罗茨瓦夫、西里西亚地区和“金三角”（罗兹、彼得库夫-特
雷布纳尔斯基/Piotrków Trybunalski/ 和斯特里科夫/Stryków/间的地区）。这主要归功于该地区集约化发
展的市场，战略位置和相对全国其他地区更为完善的公路结构。
预期在不久的将来，三联市将联合上述地区在格但斯克港口建设全新 DCT 集装箱装卸区，该工程已于
2005 年启动，以及新建从格但斯克到波兰南部的 A-1 高速公路。由于与东部的重新兴起的贸易活动，
以下城市具有吸引开发商建设物流中心的无限商机：比亚韦斯托克（Białystok）、卢布林（Lublin）、
热舒夫、比亚瓦波德拉斯卡（Biała Podlaska）以及苏瓦乌基（Suwałki）/埃尔克（Ełk）。
波兰东部城市可能会发展成为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仓库基地，但只有波兰的东部边界在较长时
间内维持为欧盟的东部边界，这一憧憬才有可能变为现实，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否则，开发商可能会选择继续向东发展，在那里寻找新资源。而克拉科夫可能会从新的仓库投资中受
益，因为当地发展较为成熟的消费市场缺乏现代仓库空间；比得哥什/托伦（Toruń）受益于 A1 高速公
路的建设；什切青则临近德国边界区域。
波兰仓库市场已受控于国际开发公司，包括市场上的主要大公司 – ProLogis、AIG/Lincoln、City
Point、Bel Properties 和 Metropol，共占市场的 50%。其余的公司包括：Heitman、Menard Doswell
和 Europa 销售中心。市场竞争力非常高，我们预期其甚至会比 Panatonni 更强大，Immo 实业集团已
对波兰市场表现出投资兴趣。
即使与其他中欧和东欧国家相比，波兰的仓库租金也相对较低。在华沙市场，租金在 3 至 6 欧元/ m2
不等。地区城市的租金为 3.0-4.0 欧元/m2。上述租金范围也适用于现代仓库空间。不符合当前市场标准
的旧仓库业主每月可能最多收取 2.5-3.5 欧元/m2 的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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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趋势


中欧和东欧的部分地区可能会对波兰的仓库市场构成威胁（主要是与伯恩、俄斯特拉发、布拉
格、布拉迪斯拉发和科西策的周边地区有关）。当前，波兰的租金虽具有竞争力 (低至 1-2 欧元
/m2)，但其不利之处在于其高速公路网络和双车道尚不发达。



谨记，希望在现代物流中心投资的地产投资商的期望不断增长，且直接投资不断涌入，被视为
开发商活动的主要激励因素。因此，应该可以预测，新仓库空间的发展动态有望在未来数年继
续保持新高；



在随后几年，波兰的仓库设施的版图将有所变化。以及已经相当强大的 波兹南，弗罗茨瓦夫 ,
上西里西亚地区（Górny Śląsk）和波兰中部地区，以下城市极有可能从这些变化中受益 ：三联
市、比得哥什/托伦和克拉科夫。什切青和波兰东部城市也蕴藏着商机；



偏向于这方面市场的资源表明，开发商目前在波兰的运营已通过购买该国重要地区内现有或计
划通信路径旁的土地，形成其“土地银行”，他们必然会密切关注波兰仓库市场的形势发展。一些
开发商可能会以“量身定做”为理念，坚守传统的发展形式，而更勇敢的开发商则会投机发展。



谨记，事实上，大量当前已进行或计划进行的仓库投资为典型的投机行为，应该可以预测到发
生于 2005 年的空置短期增多可能会更频繁地出现。

住宅市场
波兰目前短缺 150 万套公寓房，使其成为欧洲最具潜力的住宅市场之一。各城镇对住房的高需求远远超
出了市场潜在的供应力，房价持续高涨。
不仅华沙已率先大量投入住宅建设，建设中住宅数量占全波兰的 25%，其他大城市——尤其是克拉科
夫、波兹南、弗罗茨瓦夫、三联市以及罗兹——的新住宅建设发展也日益兴隆。
波兰住宅市场引起的通货膨胀正在逐步放缓。据预测，在近 2 年市场将会降温，主要是因为原先为投机
获利而买的大量住房将会在这段时间出售。
此外，必须要强调的是，涨价趋势近期已经改变。至今，华沙的房价增幅高居全波兰之首。目前，其他
大城市及地区的房价上涨趋势头较华沙更为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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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会计和审计制度
历史背景
波兰的经济制度改革伴随政治体制改革的开始，要求波兰会计制度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涉及审计制度
的《1991 年财政部长法案》的通过，成为会计制度改革的转折点。此后，所有进行完全核算的企业都
应遵守该法案中规定的原则。这些原则根据《欧盟第五号指令》条款，多年来逐渐进行调整，该指令中
涉及一项主要会计原则：真实可靠的反映企业现状。波兰于 1994 年采用此项原则，同年通过了《会计
法》且一直沿用至今，该项法律管辖波兰境内企业的簿记事宜。
该法案通过后，历经多次修订，以符合国际标准以及满足阅读财务报告者的期望。目前，该原则与三个
国内会计标准以及内容详细的具体条例并行使用，组成了完整的波兰会计制度。

簿记
按照《会计法》的要求，波兰境内公司进行记账时，可参照主要基于税收条款的简明原则，如税收收入
和成本登记的形式或完全核算形式；《会计法》还规定，符合下列条件的单位，应按照相关会计条例进
行记账：
1)

商业公司；

2)

自然人、民间合伙企业、法人合伙公司或专业合伙公司，条件是：

其上一会计年度来自货物、产品及财务运作销售的净收入至少达到与 800,000 欧元等值的兹罗提金额；
以《银行法》、贸易安全条例、投资基金条例、保险活动条例以及有关组织及退休金运作条例
为基础进行运作的企业，无论其收入水平如何；
4)

外国法人，外国非注册企业或外国自然人在波兰共和国境内以独立、

委托或雇佣方式从事经营活动，无论其收入水平如何。
须用波兰语记账，采用波兰货币单位，并在单位注册地址进行记账。单位也可在波兰共和国境内非注册
地址进行记账，此时单位负责人须做到以下几点：
1)

从账簿离开单位的注册地址起 15 日之内，通知主管税务部门账簿的存放地点。

2)

确保账簿存放于单位的注册地址，以便负责外部管理的经授权相关机构进行检查。

最近，出于管理需求和 IT 系统成本削减得考虑，一家资本集团在不同国家的多家公司通常采用统一的
IT 系统。因此，有人担心波兰境内单位的账簿会存放于境外。
财政部在对法律条款的解释中指出，电脑记账所用的 IT 系统必须位于波兰境内，但对于以电子方式向
境外传送帐户资料以便用不同 IT 系统单独处理该资料（以满足境内单位需要）的情形，没有任何限
制。同时，若资料从计算机数据载体向外传送，则这些载体上的资料记录可视为簿记资料。因此，应当
承认，若向非公司注册地址传送资料以便记录和处理，则相当于将账簿存放在非注册地址。因此，若公
司将文档录入其注册地址下的 IT 系统，但在境外服务器上进行处理，则视为符合法律要求。
满足以下几点要求时，财政部会批准上述方式：
- 通过注册地址下的会计 IT 系统处理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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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负责外部控制的经授权机构检查时，账簿存放在公司注册地址；
- 记账系统中账目与会计凭证之间关联明确；
- 在公司注册地址将原始凭证的资料入账。
在波兰，除银行外，对于会计入账没有确定统一的制度。在符合所有法律和申报要求的前提下，任何单
位都有权制定相应的会计制度。
单位负责人应负责履行属于《会计法》所规定的会计范畴下的所有义务。若单位有若干负责人且尚未指
定相关责任人，则应由单位所有负责人共同承担责任。若公司未按照《会计法》的规定记账，应对其负
责人处以罚款或二年以下监禁，或二者并罚。此外，根据波兰财政处罚条例，应对不规范的记账应处以
罚款。另外，根据《税务法》规定，不规范的会计作业会导致不利结果，即未正确记账的账簿不能在财
政诉讼程序中作为证据。
国际会计准则
《国际会计标准》已被欧盟采用，两年以来，所有欧盟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都使用该标准拟定统一的
财务报告。
2000 年修订的波兰《会计法》引入了《国际会计标准》，其中许多条例和规定都直接来源于该标准。
此外，为适应全球化的要求，在波兰政府允许（在某些情况下要求）将《国际财务报告标准》(IFRS)
（前身为《国际事件报告系统》）用作官方会计报告准则。
根据 IFRS 的规定，银行以及获准进入欧洲经济区国家的规范市场的单位，应采用统一的财务报表。另
外，以下单位也可能据 IFRS 拟定相关标准：
检查过去几年依照 IFRS 制订的财务报告时发现，由于尚无有关实际报告样式的明确规定，因此目前制
订内部财务报告时，着重强调细节，并选择含义清楚、读者易懂的相关说明图片。实际上，波兰境内的
公司很少按照 IFRS 执行。许多有国际业务的单位会按照主管单位的要求，编写财务资料。
财务报表
财务报告要在结账之后制订，并采用波兰语及波兰货币单位进行撰写。应对下述单位的财务报告进行年
度审计：
1)

银行和保险公司；

2)

根据证券交易与投资基金相关条款运作的单位；

3)

股份公司，不包括在资产负债表日组建的公司；

4)

其他单位在制订上一会计年度财务报告时，至少符合以下两个条件：
a)

平均每年雇佣的全职员工不低于 500 人；

b)

截至当前会计年度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总额不低于 2,500,000 欧元等值的兹罗

提金额；
c)

当前会计年度由货物与产品销售产生的净利润不低于 5,000,000 欧元等值的兹

罗提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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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单位负责人，将附有法定审计师意见的经审计财务报告、以及有关年度财务报告通过及利润分配或损
失承担的决议，一并提交给相关的法院注册司。
审计
财务报表的审计是根据国家法定审计师协会颁布的《法定审计师准则》进行，并遵守波兰的现
行法律条款。在许多审计案例中，尤其是涉及向主管单位报告的审计工作，不仅要遵守上述规范，还要
符合国际会计标准 (IAS)。
在波兰，经授权签署意见和审计报告的法定审计师名单以及经授权的审计单位名单，由全国法
定审计师公会 (NCSA) 负责保存。截至 2006 年 9 月底，在波兰有 700 人被授予法定审计师资格，有
1,900 家单位被授予审计资格（但据连续的数据统计，已有 3,100 多家单位获得审计资格）。不过，主
动放弃审计资格或违反《法定审计师法》及行业条例的单位或个人将会从名单中去除，自名单公布以
来，已有部分单位或人士被除名，这意味着将另有获法定审计资格的单位或人士加入此名单。
审计意见为标准文件，需对每项意见进行详细说明。该审计意见应符合上述会计准则，所提出
的意见具有可比较性。这些意见在提交法院注册司后，与财务报告一起发布。



未休带薪假期的等价处理

仅在劳动关系终止或届满的情况下，才能领取与未完带薪假等值的现金。

产假
雇员有权享受产假，具体时间为：


生第一胎后休 18 周；



生第二胎后休 20 周；



妇女一次生育多胎，可休 28 周产假。

休产假者可领取全额基本工资。
父母假
独生子女的父母假最长可达 3 年。
雇员须于休假前 2 周申请。可分成 4 个时间段休假。
雇员可辞职休父母假：


随时 — 只要雇主同意



雇员返职前至少须提前 30 天通知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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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假
享受补贴的病假期限：


享受补贴的病假期限最长可持续 182 天；



12 个日历月的康复补贴 — 超过 182 天的康复期后，进一步治疗或康复治疗使得雇员有希望能
继续工作。

病休补贴金额：


基本工资的 80%；



雇员住院期间可领取基本工资的 70%；



妇女怀孕或上下班途中发生意外，或因捐赠器官、细胞、组织而进行必要体检导致伤残，可全
额领取基本工资。

康复补贴金额：


病休补贴基数的 90% 发放 3 个月（90 天）；



康复期间领取病休补贴基数 的 75%；



怀孕妇女或上下班途中发生意外的雇员可全额领取病休补贴。

集体劳资协议规定
波兰的工会
建立与加入的权利
员工（不论其就业基础），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员，于某机构服兵役的人，以及根据代理协议雇用的人
员，雇主除外，有权建立和加入工会。
因年老或伤病原因退休的员工和失业人员有权归属工会，若非工会会员 – 则有权加入工会。但警官、边
防军、监狱机构职员、国家消防官兵和“最高立法控制裁判所”职员享受有限的工会权利。
波兰主要工会
波兰目前有两大工会：
 波兰全国工会联盟 (Ogólnopolskie Porozumienie Związków Zawodowych – OPZZ)，注册办公
室在华沙，偏向社会民主政党；
 独立自治工会“团结工会”(Niezależny Samorządny Związek Zawodowy “Solidarność” – NSZZ
“Solidarność”)，注册办公室在 Gdańsk，偏向右翼政党。
这些工会为“国际劳工组织”会员。NSZZ “Solidarność”也是“欧洲工会联合会”和“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的
会员，也会作为“工会咨询委员会”出席“经合组织”大会。
雇员理事会
为成立员工理事会而制定的《雇员信息与协商法》（2006 年第 79 号 550 期《法律杂志》）于 2006 年
5 月 25 日起生效。此法规的条款适用于员工人数为 50 以上的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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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对员工理事会应尽的职责包括：
1) 向理事会提供以下信息：
a) 雇主在该领域从事的活动、经济地位，以及预期变化；
b) 就业状态、结构和预期变化，以及针对维持就业水平的各项活动；
c) 可能导致工作组织或就业基础产生实质变化的活动。
必须预先向理事会提供此类信息，以便其调查、分析此事宜，且必要时准备协商。
2) 就上述 (b) 和 (c) 点有关事宜进行协商。
协商时机应允许雇主根据员工提供的信息和理事会的意见，从事与协商事宜有关的活动。应根据涉及的
事宜由相应管理层进行协商，以便达成一致协议。
以下实体不得成立理事会：
 员工人数少于 50 人的雇主；
 已经建立雇员自治工会的国有企业；
 已经建立雇员自治工会的合资企业；
 国家电影机构
理事会会员人数随就业水平和现行工会数目而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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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服务市场
波兰银行业服务市场已经充分发展，投资商在波兰从事各项商业活动将受到全面的支持。目前，波兰银
行业服务市场有许多老牌金融机构营业。这些机构包括波兰银行以及全球最大的银行机构。总之，波兰
现今有 90 个事业为大众市场及企业部门提供银行服务。
最近几年，波兰银行市场发生的最重大的事件是 Pekao S.A. 银行与 BPH 银行的合并，引发此举的直接
因素来自于泛欧洲间的合并，在此次合并中，意大利联合信贷银行（Pekao S.A. 银行的大股东）兼并德
国裕宝联合银行（BPH 银行的大股东）。Pekao S.A. 银行与 BPH 银行合并，其结果便是建立波兰乃至
整个中欧及东欧地区最大的信用机构。

波兰国民银行
“波兰国民银行”(NBP) 在波兰银行系统运行中发挥了中心作用。波兰《宪法》、《波兰国民银行法》及
《银行法》中均对其业务范围作出了规定。
NBP 业务范围
•

货币政策，

•

发行活动，

•

银行监管，

•

代表支付系统的行为，

•

外汇储备管理，

•

教育及信息活动，

•

为国库提供银行支持。

NBP 的基本任务是维持价格水平稳定（通货膨胀目标为 2.5%，允许 +/- 1% 偏差）。为达成此目标，
NBP 制定货币政策策略，并每年采取货币政策假定。
NBP 主要目标之一是确保波兰银行系统的稳定性及银行存款的安全性。波兰银行监管委员会的执行机构
为银行监管总局，此机构在波兰国民银行的构架内运行。
监管活动通过以下途径实施：


规定管理银行运作方式的规章制度，确保客户存入银行资金的安全性；



根据相关条例、法令、其它法律规定以及必须遵守的金融规范，对银行进行监管；



定期对银行经济状况作出评估，将结果程交至参议会，并评估货币、税收及监管政策对
银行发展产生的影响；



对银行监管的组织运行提出意见，并制定操作规则。

作为监管活动的一部分，NBP 还实行许可批准政策，制定波兰银行部门资本投资的条件。为达成这一目
标，监管机构对资本来源进行分析，并对从事各银行、分行或国外银行代表处活动的申请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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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4 年 5 月 1 日（波兰加入欧盟）开始，波兰开始实施关于其他欧盟国家信用机构从事和继续执行
银行业务规则的简化规定。实行单一许可证规则。即持有由欧盟成员国发行许可证的银行或信用机构，
在通知该国其分行所在地后，可在所有其他欧盟国家经营。
根据 NBP，未来几年时间波兰银行系统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波兰可能将于 2012-2013 年加入欧元区。

金融监督委员会
“金融监督委员会”对资本市场及保险与养老金部门进行监管，并辅助监管由受监督的商业实体组成的金
融财团。“金融监督委员会”的职责（除了上述以外）还包括：


监管金融市场；



采取各项措施，确保金融市场正常运行；



采取各项措施，发展金融市场、提高竞争力；



采取针对金融市场运行的教育及信息措施；



参与起草金融市场监管领域的法律规章；



创造条件，友善解决金融市场参与者之间引发的争端，特别是受委员会监管的实体与其
服务接收者之间引起的争端。

“金融监督委员会”将于 2008 年 1 月 1 日开始从“银行业监管委员会”接管银行监管及对电子货币机构监管
的事务。
华沙证券交易所
“华沙证券交易所”于 1991 年 4 月 16 日成立，按现今模式开业。此后，“华沙证券交易所”在波兰经济发
展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被称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
“华沙证券交易所”是由国库成立的合资股份公司。其股本达 4197.2 万兹罗提，分为 59,960 份注册股
份。2005 年末，其股东达 38 个实体，其中包括银行、经纪行、股票交易所及国库。
在交易所进行证券（如股票、债券、优先认购权、股票权、投资证书）及其衍生品（如远期合同、期
权、指数单位）的交易。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早上 9 点至下午 4 点 35 分。
目前，在“华沙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的有 330 多家公司。资本总额超过 8600 亿兹罗提。值得一提的
是，华沙证券交易所 (WSE) 已成为越来越多波兰或外国公司股票交易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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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华沙证券交易所 (WSE)

WSE 挂牌交易公司的数目
年份

2004

2005

2006

10.2007

WSE 挂牌交易公司的数目

230

255

284

336

来源：WSE

WSE 的有利情况已经鼓励“华沙证券交易所管理董事会”为今后几年制定雄心勃勃的计划。主要目标：建
立地区性金融工具贸易的中欧中心，以 WSE 为该中心主要组成部分。
为达成这一战略目标，WSE 计划从邻国吸引越来越多的公司到华沙，从而成为 CEE 地区主导市场。
“WSE 管理董事会”也考虑从该地区其他市场（如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或斯洛文尼亚股票交易所）取得股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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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机构
管理波兰保险市场运行的规定完全遵照其他欧盟国家所实施条令的规范。
根据 2003 年 5 月 22 日颁布的《保险活动法》(2003 年第 124 号 115 期《法律杂志》) 规定，保险公
司只能以股份公司或互助保险公司形式营业。此外，这些条例还规定保险的分类：人寿保险（第一类）
与其他人身及财产保险（第二类）。保险公司不可同时从事第一类与第二类中规定的活动。为能同时兼
顾两类业务，各实体必须分开建立不同的保险公司。
自从 1990 年以来，波兰保险市场一直很活跃，表现为保险公司多层次资本的增加及日益增长的保险费
总额。
多层次资本 (兹罗提 ‘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第一类

1,865,616

2,022,031

2,096,848

2,095,301

2,189,623

2,243,083

第二类

1,827,859

1,919,153

2,065,832

2,067,525

2,493,464

2,542,321

总计

3,693,475

3,941,185

4,162,680

4,162,826

4,683,086

4,785,404

来源：波兰保险商会，2006 年年度报告

保险费总额 (兹罗提 ‘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第一类

8,960,967

9,410,749

10,597,349

12,514,048

15,182,799

21,099,236

第二类

12,699,395

12,588,060

12,972,261

14,643,445

15,532,548

16,460,406

总计

21,660,362

21,998,809

23,569,609

27,157,492

30,715,347

37,559,642

来源：波兰保险商会，2006 年年度报告

货币与外汇市场
波兰通行的货币为兹罗提 (zł 或 PLN)，1 兹罗提为 100 格罗希。
1990 年 1 月 1 日开始可兑换兹罗提。1990 年引入的固定利率在 1991 年为爬行钉住汇率制所替代，
2000 年 4 月 11 日作出决议，完全放开波兰货币的汇率。
目前，波兰货币的兑换完全放开。兹罗提汇率完全放开，仅根据供求规律的基础而调整。
我们可注意到，从 2000 年以来，特别是 2004 年波兰加入欧盟以后，波兰货币与外币相比，其币值整
体上升。这一发展趋势意义深远，自 2000 年以来，兹罗提对美元的升值 40% 以上，对欧元的升值
2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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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外汇市场是欧洲此类市场发展最活跃、兑换最自由的市场。在外汇市场进行传统投资活动的所有投
资者们在我们的外汇市场上也表现活跃。这些投资者们主要是商业银行、专业经纪公司及国际经纪行。
外汇市场上的另一重要参与者是中央银行 — 波兰国民银行。
波兰外汇市场成交最频繁是兹罗提的兑换，其中，主要是美元/兹罗提与欧元/兹罗提间的兑换。
从波兰国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我们可感觉到波兰外汇市场快速发展的步伐。例如，2007 年 4 月波兰外
汇市场平均每日净成交额达 88.13 亿美元，按目前汇率计算，与 2004 年 4 月相比，其交易额增长了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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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的营业银行名录
波兰国内银行（不包括合作银行）总部及信用机构分行名录


荷兰银行（波兰）股份有限公司



荷兰银行波兰股份有限公司分行（组建中）



美国国际集团（AIG）银行波兰股份有限公司



波兰 SPÓŁDZIELCZOŚCI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波兰 Banco Mais 股份有限公司分行



BPH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波兰 DnB NORD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Gospodarki Żywnościowej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Gospodarstwa Krajowego 银行



Handlowy w Warszawie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Inicjatyw Społeczno - Ekonomicznych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Millennium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Ochrony Środowiska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Tokyo-Mitsubishi UFJ 银行（波兰）股份有限公司



Pocztowy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波兰 Kasa Opieki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ozwoju Budownictwa Mieszkaniowego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ozwoju Cukrownictwa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Współpracy Europejskiej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Zachodni WBK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Banque PSA 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波兰分公司



BNP PARIBAS 股份有限公司波兰分公司



波兰 BNP Paribas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BPH Bank Hipoteczny 股份有限公司



BRE Bank Hipoteczny 股份有限公司





BRE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CAJA DE AHORROS Y PENSIONES DE BARCELONA "LA CAIXA" ODDZIAŁ W POLSCE
波兰 Calyon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Calyon 股份有限公司波兰分公司



Cetelem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波兰 DaimlerChrysler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波兰 Danske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分行



Deutsche Bank PBC 股份有限公司



波兰 Deutsche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波兰 Dexia Kommunalkredit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DOMINET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波兰 Dresdner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分行



波兰 DZ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波兰 EFG Eurobank Ergasias 股份有限公司分行



Euro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波兰 FCE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波兰 Fiat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波兰 FORTIS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GE 货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Getin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波兰 GMAC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Gospodarczy Bank Wielkopolski 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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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 HSBC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ING Bank Śląski 股份有限公司



INVEST –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波兰 Jyske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分行



Kredyt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LUKAS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Mazowiecki Bank Regionalny 股份有限公司



波兰 Narodowy 银行（波兰国民银行）



NOBLE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波兰 NORDEA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Nykredit Realkredit 股份有限公司 – 波兰分行



波兰 Powszechna Kasa Oszczędności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波兰 Rabobank 股份有限公司



波兰 Raiffeisen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波兰 RCI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Santander Consumer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Skandinaviska Enskilda Banken 股份有限公司 – 波兰分行



Societe Generale 股份有限公司波兰分公司



Svenska Handelsbanken 股份有限公司波兰分公司



Sygma Banque Societe Anonyme 股份有限公司波兰分公司



Śląski Bank Hipoteczny 股份有限公司



波兰 Toyota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波兰 VOLKSWAGEN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波兰 WestLB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波兰信用机构及国外银行代表处名录：




Adkrytaje akcyjaniernaje tawarystwa "Aszczadny bank "Biełarusbank", Mińsk
纽约 American Express 银行有限公司波兰代表处



阿利坎特 Caja de Ahorros del Mediterraneo – 波兰办事处



巴黎工商信贷银行



都柏林 DEPFA BANK plc 股份有限公司波兰办事处



Frankfurt nad Menem (Frankfurt am Main) Eurohypo Aktiengesellschaft 波兰代表处



汉堡与基尔 HSH Nordbank 股份有限公司波兰代表处



米兰 Intesa Sanpaolo S.p.A. 波兰办事处



维也纳 Investkredit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波兰代表处



都灵 ISTITUTO BANCARIO SAN PAOLO DI TORINO - ISTITUTO MOBILIARE ITALIANO SOCIETA PER AZIONI



纽约 JPMorgan Chase 银行国家协会波兰代表处



斯图加特 Landesbank Baden - Wuerttemberg 波兰代表处



明斯克 Otkrytoje akcioniernoje obszczestwo "BIEŁWNIESZEKONOMBANK"



明斯克 Otkrytoje akcioniernoje obszczestwo "Biełpromstrojbank" 波兰代表处



明斯克 Otkrytoje akcioniernoje obszczestwo Biełorusskij bank razwitija i rekonstrukcii"BIEŁINWESTBANK" 波兰代表处



台湾台北进出口银行波兰代表处



苏黎世与马塞尔 UBS 股份有限公司波兰代表处



Mainz Westdeutsche ImmobilienBank 股份有限公司 – 波兰代表处

来源：波兰国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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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公司（总部设于波兰）
1. 合资股份有限公司



AEGON TU na Życie 股份有限公司



波兰 TU ALLIANZ Życie 股份有限公司



ASPECTA Życie TU 股份有限公司



AXA Życie Towarzystwo Ubezpieczeń 股份有限公司



BENEFIA Towarzystwo Ubezpieczeń na Życie 股份有限公司



波兰 TU na Życie CARDIF 股份有限公司



波兰商业联合会 - TU na Życie 股份有限公司



TU na Życie COMPENSA 股份有限公司



WTUŻiR CONCORDIA CAPITAL 股份有限公司



STU na Życie ERGO HESTIA 股份有限公司



TU na Życie EUROPA 股份有限公司



FinLife TU na Życie 股份有限公司



GENERALI ŻYCIE TU 股份有限公司



GERLING POLSKA TU na Życie 股份有限公司



波兰 TU INTER-ŻYCIE 股份有限公司



波兰 TU na Życie ING NATIONALE-NEDERLANDEN 股份有限公司



大都会人寿 TU na Życie 股份有限公司



NORDEA Polska TU na Życie 股份有限公司



PAPTUnŻiR AMPLICO-LIFE 股份有限公司



TUnŻ POLISA-ŻYCIE 股份有限公司



PRAMERICA Życie Towarzystwo Ubezpieczeń i Reasekuracji 股份有限公司



PZU Życie 股份有限公司



ROYAL Polska TUnŻ 股份有限公司



波兰 SIGNAL IDUNA ŻYCIE TU 股份有限公司



SKANDIA ŻYCIE TU 股份有限公司



TU na Życie Spółdzielczych Kas Oszczędnościowo-Kredytowych 股份有限公司



UNIQA TU na Życie 股份有限公司



UNIVERSUM-ŻYCIE TU 股份有限公司



TUnŻ WARTA 股份有限公司

2.互助保险公司



MACIF Życie TUW
TUW REJENT LIFE

欧盟其他成员国及欧洲自由贸易协定 (EFTA) 成员国保险公司分公司


Prevoir-Vie Groupe Prevoir 股份有限公司波兰分公司



巴黎 Prevoir-Vie Groupe Prevoir 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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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寿与财产保险类型

保险公司（总部设于波兰）
1. 作为合资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的公司


AIG Polska Towarzystwo Ubezpieczeń 股份有限公司



波兰 TU ALLIANZ 股份有限公司



AXA Towarzystwo Ubezpieczeń 股份有限公司



BENEFIA Towarzystwo Ubezpieczeń Majątkowych 股份有限公司



BRE Ubezpieczenia Towarzystwo Ubezpieczeń 股份有限公司



TUiR CIGNA STU 股份有限公司



波兰商业联合会 - TU Ogólnych 股份有限公司



TU COMPENSA 股份有限公司



D.A.S. Towarzystwo Ubezpieczeń Ochrony Prawnej 股份有限公司



STU ERGO HESTIA 股份有限公司



TU EULER HERMES 股份有限公司



TU EUROPA 股份有限公司



TU FILAR 股份有限公司



GENERALI TU 股份有限公司



HDI-GERLING POLSKA TU 股份有限公司



HDI Asekuracja TU 股份有限公司



波兰 TU INTER 股份有限公司



KUKE 股份有限公司



LINK4 Towarzystwo Ubezpieczeń 股份有限公司



MTU MOJE TOWARZYSTWO UBEZPIECZEŃ 股份有限公司



TU POLSKI ZWIĄZEK MOTOROWY 股份有限公司



波兰 Towarzystwo Ubezpieczeń 股份有限公司



PZU 股份有限公司



SIGNAL IDUNA Polska TU 股份有限公司



UNIQA TU 股份有限公司



TUiR WARTA 股份有限公司

2.作为互助保险公司营业的公司


TUW Bezpieczny Dom



Concordia Polska TUW



TUW CUPRUM



POCZTOWE TUW



TUW SKOK



TUW TUW



TUW TUZ

3.间接保险（再保险）公司
波兰 Towarzystwo Reasekuracji 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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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其他成员国及欧洲自由贸易协定 (EFTA) 成员国保险公司分公司


ACE 欧洲集团公司
英国伦敦 ACE 欧洲集团公司分公司



AIG Europe 股份有限公司




法国巴黎 AIG Europe 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
Avanssur
Atradius 信用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荷兰阿姆斯特丹 Nederlandsche Credietverzekering Maatschappij 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



Cardif-Assurances Risques Divers 股份有限公司
法国巴黎 Cardif-Assurances Risques Divers Societe Anonyme 分公司







COFACE Austria Kreditversicherung 股份有限公司
奥地利维也纳 COFACE Austria Kreditversicherung 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
Europaische Reiseversicherung Aktiengesellschaft
德国慕尼黑 Europaische Reiseversicherung Aktiengesellschaft 分公司
LIBERTY EUROPE
西班牙马德里 Liberty Seguros, Compañia de Seguros y Reaseguros 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
Medicover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瑞典斯德哥尔摩 Medicover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



XL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英国伦敦 XL 保险有限公司分公司

非欧盟或欧洲自由贸易协定 (EFTA) 成员国保险公司分公司


ELVIA 旅游保险公司波兰分公司
瑞士苏黎世 ELVIA 旅游保险公司分公司

来源：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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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的税收制度
企业所得税税率
波兰企业所得税 (CIT) 按统一税率 19% 征收。该税率自 2004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在未来几年不会发生
变动。因此，在营业利润税方面，波兰是欧盟国家中最具竞争力（廉价）国家之一。请参阅下表。

经济特区投资鼓励措施
波兰法律为在十四个被划定为经济特区内从事商业活动的企业提供各种投资鼓励措施。企业必须获得经济
部颁发的经济特区营业许可证，并且符合其他法规，才可以享受这些鼓励措施。
大部分经济特区推行免除所得税的优惠措施，最高金额可达投资支出的 50%。换言之，有资格享受最高免
税额的公司只要其潜在的企业所得税债务不超过投资支出的 50%，便不用支付企业所得税。因此，投资支
出数额巨大的公司可以数年完全免税。中小型企业则可享受更加优惠的政策。小型企业可享受的最高免税
额为投资支出的 70%。中型企业可享受的最高免税额也高达投资支出的 60%。
虽然部分经济特区提供的免税额没有这么慷慨，但仍然相当可观。不像上述总的免税额分别为大型企业投
资支出的 50%、小型企业 70%、中型企业 60%，这些特区为大、小、中企业所提供的免税额分别为总投
资支出的 40%、 60% 和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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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的企业税收制度
波兰境内的企业只需缴纳国家的企业所得税。波兰仍沿袭传统的企业税收制度。在此制度下，企业股息
应缴税款与公司派发股息时所缴纳的税款无关。股东不因公司缴税而享受税收抵免的权利。

波兰企业所得税征收范围

适用实体
该企业所得税适用于企业实体（如公司），也适用于正在组建并等待注册为企业实体的公司。此外，也
适用于无企业地位的有组织实体（合伙企业除外）。最后，若无企业地位的外国实体在其本国作为企业
实体予以征税，则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在波兰纳税，均需依据此企业所得税纳税。

居民征税
波兰企业所得税根据居民在全球范围内的收入对其征税。若公司在波兰注册或其管理机构位于波兰境
内，则具有居民地位。因此，将外国公司的波兰子公司视为居民并依据通用条例对其征税。

非居民征税
非居民公司企业所得税的征缴仅限于其全部产生于波兰的收入。此外，波兰政府所达成的避免双重税收
协定还对相关非居民税款征缴做出进一步限制。在这些协定中，波兰征收非居民的营业利润税款仅限于
属于非居民在其位于波兰境内的常设机构所产生的营业利润。常设机构定义为固定营业场所，此一机构
最典型的例子是其分公司。
例外情况涉及非居民的具体收入类型，譬如专利权收入、利息、股息和资本收入，此等收入根据波兰与
外国的特别协定规定予以征税。绝大多数情况下，波兰政府可对上述类型的收入征收代扣所得税，即便
非居民受益人在波兰境内并无常设机构。
请注意，波兰政府与几乎包括所有发达国家在内的八十多个国家达成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因此，若非居
民企业在波兰进行商务活动，几乎总是适用于波兰政府与其各自国家所达成的征税协定。

分公司收入
除子公司外，外国公司可在波兰建立分公司。经允许，此类实体只可进行其外国母公司业务范围内的商
业活动。
分公司在波兰几乎总是具备常设机构（PE）地位。一旦成立分公司，外国公司以波兰分公司营业收入为
基础按标准税率 19% 缴纳企业所得税。出于纳税和会计的目的，分公司须保留包括建立缴税基数所需
全部数据的帐簿。根据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在少数情况中，若分公司能够证明其在波兰的业务未达到常
设机构地位，则波兰企业所得税法对其利润所得税款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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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年度、报税和缴税
虽然理论上企业所得税是按年缴纳，但实际上纳税人需按月提前缴纳；纳税总额通常接近于年度企业所
得税申报表中的应缴额度。通常，纳税年度为公历年；但是，纳税人可根据其持续的十二个月选择在其
它年份纳税。
波兰的缴税基数
缴税基数按照总收入计算，是应征税总收入与可扣税成本总额之间的差额。根据多种扣税项，纳税基数
包含所有收入来源。因此，对诸如资本收入或利息收入的所得税征收并无特殊待遇。在实际操作中，应
征税收入是通过调整出于会计目的而上报的利润来计算的。由于所得税和种种收入与成本项目的会计处
理方法之间存在很多差别，因此，有必要进行相关调整。结果，缴税基数通常会高于帐面利润。有关应
征税收入计算方法的重要详情，请参见以下章节。

可扣税成本和资本支出
可扣税成本即是为产生应征税收入或为了保护收入来源而发生的各项费用。然而，例外情况也相当多，
比如不可计入可扣税成本的支出，而不论是否出于产生收入的首要目的。该明细单列表从固定资产或无
形资产投资（资本支出）开始。上述支出不可直接计入可扣税成本；但所购置的资产可因纳税目的计入
折旧。再者，一旦上述资产出售，纳税人可将可扣税成本计入原始值的折旧净额。

不可扣税的支出
其中，不可扣税成本（除资本支出）包括以下款项：
•

会计准备金（亦有例外）；

•

成本超出 20,000 欧元的车辆按照一定比例部分折旧冲销；

•

捐赠；

•

交际接待费用；

•

在波兰或其他国家缴纳的所得税；

•

逾期纳税罚息；

•

供应不合格产品或服务导致的合同罚款；

•

与非课税收入相关的支出或与收入无关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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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和资本弱化
债务利息的支付通常可作为债务人的可扣税项目。与此同时，上述利息应计入债权人的应征税收入中。
但是，在投资期限内，对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进行金融投资所支付的利息或待付的贷款利息则不可扣税。
相反，上述利息增加了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的原始值，因此会出于纳税目的在后期折旧。
此外，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对有关合格贷方所付贷款利息的资本转化限制。合格贷方为：
一名直接股东（或多名直接股东），持有借方股本 25% 以上股份；或一家姐妹公司，条件

–

是同一实体（或个人）持有借方股本至少 25% 或以上股份，并持有贷方股本 25% 的股份。
若合格贷方和波兰企业所得税纳税人的贷款或信贷依据企业所得税法中规定显示为 3:1 的负债股本比率，
则适用资本转化限制。资本转化限制均适用于外国及波兰企业纳税居民的贷款和信贷利息。

固定资产折旧的税收
如上文所述，资本支出不可直接扣税。相反，相关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的折旧和折旧冲账可一并计入可扣
税成本中。以下为所选固定资产的折旧率：
•

工业厂房：每年 2.5% ；

•

一般机器：每年 10%；

•

计算机：每年 30%；

•

公路车辆：每年 20%。

另请注意：大多数情况下，也可使用加速折旧。例如所谓的“二手”交通工具（其中包括客车）可以按每年
40% 的折旧率计算。
波兰法律为无形资产提供了相关的优惠折旧条例。通常，此类资产的折旧率为每年 20%。但是，例外情况
也相当重要，其适用折旧率较高：
•

版权许可证：每年 50%；

•

软件许可证：50% 每年；

•

研发费用支出：每年 100%。

准备金和应计项目
通常，准备金不可用于企业所得税纳税目的扣税。但是，若符合若干条款，则用于未付应收帐款的准备金
为可扣税项。
自 2007 年 1 月起，应计费用为不可扣税项。因此，只有依据适当的文件（如发票）作为负债支付或记账
款项时，应计费用金额才可抵消应课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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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抵扣纳税亏损
若年度可扣税成本总额超出应征税收入，则纳税人应报告纳税亏损，可将亏损连续五年后期结转。但是，
此一纳税亏损仅有 50% 可在上述五年期间的任一具体年度上报的所得税中扣减。因此，亏损结转后期的
全过程需要两年或以上的时间。

在波兰所得的利息、专利权收入、资本收入和股息
在波兰所得的利息、专利权收入、资本收入均视为正常收入，必须按企业所得税率，即 19% 征税。
在波兰所获的股息（由波兰居民处获得）则不计入整体收入范畴。相反，此类股息征税为 19% ，由股息
支付方代扣并汇给税务部门。过去，上述税项可退回给所有企业纳税人。即是说，从波兰公司处收到股息
的任何企业实体获准从其总收入中征收的普通企业所得税中扣除 19% 的税款。若普通企业应缴所得税低
于股息税 ，则可在未来几年中扣减。议会修订《企业所得税（2007 版）》时，决定根据欧盟相关指令以
入股减税取代扣减。然而，根据过度条例，上述扣除方案仍然有效，过度条例适用于截至 2007 年末付清
的股息。
同时，入股减税于 2007 年 1 月 1 日开始生效。基于相关规定，若波兰国内收入实体持有支付股息公司
15% 或以上股份达两年或以上，则对其股息免征 19% 的税款。

在波兰境外所得的利息、专利权收入、资本收入和股息
在波兰境外所得的利息、专利权收入、资本收入和股息均视为固定收入，税率为标准企业所得税率（股息相
关的例外情形探讨见下文）。已在其它国家支付的收入所得税可按比例抵免波兰企业所得税负债。
此外，适用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提供了避免双重纳税的其他方式（请参阅副标题“避免双重征税”下的内容）。
关于国外所得股息，企业所得税法还提供了“优先纳税抵免”，关系到外国税法管辖权下的国外子公司所缴
所得税。优先纳税抵免适用条件由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其中包括波兰和子公司所在国间须达成“避免双重征
税协定”以及波兰公司在外国子公司持有 75% 股份。
2007 年 1 月 1 日起，子公司所在地如为欧盟国家及冰岛、卢森堡、挪威和瑞典，与股息相关的更多优惠
条款开始生效。若波兰接收股息者持有股息支付公司 15% 或以上股份达两年或以上（对于瑞士子公司，
最少股份为 25%），则对此类股息免征企业所得税。

租赁
在租赁业中，租金总额是承租人的可扣税成本，是出租人的应征税收入。此外，出租人有权因纳税目的而
对出租物品进行折旧（条件是出租物品为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
若为金融租赁，则租赁金的资本要素因出于企业所得税纳税目的不影响纳税。因此，只有利息要素是承租
人的可扣税成本，是出租人的应征税收入。
若符合下列所有条件，则合同属于金融租赁范围：
–

达成的租赁合同期限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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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金总额相当于或高于租赁资产的原始值；

–

租赁合同包含，承租人有权出于企业所得税纳税目的而对租赁资产进行折旧；因此，出租人无
权对租赁资产进行折旧。

转移定价
关联方之间的交易应根据常规交易原则进行。如果关联方所采用的定价与非关联方之间在相似商务交易中的
定价有差别，或其差别产生了波兰纳税人的收入转至另一实体（无论是否为波兰居民）的结果时，则税收机
关可增大缴税基数。《波兰企业收入税法》还包括关于转让定价的详细规定。
自 2006 年 1 月 1 日起，纳税人可申请新类型的裁决“预先定价安排” (APA) 来减低转移定价的风险。为回
应纳税人的申请，APA 决定由财政部发布。如果转移定价的计算适用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APA 将责成
纳税人遵守规定的具体方法。因此，税务机关不可在此后的任何处理程序中更改已达成的方法。

代扣所得税
若将规定款项支付给非居民受益人，则需先代扣所得税 (WHT)。此类支付包括股息收入、专利权收入、利
息收入和无形项目的报酬。
2007 年，股息的总代扣所得税率（WHT）为 19%。一些其它类型收入，例如来自公司的投资收入，包括
赎回股份的收入和来自公司清算的收入，均按相同的 19% 税率纳税。付给非居民的利息和专利权收入收
入的总代扣所得税率为 20%。
以上代扣所得税率可根据“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扣减。 除此之外，基于实行相关欧盟指令的企业所得税条
款，付给许多欧洲国家的股息、专利权收入和利息都可享受特殊待遇。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所规定的若干条款限制，向欧盟国家及冰岛、卢森堡、挪威和瑞典公司居民支付的
股息免缴代扣所得税。基本要求是，外国收入实体应持有波兰公司 15% 或以上股份达两年或以上（对于
瑞士股份持有者，最低股份为 25%）。上述同样适用于股份赎回收入或公司清算收入。
波兰加入欧盟享有一段过渡期，用于撤销波兰居民公司向相关欧盟公司支付的利息和专利权收入的代扣所
得税。当前，这类付款的代扣所得税率为 10%。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该税率将降为 5%。自 2013 年 7
月 1 日开始，将实行全额免税。总之，这些过渡规则及 2013 年 7 月 1 日后的全额免税仅适用于大宗资本
参与的联营公司（母公司-子公司关系或姐妹公司关系）之间的利息和专利权收入。如无此类关系，也无适
用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扣减，代扣所得税率为 20%。
考虑到无形服务（例如咨询服务），对非居民的支付征收 20% 的代扣所得税。然而，若支付给与波兰签订避
免双重征税协定的国家，只要填写少量行政表格，即可避税。
避免双重税收
波兰已与大多数发达国家缔结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总计达成超过 80 个此类协定。
除了上述协定以外，波兰企业所得税法也包括为避免双重税收制定的相关条例。因此，波兰居民赚取来自未与
波兰达成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国家公司的收入时，可根据波兰企业所得税法所规定的税收抵免方法避免双重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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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依据此方法，波兰居民有责任缴纳其全球范围内收入的所得税，但此税款按可境外支付所得税的比例进行
减税。上述规则适用于所有种类的国外收入（若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未涵盖），例如股息收入、版税收入、利息
收入、营业利润收入等。
波兰企业所得税法还提供了可根据波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条件实行的“优先纳税抵免”（关系到外国税法
管辖权下的国外子公司所缴所得税）。请注意，国外子公司是欧盟居民公司时，上述条件最为有利。

其它税收
雇员税收
最重要的雇员税收包括社会保障税和个人所得税 (PIT)。
自 2007 年 7 月 1 日起，社会保障负担分配如下表：
2007 年波兰的社会保障税
保障税分担情况

（2007 年 7 月 1 日实施）
保障税种类

总百分比率

雇主部分

雇员部分

养老金 1)

19.52 %

9.76 %

9.76 %

残废 1)

10.00 %

6.50 %

3.50 %2)

病假

2.45 %

–

2.45 %

事故

1.80 %3)/(0.67 %–3.60 %)4)

劳动基金
雇员福利保
障基金
总计

1.80 %3)/(0.67 %–3.60 %)4)

–

2.45 %

2.45 %

–

0.10 %

0.10 %

–

36.32%3)/(35.19%–38.12 %)4)

20.61%3)/(19.48%–22.41 %)4)

15.71 %

1）保障税按照年收入总额上限 78,480 兹罗提（约为 20,930 欧元）支付。
2）2007 年 7 月 1 日前，雇员的残废保障税 6.5%计算。
3）雇用员工达到 9 人的雇主。
4）雇用员工超过 9 人的雇主——百分比率视其经济活动的类型而定。

附注：1）上表意味着，工资总额超过年工资上限 78,480 兹罗提（大约 20,930 欧元）时，向雇主和雇员
征收的社会保障税大幅减少。即，雇主的缴税总额减少 16.26 个百分点，雇员的缴税总额减少 13.26 个百
分点。
社会保障税率降低（年工资上限内适用）将于 2008 年 1 月 1 日 生效。 与上述所示数据相比较，雇主和雇
员的残疾保险税将分别降低两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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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行政角度来看，雇主既有义务缴纳其本身份额的社会保障税，也有义务代扣及代缴雇员的份额。根据“即
赚即付” (PAYE) 制度，每月向社会保障局 (ZUS) 缴纳上述款项。
请注意，根据欧盟规定，欧盟国家公民定居国外者有权免缴社会保障税。基本条件是，应从该定居国外者
的祖国获得一份 E101 证明。

个人所得税 (PIT)
税率
波兰个人所得税为累进所得税。当前（2007 年）,根据下表征收个人所得税（1 欧元 约等于 PLN 3.7）：

收入等级（按兹罗提计算）

所得税

至 43,405
43,405 - 85,528
超过 85,528

19% 减 572.54
7,674 + 30% 总额超过 43,405
20,311 + 40% 总额超过 85,528

更优惠税率适用于作为独立贸易商或合伙企业中合伙人而进行商务活动的个人。根据若干条例，上述个人
可选择缴纳统一税率为 19% 的所得税。由于上述统一税率及其他适用于此类收入的条例，个体（非企
业）商业税根据上一章节中关于企业所得税所述相同规定缴纳。
请注意，上述所示税率（包括统一税率为 19% 的个体商业税）由于征缴卫生保健税（未在社会保障一节
中讨论）实际提高了 1.25 个百分点。

征税
尽管原则上的个人所得税（包括对工资征收的税款）按照年收入计算，但其征收方式是按月提前缴纳，即
“即赚即付“(PAYE) 制度。

缴税基数
缴税基数定义为所有应征税来源的总收入。相应地，特殊来源收入为其应征税收入与相应可扣税成本之间
的差额。若是多种收入来源，可扣税成本在标准扣税金额中得到体现。例如，2007 年版权使用收入可根
据标准扣税为年收入的 50%；服务合同（不涉及版权）根据标准扣税 20%；劳动合同根据标准扣税，每
月扣除 111 兹罗提（大约 30 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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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留权及其含义
2007 年，波兰纳税居民定义为： 1）拥有波兰境内的个人或商业利益中心（终身权益中心）的人， 2）或
每年在波兰居住超过 183 天的人。满足以上条件之一就可成为波兰居民。
波兰纳税居民按其全球范围收入缴纳波兰个人所得税。双重征税问题根据相关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进行解
决；若某一问题无适用协定，则根据国内规定（通常，境外缴纳的所得税可按比例抵免波兰个人所得税负
债）避免双重税收。
非居民仅根据波兰税收对其源自波兰的收入进行纳税。此外，在很多情况下，非居民可享有按其年收入计算的
20% 的统一税率（即未扣除成本）。上述统一税率适用于各种来源的收入，包括管理费用（但不包括劳动合
同）。
个人增值税 (VAT)
通常，增值税对大部分企业不计为成本，因为税收负担可转加给客户承担。由于企业客户仍可转移上述负
担，最终成本将由商品和服务的非企业的用户承担。这根据增值税计算机制完成。除了一些例外情况，上
述机制允许收回进项增值税（含有已购原料价格），条件是要作为增值税纳税人注册为商业实体。请参见
下文中概述的波兰增值税的具体条例。

增值税范围
波兰增值税适用于下列活动：


在波兰境内供应商品和服务；



来自欧盟境外的出口商品；



欧盟以外国家的商品进口；



欧盟内部商品供应（即出口商品到欧盟国家）；



欧盟内部商品购买（即从欧盟国家进口商品）；

增值税税率
增值税税率为 22% （标准税率）、7%、3%、0% 和免税。除特别增值税对某些商品和服务供应规定的税
率或征税方法外，增值税标准税率 22% 通常适用于所有商品和服务供应。
其中，降低税率 7% 的范围包括医药产品和客运服务业。根据增值税中的规定，对若干农产品按 3% 税率
征税。此外，若干活动为零税率，例如出口商品到欧盟以外国家及国际商品运输（即运往欧盟以外国家的
来回运输）。增值税免税覆盖范围包括（但不限于）若干金融服务（如银行服务）及保险服务和教育服
务。若向外国消费者提供大量服务，则波兰增值税不适用，而波兰增值税纳税人则有权获得扣除为上述服
务而缴纳的相关进项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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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计算
根据增值税基本条例，增值税应付税款（应向税务部门缴纳的税款）等于销项增值税款减去已缴进项增值
税。若增值税纳税人收到购买的商品或服务的发票，则进项增值税款可从销项增值税款中扣除。然而，根
据增值税的相关规定，除非已购商品与增值税纳税人进行的活动相符，否则，进项增值税款不可扣除。此
外，进项增值税款中可扣除税款因购买某些商品和服务而受到限制。例如，对客车购买征收的进项增值税
仅有 60% 可扣除，且所扣税款不得超过每辆车 6,000 兹罗提（大约 1,620 欧元）。
在多数情况下，当应征增值税销售款项的应收税款成为不可征税时，供应商的销帐增值税税款可以减少。
在上述情况中，交易的另一方有义务相应减少进项增值税税款，或在税款不足时，增加销项增值税税款。

增值税处罚
若税收机关证实纳税人在提交的增值税申报中少报增值税负债或多报进项税款，则可对纳税人处以少报金
额（或多报金额）30% 的增值税罚款。

退税款
进项增值税款（可扣除）超出销帐增值税款时，波兰增值税法允许直接退税。
外国企业及游客购买波兰增值税纳税人的商品和服务时，可根据相关增值税规定获得退税款。在上述两种
情况中，为获得退税款，须满足多个条件。尤其是，退税款仅适用于所在国征收增值税，且在此国家中，
波兰居民有资格获得增值税退税款的居民（互惠规则）。
消费税
消费税是针对商品生产、销售、进口和欧盟内部购买纳税商品的征税，上述商品列于《消费税法》，并包
括（其中）酒类、香烟、汽油、轿车、电力产品和化妆品。
财政部发布一项规定，提出在 2006 年 12 月 1 日后对化妆品采用 0% 的消费税税率。因此，尽管化妆品
仍视为纳税商品，但事实上，对化妆品贸易并无消费税负担。
对于上述纳税商品，可使用以下四种消费税税率之一：a) 缴税基数；b) 单件商品金额；c) 最高零售价百分
比；d) 单件商品金额和最高零售价百分比。例如，标准车辆用汽油的消费税税率为每千公升 1,565 兹罗提
（大约 420 欧元）。
客车的消费税征收依照下列规定
- 车辆发动机立方容积超过 2000 cm3，按 3.1% 征收。
- 车辆发动机立方容积超过 2000 cm3，按 13.6% 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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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
波兰根据《欧共体关税法典》及包括关税的其他欧盟海关规定征收关税。因此，关税为欧盟关税，由各成
员国的税务机关代表欧盟委员会征收和管理。对从欧盟以外国家进口到波兰或其他欧盟国家的商品征税。
若在任一成员国内缴纳适当关税，则进口商品可在整个欧盟境内自由周转，而无须再次缴纳关税。
上述关税与单一市场的基本条例相关，视为欧盟最主要利益之一。根据上述条例，若是原产地为欧盟的商
品，则成员国之间不对其征收关税，欧盟内部也不采取边界海关控制，如原产地不是欧盟但也可自由流通
（即在首次进口到欧盟时已缴纳关税）。
根据欧盟关税规定，标准关税税率按进口商品分类，介于 0% 和 16% 之间。可能按更高税率对若干特殊
商品征收关税。此外，根据欧盟与上述国家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可按削减关税税率或全额免税对来
自指定国家的指定商品予以征税。
欧洲大陆法系国家的交易税：
欧洲大陆法系国家的交易税 (TCLT) 适用于由不具备增值税纳税人地位且不涉及专门从事商业活动的实体
进行的各种交易。其中，交易包括房地产出售或提供贷款。
然而，欧洲大陆法系国家的交易税也适用于企业征税。尤其适用于超出增值税范围有限数量的交易。最典
型的交易是建立股份公司及增加股本。上述两种交易根据欧洲大陆法系国家的交易税收统一税率，按照已
增资（已产生）股本价值 0.5% 计算。另两种常用于替代股份资本增资的交易也征收 0.5% 的相同税率。
第一种是公司向其股份持有者借贷。另一种是公司补充资本中新增的额外支付。以上每种交易，收到贷款/
资本投放的公司作为实体有义务支付欧洲大陆法系国家的交易税。
此外，企业达成另外两种普通交易也应支付欧洲大陆法系国家的交易税。
•

股份转让（欧洲大陆法系国家的交易税率为 1%）和

•

免除增值税的房地产转让（欧洲大陆法系国家的交易税率为 2%）

上述情况中，欧洲大陆法系国家的交易税都由购买者支付。
如前所述，除非房地产转让免除增值税，否则不课以欧洲大陆法系国家的交易税。有限情况下才满足这一
条件，例如，购房时，交易关系到旧房且出售方无权享受进项增值税扣减。另一种增值税免除也可能导致
征收 2% 的欧洲大陆法系国家的交易税，适用于居民房产和公寓交易，首次出售例外。
房地产税和土地税
房地产税税率由市政当局根据相关当地税费法中所设定的限度而定。
2007 年，商用土地根据税率限定每平方米 0.69 兹罗提（大约 0.18 欧元）进行征收，而商业建筑则根据
税率限定每平方米 18.60 兹罗提（大约 5 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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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费
引进指定类型产品（如 IT 设备和电池）以及使用指定类型包装产品的企业，须达到法律规定的循环利用或
回收利用水平。若未达到所要求的水平，则企业须缴纳按年度计算的产品费。计算产品费用的依据是要求
的循环回收水平与实际循环回收产品数量之间的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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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投资吸引力的地区
波兰主要城市介绍
几十年以来，波兰各城市一直都在苦苦挣扎，既缺少资金，发展条件又恶劣，法律法规阻碍了本地商业活
动及人民的创业精神。城市居民只能眼睁睁地羡慕那些西欧国家的大都市，但也在主动寻找各种方法解决
自身问题，提高本地社区的生活质量。直到最近，虽然波兰各城市采取各种措施，但收效甚微，未能改变
各大城市的面貌。
今天，我们看到这种情形发生了转变。最近几年内发生的事件为波兰城市的转型创造了有利条件：如推行
有效改革，激发公民的热情；制定新的法律解决方案，将自治政府转变为能够真正管理自己的机构；还加
入了欧盟。但唯有 2007 年以后欧盟基金投入，才真正揭开波兰城市发展史上新的篇章，因为资金缺乏一
直是波兰城市发展的主要障碍，而此举则解决了这一大难题，将波兰的大城市变成极具投资吸引力的场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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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但斯克
琥珀之城。
位置：波兰北部。波罗的海海岸

人口：45.7 万（三联市：70 万）
学生人数：7.2 万
15 所高等教育机构
投资重点：IT、高科技、海运
最大的投资公司：Dr. Oetker、Farm Frites、ThyssenKrupp、GE Money、Philips、Nordea
三联市共享服务中心：路透社

城市资源：
• 良好的形象
• 高效的市政机构
• 高尚的社会活动
• 合格的金融管理
有待解决的问题：
• 与波兰其他地区经济发展的联系不够
• 安全问题
• 教育质量与卫生保健制度存在缺点

格但斯克是波兰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也是 波罗的海地区主要的经济中心之一。该城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使用过许多不同的名称：如 Gyddanyzc、Kdansk、Gdanzc、Dantzk、Dantzig、Dantzigk、Danzig、
Dantiscum 和 Gedanum，由此可见，该城市历史悠久、渊源流长。
格但斯克属三联市的一部分，城区由格但斯克、格丁尼亚和索波特组成。其中，格但斯克是历史和文化
中心。格但斯克与该地区其他城市在投资方面都令人感兴趣。
就格但斯克对外商投资者的吸引力而言，该城市的现状非常有利。该城市占土地发展计划面积的 36%，
是波兰个城市中所占例最大的城市之一。我们有待解决的问题是：居民英语仍旧较差，投资者所依赖的
基本服务尚未得到发展。例如，尽管整个三联市地区酒店数量相对较多，在某种程度上弥补酒店不足的
现象，但高档次的酒店却寥寥无几。

您知道吗...


2007 年，格但斯克港建成一流的 DCT 格但斯克集装箱码头，为在波罗的海航行的最大
船舶巴拿马型集装箱船等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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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但斯克是很多名人的诞生地，如天文学家約翰·赫維留、哲学家阿图尔·叔本华、诺贝
尔奖获得者君特·格拉斯、团结工会领袖及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莱赫·瓦文萨



格但斯克从 1260 年开始就主办圣道明贸易集市。除慕尼黑啤酒节与汉堡圣诞市场以
外，圣道明贸易集市是欧洲地区规模最大的贸易和文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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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托维兹
“波兰鲁尔区”省会
上西里西亚工业区主要中心
位置：波兰南部，与捷克和斯洛伐克两国相邻。

人口：32 万
学生人数：8 万（上西里西亚都市联盟：14.3 万）
23 所大专院校
投资重点：IT、高科技、制造、钢铁、能源
最大投资公司：菲亚特、通用汽车、Mittal、五十铃、Delphi、Manuli、Valeo
卡托维兹共享服务中心：Rockwell Automation
城市资源：
• 投资吸引力大
• 基础设施完善
• 与世界联系紧密
• 高尚的社会活动
有待解决的问题：
• 城市整体形象不佳
• 安全问题
• 使用欧盟基金的问题

卡托维兹是波兰 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西里西亚地区的省会城市，以重工业为主导，主要是采矿与冶
金业。此外，汽车制造业也发展迅猛。
就卡托维兹对海外投资商的吸引力而言，该城市的现状非常有利。相对人口数量而言，活跃的外商投资
者数量相对较低，但在过去 5 年里预估的人均外商投资规模较高。毫无疑问，卡托维兹的投资吸引力因
其地理位置集中而大大增强。

您知道吗...


卡托维兹地处波兰最大卫星城市的中心，人口接近 300 万



“Kompania Węglowa”为欧洲最大的煤炭矿业公司，员工人数超过 6.5 万，总部设于卡
托维兹



卡托维兹也是世界闻名作曲家沃伊切赫·基拉和亨里克·戈瑞基的故乡及艺术创作地。卡
托维持每年举行 Rawa Blues 音乐节、Metalmania 音乐节、迷笛音乐节和其他音乐
节，吸引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音乐爱好者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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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科夫
文化及历史名城
位置：波兰南部。

人口：75.7 万
学生人数：19.2 万
23 所大专院校
投资重点：汽车制造、煤炭及采矿、高科技、制造、零售、化工
最大投资公司：Tesco、Philip Morris、Heineken、Ahold、BP、Bahlsen、Foster Wheeler、Valeant、
IBM
克拉科夫共享服务中心：Ahold、Bayer、Electrolux、Hewitt、IBM、Indesit、Lufthansa、Philip
Morris、Shell
城市资源：
• 形象极佳，极具旅游吸引力
• 文化与社会发展潜力巨大
• 基础设施良好，与世界联系紧密
• 教育机构极佳
有待解决的问题：
• 债务较严重，经济发展融资较难
• 合格工人数量有限
• 环境条件较差

克拉科夫位于维斯瓦河（维斯杜拉河）河畔，是波兰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其历史可追朔至公元 10 世纪。如
今，克拉科夫已成为波兰第二大城市（仅次于华沙），城市人口排名第三（仅次于华沙与罗兹）。克拉科夫
是波兰最火爆的旅游目的地。
就克拉科夫对外商投资者的吸引力而言，该城市的条件现状非常有利。在过去 5 年里，相对于人口数量
的活跃的外商投资者数量较多，预估的人均外商投资规模也较高。对国内投资者而言，克拉科夫已不再
像其他大城市那样受欢迎。
您知道吗...


克拉科夫很快将有一家 Goodman 国际有限公司物流中心开业，面积超过 15 万平方
米。投资额有望超过 8000 万欧元



2007 年，克拉科夫被美国网络机构“Orbit”评为世界最热门的城市



据历史记载，声名狼藉的浮士德医生曾在克拉科夫学习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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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兹
处于文化十字路口的城市
位置：波兰中部

人口：76 万
学生人数：11.6 万
21 所大专院校
投资重点：物流、IT、BPO、家用电器
最大投资公司：Dell、Gilette、Shell、ABB、Indesit、DHL
罗兹共享服务中心：Accenture、Citigroup、GE、Philips、Teleca
城市资源：
• 合格工人充足
• 金融强健
• 极具文化与社会发展潜力
• 环境与安全条件良好
有待解决的问题：
• 投资形象不佳
• 基础设施较差
• 城市需留住机敏、活跃的人才，特别是年经人才

罗兹是波兰人口第二大城市，地处波兰中心，距华沙 100 公里。罗兹仍然在等待被海外投资者发掘。
最近几年，该城市对外商投资者的吸引力得到显著改善。但在过去 5 年里，相对于人口数量的活跃的外
商投资商数量以及预估的外商投资规模要低于波兰其他大城市。

您知道吗...


罗兹 19 世纪经历了纺织业的繁荣，因此，罗兹偶曾一度被称为“波兰的曼彻斯特”。



罗兹是欧洲家用电器制造业的主要中心之一。在罗兹设立工厂的最大制造公司为
Merloni Indesit 和 博世/西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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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兹南
欧洲卧虎
位置：波兰西部，与德国边界相邻

人口：56.5 万
学生人数：13.6 万
25 所大专院校
投资重点：汽车制造、食品加工、家具、制造、交通与物流、零售、BPO
最大投资公司：大众汽车、Beiersdorf、SAB Miller、GlaxoSmithkline、Jeronimo Martins、MAN、
Imperial Tobacco、Selgros Cash & Carry、Bridgestone
波兹南共享服务中心：Arvato Services Bertelsmann、Carlsberg、Duni、GlaxoSmithKline、Franklin
Templeton Investments、MAN

城市资源：
• 机构高效，城市金融管理良好
• 传统资源：资源丰富，职业道德良好
• 生活质量高
• 教育质量高

有待解决的问题：
• 投资条件基本有利
• 城市形象吸引力较低
• 与波兰和世界的航空联系有限

波兹南是波兰最古老，最大的城市之一，地处瓦尔塔河畔，柏林与华沙之间。波兹南经济不断发展，每
年举办“波兹南国际交易会”，取得了重大经济成果，因此，该城市经常被称为波兰的经济之都。
波兹南的投资吸引力略次于华沙，而华沙的规模则要比波兹南大很多。尽管相对人口数量的活跃的外商
投资者数量相对较低，但在过去 5 年里，预估的人均外商投资规模非常高。尽管有 Microsoft 或
GlaxoSmithKline 等特大投资，但对波兹南的新投资率以及海外资本流入量相对较低，这可能引起担
忧。

您知道吗...


继十年前“联合国世界气候会议”在日本京都召开，波兹南将在 2008 年主办该会议



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戏剧节之一“马耳他国际戏剧节”每年在波兹南举办



波兹南是著名作曲家及爵士乐音乐家 Krzysztof Komeda 的故乡，他曾为罗曼·波兰斯基
主演的电影《失婴记》和《荒岛惊魂》制作原声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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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沙
波兰首都。欧洲东部的窗口
位置：波兰中部
人口：170.2 万
学生人数：23.1 万
70 所大专院校
投资重点：零售、IT、金融、银行、食品、BPO、R&D、高科技
最大投资公司：Metro Group、Vivendi、Vattenfall、通用汽车、法国电信、UniCredit
华沙共享服务中心：ABN AMRO、Avon、Citigroup、HP、IBM、SITEL、Tchibo、Thomson、TNT、
Transcom
城市资源：
• 形象良好，投资吸引力高
• 人力资源丰富
• 文化、教育与社会发展潜力大
• 安全水平高
有待解决的问题：
• 经济发展资金有限，人们对于混合融资缺少兴趣
• 市政机构运作令人不满意
• 生活质量稍稍令人失望
劳动力成本高

华沙是波兰的首都，也是波兰最大的城市，其根源可追朔到 12 世纪。华沙的历史几经沧桑，曾经繁荣
昌盛，也几乎彻底毁灭。今日的华沙，特别是 Śródmieście 地区，已成为中欧主要的商业中心之一。
在我们看来，华沙是非常有利的投资地。尽管占据土地发展计划的城区面积所比例相对较低，仅有
16%，但华沙有许多酒店，也有相对较多的人说英语。
华沙是波兰大城市中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领头羊。但是这些对作为波兰的首都来说，还远远不够：其快速
发展很大程度上决取于该城市是否可取得地区性（而非仅仅本地）经济中心的地位。目前，华沙正在与
布达佩斯或布拉格积极争夺此地位。

您知道吗...


二战以后，阿道夫·希特勒一声令下将华沙夷为平地，该城市超过 85% 的面积沦为废
墟。今日的华沙，是战争结束后进行紧锣密鼓重建工作的成果



华沙第一条有轨电车路线于 1866 年 12 月 11 日开通



大卫·博韦的 Low 专辑中有一首歌名为“华沙”，“快乐分裂”（英国冷潮乐队）乐队的第一
个名字也是“华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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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
下西里西亚的活力之都
位置：波兰西南部。

人口：63.4 万
学生人数：13 万
22 所高等教育机构
投资重点：IT、汽车制造、金融服务、高科技电子、家用电器、零售
最大投资公司：3M、AIB、Electrolux、Google、LG Philips、东芝、丰田、Volvo、Whirlpool
弗罗茨瓦夫共享服务中心：DeLaval、HP、KPIT Cummins、Volvo、UPS
城市资源：
• 管理高效，金融强健
• 成功发展良好的城市形象
• 极具文化与社会发展潜力
• 投资吸引力大
有待解决的问题：
• 提供合格人力资源可能存在问题
• 基础设施建设不够完善
• 交通系统较差（通往欧洲的交通设施好于通往波兰其他地区的发达）
• 卫生保健质量与安全存在问题

多年来，作为下西里西亚的省会，弗罗茨瓦夫在整个中欧及东欧地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中发挥了重
要的作用。
最近几年，弗罗茨瓦夫大力推进了自身的发展，投资环境更为有利，是波兰取得的最大成功。
尽管相对人口数量的活跃的外商投资者数量稍低于波兰最大城市的平均计算值，但在过去 5 年里，预估的
人均外商投资规模为全国最高的城市之一。

您知道吗...


弗罗茨瓦夫桥梁（包括天桥）的数量在欧洲排名第四，仅次于阿姆斯特丹、威尼斯和圣彼
得堡



弗罗茨瓦夫有十名之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这里出生、生活或工作过（如特奥多尔·蒙森、
菲利普·勒纳德、爱德华·毕希纳、保罗·厄勒克、格哈特·霍普特曼、弗里茨·哈伯、弗里镕
里希·贝吉乌斯、奥托·施特恩、马克思·波恩、莱因哈德·泽尔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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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附光盘与我们的网站 www.pwc.com.pl/investing 波兰各大城市的详细信息均有介绍，如地理位置、地址数据、GDP、排名、人口
数据、交通及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市场、该地区商业实体、投资奖励措施、投资领域、运动与休闲设施、城市优势与劣势、
城市资源以及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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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投资吸引力的地区
经济特区
经济特区 (Specjalne Strefy Ekonomiczne, or SSE) 是波兰在选定区域划出而另列的区域，目的在于给
予特惠条件以进行商业活动。创建享有特权区域的宗旨在于通过加强对新投资的吸引力加速国家特定地区
的经济发展。
目前波兰共有 14 个经济特区。各个特区所处区域位置、自然和发展条件或道路、技术及电信基础建设情
况均不相同。特区由波兰国库部或省级地方政府控制的以商业公司模式运作的管理机构进行管理。所有
SSE 均在 1996-1998 年间成立，期限为 20 年。今年多数经济特区已经举行过十周年庆典。
斯武普斯克（Słupsk）经济特区
波美拉尼亚（Pomeranian）
经济特区

苏瓦乌基 经济特区

格但斯克，格丁
尼亚，索波特

瓦尔米亚和马祖里（Warmia and
Mazury） 经济特区

Kostrzyn 和 Słubice 经济特区

波兹南

华沙

莱格尼察（Legnica） 经济特区

罗兹经济特区

罗兹
弗罗茨瓦夫

Kamienna Góra 中型企业经济特区

Starachowice 经济特区

卡托维兹

塔尔诺布热格（Tarnobrzeg） 经济特
区 EURO-PARK WISŁOSAN

克拉科夫
瓦乌布日赫（Wałbrzych） 经济特区 INVEST PARK

卡托维兹经济特区

EURO-PARK MIELEC 经济特区

克拉科夫科技园

特区运作机制的基础是，SSE 区域内的企业家进行新投资就有可能免缴企业所得税。另一项投资激励措施
则是为投资准备的基础设施。
经济特区免税的基本条件是企业家做出新投资，产生一定金额度的投资支出并创建新的就业场所。免税额
度取决于已发生的企业家投资支出总额或与所作投资相关的两年内企业雇佣劳动成本总额。公共支持限额
（包括免税额）作为投资支出（若两年的劳动力成本更高时，计后者）的百分比计算。按照区域不同，限
额分别为 30%、40% 或者 50%。若是中小型公司，该百分比可能会分别提高 10% 或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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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经济特区的具体规定包括新投资、建立新就业场所的定义和可用于公共支持限额计算的合格条件。然
而，值得强调的是，经济特区内可享受公共支持的最低投资额为 100,000 欧元。
个别案例中，投资者自身财产也可能计入特区投资。无论如何，实施公共支持就必须有相应的重要经济限
制性条款。这意味着，在实践中企业家若要在经济特区投资比在当地未建立经济特区前投资需满足的条件
更高。
收到经济特区内开展商业活动的许可证是在经济特区内进行商业活动可以免税的正式依据。许可证由经济
部通过特区的实体管理机关颁发。
许可证确定了商业活动的主体（根据波兰商品和服务分类），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决定特定企业家的个
别免税条件（尤其与新增就业场所数量和投资支出总额相关）。规范特定经济特区内活动的规定明确了许
可证颁发不同商业活动的类型。
在经济特区经营的企业家不会因在特区外从事商业活动或其他非许可证范围内的活动而受到任何限制。然
而需记住上述活动所得无法享受免除企业所得税。
若企业家满足特区规定要求，则自发生投资支出当月起，即收到许可证之日至公共支持限额耗尽或许可证
过期日期间，企业家有权免缴企业所得税。建立特区的期限满后，许可证也将随之过期。尽管各特区到期
时间可能略有不同，一般假定波兰的经济特区将在 2017 年期满。

有关经济特区详情请参阅所附 CD 光盘和 www.pwc.com/pl/investing 网站，即可了解特区位置、基本资料、所有制结构、所在区
域、覆盖面积、可供投资区域、已投资资产价值、投资者奖励政策、重要投资者、特区现有工业、受欢迎的投资类型和费用、与边境
的距离、区域内关键产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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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欧洲足联杯
2007 年 4 月 18 日，欧盟足联执行委员会 (UEFA) 在英国加的夫市宣布，决定 2012 年欧洲足球锦标赛决
赛将在波兰和乌克兰举行。很多人认为这是世界第三大重要体育赛事，能超过它的只有奥林匹克运动会和
足球世界杯决赛。
欧洲足球锦标赛并非仅仅关于足球比赛。据估计，在葡萄牙举行的 2004 年欧洲足联杯决赛将一百多万球
迷吸引到这个国家。在以后几年中，葡萄牙旅游业年增长率达到了 5%。面对相似情况，波兰也迎来了一
次机遇。然而，前提是完成自柏林墙倒塌以来进行波兰最大的投资计划。
如经济学家做出的评估，要满足举行的 2012 年欧洲足联杯决赛的相关投资要求，波兰在 2009 年至 2012
年间 GDP 总值增长需另加 1.5%。值得一提的是，2006 年波兰 GDP 总值增长超过 6%。
经济繁荣主要与未来几年里在波兰进行大量投资项目有关，这对成功主办 2012 年欧洲足联赛决赛是十分
必要的。因此，波兰和外国投资者可指望签订与基础设施（公路、铁路、机场、体育馆和训练中心）、酒
店、饮食业、交通设施和广告项目相关的前所未有的巨额合同。
从投资者角度看，至关重要的是获得国家预算、当地政府预算和欧盟预算对上述投资项目的财政支持。此
外，还有作为公私合营与负责 2012 年欧洲足联杯决赛准备工作的公共部门实体进行合作的机会。
为顺利开发与 2012 年欧洲足球锦标赛决赛相关组织工作的投资项目，波兰政府草拟了一个特别法案。该
法案介绍特别投资项目类别（欧洲 2012 年计划），计划的执行将会获得显著便利，可大大缩短等待进行
投资项目所要求行政决定的时间，以及在位置和征用土地步骤中提供巨大的便利。
以下波兰城市中，作为 2012 年欧洲足联杯决赛主办城市而列入最终名单的城市有：波兹南、华沙、格但
斯克、弗罗茨瓦夫，而霍茹夫和克拉科夫两座城市列入替补名单。
据普华永道波兰公司收集的信息，将在波兰 2012 年欧洲足联杯决赛主办城市中进行的主要投资项目如
下：
波兹南


市体育馆升级项目



从新托梅希尔到希维茨克的 A2 高速公路建设完工



S5 双车道（弗罗茨瓦夫 – 波兹南 – 比得哥什）建设项目



与训练中心（尤其是位于 Grodzisk Wlkp. 和 Wronki 的训练中心）相连的波兹南公路升级项目



波兹南交通环城公路第三期工程项目（这将便于到达体育馆，改善前往 A2 高速公路的路况及将高
速公路与 Ławica 机场相连）



市内主要交通枢纽扩建和升级项目



斥资四亿五千万兹罗提购置现代化低地板低窗有轨电车



斥资六千五百万兹罗提对公共交通设施进行升级



波兹南 Ławica 机场升级和扩建项目



火车站和长途汽车站的主要整修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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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酒店建设项目，尤其是高级酒店（四星级和五星级酒店）



在广大范围内提供住宿项目，从五星级酒店到露营处

华沙


斥资十亿兹罗提建设可容纳 55,000 观众的国家体育馆



供 Legia Warszawa 足球俱乐部使用的体育馆重建项目



Fryderyk Chopin 机场第二终点站建设项目



上述机场与市中心之间铁路连接项目



连接城市南北一号地铁线完工项目



连接城市东西二号地铁线建设项目（在国家体育馆建有地铁站）



快速有轨电车线路建设项目，连接市中心与城市东北部



地铁区域东部 (Grodzisk Mazowiecki) 与地铁区域东南最远处 (Otwock) 之间的有轨电车项目



市内环城公路建设项目，建成南北地铁线和东西地铁线。



S8 双车道建设项目，连接弗罗茨瓦夫和华沙。项目成本 – 超过二十亿欧元



S17 双车道建设项目，经卢布林到 Hrebenne （跨越与乌克兰的边界）



横跨 Vistula 河的两座新桥建设项目：北大桥和连接 Żoliborz 与 Praga 的桥梁



酒店基础设施投资项目

格但斯克


估计成本为六亿七千万兹罗提的波罗的海竞技体育馆建设项目



Sucharski 通道项目，在 Martwa Wisła 河床下修建隧道，估计成本为十三亿兹罗提



估计成本为八亿兹罗提的格但斯克南部支路建设项目



格但斯克机场扩建项目：估计成本为四亿兹罗提的新终点站、停车场和计程车车道



东西通道项目，估计成本为一亿一千六百五十万兹罗提



Słowacki 通道项目，估计成本为两亿七千五百万兹罗提



估计成本为五千万兹罗提的双轨高速城际铁路投资项目 (Szybka Kolej Miejska)



Marynarki Polskiej 街道，成本为五千万兹罗提



成本为三千三百万兹罗提的 Podwale Grodzkie 大街和 Wały Jagiellońskie 大街的修缮项目



酒店基础设施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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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


Maślice 区的新足球体育场建设项目



成本大约为两亿兹罗提的奥林匹克体育馆修缮项目



弗罗茨瓦夫机场扩建项目



弗罗茨瓦夫铁路枢纽扩建项目



弗罗茨瓦夫环城高速公路 (AOW) 建设项目



Drzymała 枢纽建设项目，将与弗罗茨瓦夫环城高速公路中心环相连



Lotnicza st.重建项目 – 连接该城与绿山城（Zielona Góra）之间的发车通道



城市中心环城公路北区建设项目



快速有轨电车线路建设项目



弗罗茨瓦夫地铁网建设项目



酒店投资项目
弗罗茨瓦夫的所有市政投资项目总成本估计为三十三亿兹罗提

霍茹夫（列入替补名单）


Wisła Krakow 足球俱乐部体育场重建项目，设计能力：容纳 35,000 名观众



经塔尔努夫（Tarnów）和热舒夫到达与乌克兰边界的高速公路建设项目



到达与乌克兰边界的 Medyka 的 E30 铁路升级项目



东部城市环城公路建设项目



北部城市环城公路建设项目



连接中心站与机场之间铁路升级项目



Balice 机场新终点站建设项目



从霍茹夫到华沙的 S7 通道建设项目



酒店基础设施投资项目

克拉科夫（列入替补名单）


成本大约为一亿九千万兹罗提的 西里西亚体育馆升级项目



西里西亚体育馆多层停车场建设项目，成本大约为四千万兹罗提



双车道建设项目 (Drogowa Trasa Średnicowa) 卡托维兹至格利维采（Gliwice）



卡托维兹的火车站重建项目



公共交通结构升级项目



酒店基础设施投资项目

据估计，与 2012 年欧洲足球锦标赛决赛组织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将高达二十五亿欧元。
对主办 2012 年欧洲足联杯比赛城市的投资仅为波兰在未来几年内进行全部项目中的一部分。若要成功主
办 2012 年欧洲足联杯决赛，则须为欧洲各国国家队提供在比赛期间进行训练的训练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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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兰和乌克兰的体育馆举行 2012 年欧洲足联杯决赛为投资者参与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项目提供了前所
未有的机遇，定将为作为投资项目雇主的公众股东及作为开发商的投资者带来巨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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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信息和外国投资局介绍
波兰信息和外国投资局（Polska Agencja Informacji i Inwestycji Zagranicznych S.A.）为增加海外直接投
资流入而成立。许多国际报告表明我国的投资吸引力居于世界前列水平。波兰信息和外国投资局
（PAIiIZ）为国外企业家了解波兰的经济和法律投资环境提供便利，并可为其各个投资阶段提供相关专业
建议。这有助于投资商找到便利的投资位置和获取投资奖励政策。
PAIiIZ 支持波兰企业家在海外进行商业活动。它负责在国际市场推广波兰的出口产品和服务以及促进波兰
的海外投资。该局也参与出口支持项目准备工作。
PAIiIZ 使命包括通过吸引外国投资者在本国落户投资，从而在世界范围内建立波兰的正面形象。PAIiIZ 还
组织投资研讨会、会议及贸易访问团。
联系信息：
波兰信息和外国投资局（PAliIZ）
ul.Bagatela 12
00-585 Warsaw, Poland
电话： +48 22 334 98 00
传真： +48 22 334 99 99
电子邮箱：: post@paiz.gov.pl
网址：www.paiz.gov.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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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华永道对投资者的服务项目

联系人：
Rafał Krasnodębski
合伙人
华沙
电话：+48 (0) 22 523 4319
电子邮箱：rafal.krasnodebski@pl.pwc.com
Roman Lubaczewski
合伙人
华沙
电话：+48 (0) 22 523 4319
电子邮箱：roman.lubaczewski@pl.pwc.com
Marek Perkowski
董事
弗罗茨瓦夫
电话：+48 (0) 71 356 1180
电子邮箱：marek.perkowski@pl.pwc.com
Adam Żołnowski
董事
华沙
电话：+48 (0) 22 523 42 82
电子邮箱：adam.zolnowski@pl.pwc.com

为满足国外投资者的需求，普华永道组建了由讲英语、德语、日语、法语及韩语的专家组成的专业运作团队。我们团
队的专业人士随时为您提供有关投资方向（即共享服务中心）、项目管理以及项目融资方面的专业咨询服务。我们的
专业团队具有创新精神、反应灵活、机智多谋，为您提供解决方案，方便您的投资。
普华永道的服务项目
•

投资领域总揽

•

投资地点选择（中东欧国家、城市）

•

经营场所选择（经营场所的空间、地段）- 与房地产机构合作

•

联络当地政府机构（市长、部长会议代表、市政官员）税务及法律制度咨询

•

公司组建

•

涉及经济特区的事宜

•

欧盟/政府基金申请程序的审核与协助

•

经营场所规划与办公设备配置

•

IT 系统网络连接评估与支持

•

员工招聘支持：

•

•

联络重要相关人士

•

审核与挑选当地招聘机构

•

薪资水平调查

公司过渡期间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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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项目管理

•

国家援助申请事宜

国家援助
普华永道国家援助申请团队由熟悉波兰及欧盟国家援助法的资深专家组成。团队成员在投资鼓励措施方面有深入研
究，包括欧盟结构基金及波兰国内机构的直接资金援助、各种免税政策、长期低息贷款等。普华永道一直密切关注来
自欧盟及波兰国内的国家援助的发展。我们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我们的员工在许多新闻出版物中发表了关于国家援
助问题的文章。普华永道在项目管理及资助申请方面也具有丰富的经验。
自 2002 年引入首个国家援助计划（投资项目资金支持）以来，普华永道一直致力于协助企业申请各种资助。我们已
帮助多家企业成功申请到针对新投资项目和新厂房建设的财政资助。

我们的服务
我们可根据您的需要，提供针对新投资项目的欧盟资助的详细条文，尤其包括以下方面：
•

针对投资项目的欧盟基金申请条件，

•

投资项目分级与评估的规定，

•

申请程序。

我们可以为您分析投资项目，以评估获得欧盟结构基金资助的机率。
此项服务涉及申请资金援助的全部相关环节：
•

确定并说明可申请的欧盟及波兰国内基金类型，并界定符合申请资格的项目；

•

协助企业获取资助，包括编制必需文件、参与与负责机构的商议；

•

投资项目资金安排的相关服务、以及所获投资资助的资金结算服务。

我们还为您提供计划投资项目的分析，评估获得欧盟结构基金资助的机率。
我们为企业提供的资助申请服务，涵盖申请过程中的每个阶段：
•

确定并推荐可供申请的欧盟和波兰国内基金资助类型，以及确定符合国家援助申请资格的项目，

•

协助企业申请资助，包括编制相关文件以及参与与各个负责机构的商议，

•

投资项目完成后的财务结算服务、以及所获项目资助的资金结算服务。

经济特区
无论是刚进驻经济特区的企业，还是在特区内经营多年的企业，普华永道都可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
我们为特区内企业提供包括税务审计在内的服务：
•

分析和评估计税方式，以评定申报企业收入时是否可享受免税，

•

研究有关恰当划分收入与成本的会计制度要求，

•

协助企业确定特定收入来源为纳税或免税项目，

•

依据具体交易项目，研究有关从免税及需纳税业务中划分出可减免税的成本的条例，

•

研究有关清算免税业务所招致损失的条例，

•

研究有关当前国家援助限额计算及资金使用监督的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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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企业所得税申报及国家援助申请的相关程序，

•

编辑关于特区内企业所获国家援助部分的免税条例的实用手册。

我们可为企业申请以下形式的国家援助：
•

期初投资优惠；

•

员工招聘援助；

•

经济特区内税务减免；

•

员工培训援助；

•

研发奖励；

•

中小型企业援助；

•

房地产免税；

•

技术贷款；

•

重建项目援助；

•

环保援助。

共享服务中心
我们提供的共享服务包括：
•

开发投资项目，分析投资价值；

•

寻找合适的经营场地；

•

确定哪些程序和手续可省略，哪些需保留以符合当地规定；

•

处理有关投资过程确定、规划、完善及过渡期的事宜；

•

协助编制《服务级别协议》与《实施级别协议》。

日常运作程序与关键绩效指标 (KPI)；
•

员工招聘与培训；

•

提供有关基础设施各方面的意见；

•

项目管理；

•

变更管理；

•

从分散环境到共享环境的过渡期管理；

•

协助解决技术问题。

您在共享服务方面面临的问题：
•

您在建立共享服务中心后，需确保已设立适当的作业流程与控制系统，并可随时运作；

•

您在采用新的作业流程与控制系统后，需要了解它们的设计是否有效，可确保实现经营目标；

•

您在经营业务期间，需要优化作业流程并取得良好的业绩；

•

公司实施新的 ERP 系统后，需要确保资料转化及新系统控制的安全性；

•

需要向客户说明您对于系统的信赖，并增强客户对系统的信赖；

•

需要在控制良好的环境下通过独立的第 70 号 SAS 审计报告 (SAS 70) 有效运行的作业流程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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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享服务方面，我们提供可靠的独立作业程序与控制：
•

执行共享服务启用前检查；

•

提供关于设计有效内部控制的意见；

•

协助执行业务程序及实现控制的优化；

•

执行独立的 SAS 70 报告工作；

•

审查内部控制是否符合 Sarbanes-Oxley 规定；

•

执行系统实施前后的检查工作；

•

检查 IT 一般控制和 IT 应用控制；

•

协助风险管理工作；

•

检查中心控制。

若贵组织为某实体所提供的服务对该实体的财务报告有影响，则可能需提供有关该实体管理层及财务报告审计师的利
益的内部控制报告。SAS 70 审计服务就是您需要的解决方案。SAS 70 是有关服务机构所执行控制的设计、执行和运
作效率的正式报告。
相反地，若贵公司将部分或全部业务外包给某服务机构，而这些外包业务会影响到贵公司的财务报告，则 SAS No. 70
审计报告可为贵公司以及独立审计师提供相关资料：服务机构控制环境、其相关控制目标、及其对贵公司财务报告的
影响。以下是外包给服务机构的常见业务类型：
•

财务与会计；

•

IT 数据中心；

•

过户代理；

•

投资与基金会计；

•

薪资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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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华永道波兰公司
普华永道致力于为上市公司和私人客户提供针对行业的认证、税务及咨询服务。我们有来自 150 个国家的
146,000 专业人士通过提供他们的思维成果、行业经验和解决方案，为建立公信力和提升客户及其股东价
值而共同努力。我们为来自各行业部门的客户提供协助，代表他们处理大、中规模的业务，聘请了来自波
兰和国外的专家。
我们有 1,000 多名员工在以下六个波兰城市工作：格但斯克、卡托维兹、霍茹夫、波兹南、华沙和弗罗茨
瓦夫。
我们的服务包括：


审计服务



企业重组服务



争议分析和调查服务



人力资源服务



咨询服务



税务服务



交易服务

我们为许多商业部门提供顾问咨询服务，其中包括：
•

消费品、工业产品和服务：汽车业、化工业、能源、公共事业和采矿业、林业造纸业、金属业、
制药业和零售业

•

技术、信息和通信，娱乐和媒体

•

金融服务

•

交通、基础设施和公共部门

•

房地产

我们还可为讲荷兰语、法语、德语、韩语、日语、俄语或斯堪的纳维亚语的客户提供专门服务。

普华永道
Al.Armii Ludowej 14
00-638 Warsaw
Poland
电话： +48 (0) 22 523 40 00
传真： +48 (0) 22 523 40 40
网址：www.pwc.com/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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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
汽车团队
汽车部门是波兰最为重要的工业部门之一，雇用人数最多，在波兰海外出口收入中占有很大的比例。使该部
门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获取高额利润并持续增长，对波兰经济至关重要。波兰市场为高瞻远瞩的公司既提
供极具竞争力的有利条件，又为所有在波兰从事商业活动的公司带来不少重大的挑战。普华永道的汽车团队
的目标是帮助公司管理在波兰的商业风险，并提供包括认证、税务咨询和守法咨询及商务咨询服务。
化工、石油和天然气团队
中欧和东欧的化工业（包括石化产品和天然气部门）正在经历巨大变化。可注意到的主要变化有三个：合
并和私有化，与经济增长、放松经济管制及引进东欧标准相关的市场发展。我们能够发现公司在各个发展
阶段中出现的问题并解决问题。作为服务的一部分，我们承接属于以下细分行业部门客户的综合性项目：
石化产品、农用化学品、橡胶和塑料、油漆和涂料、家居产品和化妆品、技术气体。
能源团队
能源部门正在经历积极扩张和转型。该部门中的企业正面对无数的挑战和战略决策。能源团队由各学科
（包括金融、会计和税务）的专业人士组成。我们可为能源部门的公司提供各种专业服务，包括：合并和
收购、估价和策略规划、交易服务、审计和认证、金融风险管理、税务、改善经营绩效、企业复元、争议
分析和调查服务。
金融服务团队
金融服务业团队向世界主要金融服务机构提供一流的综合专业服务，包括银行业、资本市场、保险、投资
管理和房地产业在内的所有行业部门。
制药业团队
普华永道向制药业提供专业服务，并居于全球领先地位。我们对行业的承诺是广泛的，服务范围包括满足
各关键环节的需求，如：专利和非专利药品制造商、批发商和分销商、医疗设备供应商、医药福利管理公
司、合约研究机构及所有管理型医疗保健机构。
房地产业团队
全球对中欧和东欧的投资金额继续增加，波兰仍是该地区中的主要投资对象之一。我们的波兰团队十分熟
悉地区房地产市场，懂得当前市场行情。各国专家定期相互交流，并通过同一全球数据库分享信息。我们
的客户既有私人及公共房地产公司、地产基金、银行、投资经理，也有其他企业服务于该部门，间接参与
房地产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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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业及消费品业
我们是零售及批发部门最大几家公司及其供应商的顾问。我们的服务范围由金融和经营咨询服务组成。我
们的服务符合《会计法》、《国际财会报表标准》和《英国通用会计准则》、《美国通用会计准则》、
《德国通用会计准则》以及其他国家适用法则。
技术、信息、通信和娱乐业
通信团队和信息业团队集合策略咨询、改善管理、信息技术和会计、金融和税务方面的种种技能为全球客户提供服
务。团队可在上述领域中的遵守法规、放松经济管制、私有化、金融控制、客户服务、全球化和市场准入方面提供强
大的专业咨询服务。

交通运输和物流
交通运输和物流业团队的专家具有同交通运输和物流业的公共及私人部门的主要机构合作的丰富经验。我
们的客户既包括在全球和全国铁路、航空、公路、码头和运输服务的运营公司，也包括相关的支持商业及
辅助功能的公司、邮政和快递公司。
海运组
由于我们的客户来自海运部门，我们创建了名为海运组的团队。团队成员是具有专业知识的审计师和顾
问，经验丰富，从事与全球及全国水上运输服务承运人、造船厂和港口合作，提供策略、金融、物流、贸
易、经济和税务咨询服务。
调查
普华永道的调查团队具有进行综合欺诈调查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行业经验。我们代表股东、企业管
理委员会、政府管理机关及其他利益方（如银行或其他债权人）进行过多项调查。
林业、造纸、包装和家具
林业、造纸、包装和家具是波兰最为活跃又最为重要的工业部门，聘用人数很多，在波兰海外出口收入中
占有很大比例。由于这一情况，这些部门的专家创建了名为林业、造纸、包装和家具团队。该团队为从事
林场、纸浆、造纸、木材、工程木制品、复合木板、成品木制品和包装的企业客户提供服务。
建筑业和建筑材料
由于上参与了大量项目并同波兰市场的主要公司合作，办理建筑业和建筑材料部门的团队获得了丰富的行
业经验。该团队由不同专业的代表组成，如金融顾问、会计顾问和注册审计师及税务顾问。
日本业务
为配合日本和韩国公司在波兰尤其是下西里西亚省的投资项目，我们创建为日本和韩国客户提供服务的专
家团队，称之为日本业务和韩国组。

波兰投资手册 2008

96

德语组
对于来自德语国家的客户，我们建立了由讲德语的专家组成的专业团队，称之为德语组。德语组专家——
具有丰富经验的波兰和德国审计师和税务顾问，讲流利德语，对波兰和德国法则具有深度知识，还十分了
解德语国家的商业文化。

斯堪的纳维亚语组
为满足来自斯堪的维亚语地区客户的要求，我们创建了一个称为斯堪的维亚语组的团队，提供审计和咨询
服务。其成员是具有丰富经验的波兰审计和税务顾问，他们十分熟悉斯堪的维亚商业文化，并同来自丹
麦、芬兰和瑞典的普华永道专家们紧密合作。我们帮助来自不同经济部门的客户——使用波兰和外籍专家
的潜在力量，为拥有大中型资本的公司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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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办事处
格但斯克、卡托维兹、克拉科夫、波兹南、弗罗茨瓦夫
由于对地区办事处付出大量精力，我们现已成为当地社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熟悉并了解当地市场。
我们凭藉全球专家的知识和经验帮助上述地区发展。我们为各经济部门的客户提供便利，代表大中型企业
办事，聘用波兰国内外的专家。
作为普华永道全球网络中的一部分，我们从大批项目中获得了对当地市场的深度理论和实践知识，往往对
某些企业和地区来说，这些知识复杂而又具体，我们可以广泛地加以利用自己的经验。
目前，有近 200 名员工在地区办事处工作，包括政府批准的专家，例如税务顾问、英国注册会计师、国际
注册内部审计师和波兰全国法定审计师公会（波兰会计师协会）审计师。

格但斯克
格但斯克办事处的专家具有丰富经验，尤其是具备同海运和造船部门、IT 和建筑部门公司合作的经验。格
但斯克办事处为公共部门提供服务，开展公私合营项目。
团队和业务：海运组、斯堪的维亚组、交通、基础设施、公共部门
联系人：
Ewa Sowińska
董事
格但斯克
电话：+48 (0) 58 305 4585
邮箱：ewa.sowinska@pl.pw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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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托维兹
普华永道卡托维兹办事处的专家具有同从事采煤、采矿、能源业，冶金和汽车部门，交通和公共基础设施
开发、后工业区重建项目的公司的丰富经验。
团队和业务：采煤和采矿、德语组、汽车、交通、基础设施、公共部门
联系人：

Adam Hellwig
高级经理

Tomasz Reinfuss
董事

卡托维兹

卡托维兹

电话：+48 (0) 32 604 0230

电话：+48 (0) 32 604 0208

邮箱：adam.hellwig@pl.pwc.com

邮箱：tomasz.reinfuss@pl.pw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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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科夫
克拉科夫办事处的专家拥有同贸易和制造部门合作的丰富经验，尤其是与汽车、能源工业、采矿和冶金部
门的公司合作的经验。克拉科夫办事处的强项是其对内投资项目的专业化服务，尤其是共享服务中心。我
们还为在经济特区经营的企业家提供服务。
团队和业务：共享服务中心、SAS 70、对内投资、德语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公共部门、国家援助
联系人：
Bartosz Jasiołek
高级经理人

Roman Lubaczewski
合伙人

Michał Mastalerz
董事

克拉科夫

华沙

克拉科夫

电话：+48 (0) 12 429 6100

电话：+48 (0) 22 523 4319

电话：+48 (0) 12 429 6100

邮箱：bartosz.jasiolek@pl.pwc.com

邮箱：
roman.lubaczewski@pl.pwc.com

邮箱：
michal.mastalerz@pl.pw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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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兹南
波兹南办事处在认证、咨询和税务服务领域提供一系列的优质专业服务。我们也向公共部门提供服务。波
兹南办事处的强项是其间接税收团队。该团队为客户提供所有问题的咨询，比如增值税、消费税和关税，
涉及问题和行业前景，能够胜任客户商务活动的所有阶段的服务。
我们为德语地区的客户和投资人在波兹南成立了一个名为德语组的专家团队。另外，林业、造纸、包装和
家具团队也在波兹南开展业务。该团队为从事林场、纸浆、造纸、木材、工程木制品、复合木板、成品木
制品和包装的客户提供服务。
团队和业务：SAS70、对内投资、德语组、交通、基础实施、公共部门、国家援助、间接税收、林业、造
纸、包装、家具
联系人：

Jakub Kordus
董事

Andrzej Jacek Jarosz
高级经理人

波兹南

波兹南

电话：+48 (0) 61 850 5133

电话：+48 (0) 61 850 5151

邮箱：jakub.kordus@pl.pwc.com

邮箱：andrzej.jarosz@pl.pw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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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
弗罗茨瓦夫办事处具有同汽车、化工和采矿部门的公司合作的丰富经验。为配合德国、日本和韩国公司在
下西里西亚省进行的大批投资项目，我们成立了为来自上述国家的客户提供服务的专家团队，称为德语
组、日本业务和韩国组。弗罗茨瓦夫办事处的强项是为在经济特区中经营的企业家提供专业化服务。我们
的服务对象既有新承包商，也有“有经验的承包商”。
团队和业务：德语组、国家援助、日本业务、韩国组、交通、基础设施、公共部门。
联系人：

Marek Perkowski

Mariusz Dziurdzia

高级经理人

董事

弗罗茨瓦夫

弗罗茨瓦夫

电话：+48 (0) 71 356 1180

电话：+48 (0) 71 356 1176

邮箱：marek.perkowski@pl.pwc.com

邮箱：mariusz.dziurdzia@pl.pw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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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的组织和机构
政府部门

总理府
http://www.kprm.gov.pl
农业和农村发展部
http://www.minrol.gov.pl
经济部
http://www.mgip.gov.pl
环境部
http://www.mos.gov.pl
文化和民族遗产部
http://www.mk.gov.pl
财政部
http://www.mf.gov.pl
外交部
http://www.msz.gov.pl
卫生部
http://www.mz.gov.pl
内务和行政部
http://www.mswia.gov.pl
司法部
http://www.ms.gov.pl
劳动和社会政策部
http://www.mps.gov.pl
http://www.pozytek.gov.pl
国防部
http://www.monl.gov.pl
国民教育部
http://www.men.waw.pl
海洋经济部
http://www.mgm.gov.pl

区域发展部
http://www.mrr.gov.pl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
http://www.nauka.gov.pl
体育和旅游部
http://www.msport.gov.pl
国库部
www.msp.gov.pl
运输部
http://www.mt.gov.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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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机构
波兰信息和外国投资局
http://www.paiz.gov.pl
波兰保险和养老基金监管委员会
http://www.knuife.gov.pl
波兰证券交易委员会
http://www.kpwig.gov.pl
波兰国家计量局
http://www.gum.gov.pl
波兰专利局
http://www.uprp.pl
波兰能源管制局
http://www.ure.gov.pl
国家公路和高速公路总局
http://www.gddkia.gov.pl
铁路交通局
http://www.utk.gov.pl
公路交通监管总局
http://www.gitd.gov.pl
大地测量和制图总局
http://www.gugik.gov.pl
建筑监督总局
http://www.gunb.gov.pl
民用航空局
http://www.ulc.gov.pl
电信和邮政管理局
http://www.urtip.gov.pl
国家档案总局
http://www.archiwa.gov.pl
农业社会保障基金会
http://www.krus.gov.pl
兽医局
http://www.wetgiw.gov.pl
国家消防总局
http://www.kgpsp.gov.pl
波兰国家警察总局
http://www.kgp.gov.pl

国家采矿局
http://www.wug.gov.pl
环境保护管理局
http://www.gios.gov.pl
国家原子能机构
http://www.paa.gov.pl
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http://www.gif.gov.pl
卫生总局
http://www.gis.gov.pl
国内安全局
http://www.abw.gov.pl
对外情报局
http://www.aw.gov.pl
中央统计局
http://www.stat.gov.pl
竞争和消费者保护局
http://www.uokik.gov.pl

其它国家单位
欧洲一体化委员会
http://www.ukie.gov.pl
农业重建和现代化局
http://www.arimr.gov.pl
农业市场局
http://www.arr.gov.pl
农业财产局
http://www.anr.gov.pl
波兰科学院
http://www.pan.pl
波兰认可中心
http://www.pca.gov.pl
波兰标准化委员会
http://www.pkn.pl
社会保险局
http://www.zus.pl

波兰总商会

边防总局
http://www.sg.gov.pl

英国-波兰商会
www.bpcc.org.pl

外国人服务中心
http://www.udsc.gov.pl

捷克-波兰商会
www.opolsku.cz

公共采购局
http://www.uzp.gov.pl

斯堪的纳维亚-波兰商会
http://www.spcc.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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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波兰商会
www.nlchamber.pl
波兰-阿塞拜疆商会
www.paig.bigduo.pl
波兰-德国商会
www.ihk.pl
波兰-瑞士商会
www.psiph.pl
波兰-瑞典商会
www.psig.com.pl
波兰-乌克兰商会
www.chamber.pl/ukraina
意大利-波兰商会
www.italpolchamber.pl
波兰-法国商会
www.ccifp.pl
波兰美国商会
http://www.amcham.com.pl
波兰-俄罗斯商会
http://www.prihp.com.pl/
日本贸易振兴会
www.jetro.go.jp/poland/

波兰总商会
农业协会
http://www.krir.pl/
波兰银行协会
http://www.zbp.pl
外国投资工商业协会
http://www.iphiz.com.pl/
进出口商会
www.igei.pl
波兰进出口及合作商会
www.pcc.org.pl
波兰化学工业商会
http://www.pipc.org.pl/
建筑设计商会
http://www.ipb.org.pl/
波兰钢铁工业商会
http://www.piks.atomnet.pl/
波兰国防工业商会
http://www.przemysl-obronny.pl/
波兰警报系统商会
http://www.pisa.org.pl
波兰电子和通信业商会
http://www.kigeit.org.pl/
波兰信息通信业商会
http://www.piit.org.pl/
波兰电子通信业商会
http://www.pike.org.pl
波兰电力能源业商会
www.sep.com.pl
波兰液体燃料协会
http://www.paliwa.pl
波兰能源传送和分布协会
http://www.ptpiree.com.pl
波兰石油工业贸易组织
http://www.popihn.pl
波兰海洋经济协会
http://www.kigm.pl
波兰工商业采矿协会
http://www.giph.com.pl/

波兰学校和办公室文具用品协会
http://www.ipbbs.org.pl/
波兰包装业协会
http://www.kio.pl/
波兰印刷业协会
http://www.izbadruku.org.pl/
波兰制药和医学业协会
http://www.polfarmed.pl
波兰药房商会
www.igap.pl
波兰珠宝协会
www.amberchamber.org.pl
波兰纺织服装协会
http://www.textiles.pl
波兰皮革业商会
http://www.pips.pl
波兰内衣业商会
www.pib.org.pl
波兰汽车工业商会
http://www.pim.org.pl/
波兰城市交通协会
http://www.igkm.com.pl/
波兰公路工程协会
http://www.oigd.com.pl/
波兰汽车运输协会
http://www.pigtsis.pl/
波兰国际公路货运协会
http://www.zmpd.pl
波兰铁路协会
http://www.izba-kolei.org.pl/
波兰供水业商会
http://www.igwp.org.pl/
波兰木材工业协会
www.pol-wood-chamber.drewno.pl
www.przemysldrzewny.pl
波兰家具制造业协会
http://www.oigpm.org.pl
http://www.meble.org.pl
波兰木工机械、装置和工具协会
http://www.droma.com.pl/

波兰冶金工业协会
http://www.hiph.com.pl/
波兰铸造业协会
http://www.oig.com.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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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社会经济研究中心（CASE）



中央统计局



《CIA 世界实况资料手册》



波兰共和国民用航空局



米莱兹经济特区欧洲园



欧洲联盟统计局



欧洲雇主联合会



金融监督委员会



格但斯克城市办公室



格但斯克市场经济研究所



卡托维兹城市办公室



卡托维兹经济特区



考斯钦-斯乌比采经济特区



克拉科夫城市办公室



克拉科夫技术园



莱格尼察经济特区



罗兹城市办公室



罗兹经济特区



波兰共和国财政部



波兰国民银行



NOBE – 独立经济研究中心



波兰保险协会



波兰信息和外国投资局



波麦拉宁经济特区



波兹南城市办公室



普华永道



斯乌斯克经济特区



卡米那古拉中型企业经济特区



斯塔拉霍维斯经济特区



塔诺波莱戈经济特区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UNIDO)



瓦波日赫经济特区投资园



瓦尔米亚-马祖里经济特区



华沙城市办公室



华沙证券交易所



维尔兹博斯基安永实律师事务所



世界银行组织



弗罗茨瓦夫集群发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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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pwc.com/pl/investing

The information in this book is based on taxation law, legislative proposals and current practice, up to and including measures passed and which have
become law as of November 2007. It is intended to provide a general guide only on the subject in question and is necessarily in a condensed form.
We are fully aware of the fact that each of the topics discussed is very important when deciding on whether to start an investment in a given country.
It is for this very reason that we have prepared an extended version of our investor’s guide.
Neither PricewaterhouseCoopers nor the co-authors accept any responsibility for losses arising from any action taken or not taken by anyone using this
publication. It should not be regarded as a basis for ascertaining the tax liability in specific circumstances. Professional advice should always be sought
before acting on any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booklet.

© 2006 PricewaterhouseCoopers. All rights reserved. PricewaterhouseCoopers refers to the network of member firms of PricewaterhouseCoopers International
Limited, each of which is a separate and independent legal entity. *connectedthinking is a trademark of PricewaterhouseCoopers L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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