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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 — 中国 
与欧盟之间的桥头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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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志气且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

和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以及高科技项目，使波兰跻身于欧洲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之列 — 

对于希望进入欧洲市场的中国投资者而言，这是一个完美的切入点。

此外，该倡议包括中国与波兰之间的三个常规货运铁路专列，这些铁路连接: 

n  重庆和罗兹;  

n  苏州和华沙;  

n  西安 — 马拉斯维奇— 格但斯克。

“一带一路” 倡议的范围远远不局限于中国和波兰之间交通运输的发展。波兰和中国之间的联

系在日渐加强。两国之间高级别的政治互访进一步促进和加强了双方的经贸发展。 

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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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 倡议有可能在波兰和中国之间创造许多经济和商业协同效应。例如：

n 中国在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拥有丰富
的经验，可以提供低廉高效的技术解决
方案 。 
 

n 波兰以其化妆品公司而闻名于亚洲 
市场，尤其是有机和非化学类产品。

n 中国客户正在寻找新的有机化妆品。

中国
n 波兰正在向绿色能源方向转变。 n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光伏板生产国。

中国
n 波兰拥有丰富的优质有机食品 。 n 中国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对健康食品

的需求量很大 。

n 波兰致力于大力发展和改善基础设施，
其中庞大的基建项目如中央交通枢纽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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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的地缘政治位置

n 货物自由流动 —
免除关税限制并且禁止具
有同等效力的措施。

n 资本自由流动 —
成员国之间以及成员国与
第三国之间的资本流动和
支付没有任何限制。

n 建立和提供服务
的自由 — 可以在另
一成员国进行稳定和持续
的经济活动 。

由于波兰是欧盟成员，因此在波兰境内外经营业务的企业家可以享受欧盟单一市场的

所有好处，包括三种自由政策：

波兰位于东欧中部，

介于中国的两个战略

贸易伙伴德国和俄罗

斯之间。因此，波兰

可以被视为东西方之

间的桥梁。

交通基础设施：
波兰在与东部白俄罗斯的边界
（马拉斯维奇）附近建立了现
代化的干货火车站。该车站还
与波兰的主要港口格但斯克港
紧密相连。

鉴于中欧之间的大量贸易，该
中转站在未来几年将变得越来
越重要。

 这让波兰成为进入欧盟市场
的天然入口枢纽，使中国商
品、货物和资本能够到达欧洲
各处，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半岛
和英国。

此外，波兰还是波罗的海铁路
项目（建设连接芬兰、爱沙尼
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波兰

之间的铁路运输线）的参与
者。有趣的是，中国水利水电
建设有限公司作为主要承包商
参与了该项目。

每天至少有一班直飞航班往返
北京和华沙，包括最新的北京
大兴机场。

波兰目前处于中央交通枢纽的规划阶段，这是一个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由两个主要部分组成：
华沙郊区的新国际机场和新高铁网络。他们连接波兰最大的城市并直通格但斯克港（波兰重要
的海上交通枢纽），为穿越中东欧的主要国际航线提供服务，极大促进东西欧之间来往。

因此，中央交通枢纽的建成将为中国商品持续输送到欧洲其他地区提供更为丰富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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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n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2019年波兰的GDP增长达到4.2%。

n 富时集团（FTSE Russell）将波兰列为发达经济体，将波兰列为世界前25个最发达

经济体中。

n 强大的的工作精神，侧重于技术教育和职业培训的文化氛围，加上熟练的英语水平，
构成了一支高素质的劳动力队伍，而波兰的劳动力成本却远低于西欧。

十多年来，波兰经济在欧洲一直以最快速度而增长，是欧盟中唯一没有受到2008年

金融危机影响的经济体。

根据《fDi》杂志 2019年的排名，波兰经济特区被认为是世界

上最具吸引力的经济特区之一。例如，卡托维兹经济特区证

明是成功的，它在短短两年内开发了66个项目，总投资额达

11.4亿欧元。

税收
波兰公司所得税税率设定为

19%，      这是欧盟最低的税率之一。

根据商品或服务的类型，增值税税率设置为

23%，8%，5%，或 0%。 

鼓励外国投资者投资于波兰经济特区。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您在波兰经营业务，并且在欧盟的另一个成员国内出售商品或
服务，则增值税率为0％。欧盟境内货物供应（ICD）是指从波兰领土到另一个欧盟国家领
土的货物出口，以及作为所有者的货物处置权的转让。但是，应注意前提是取得有效的欧盟增
值税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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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能源

新能源汽车

基础设施

高科技

食品加工和农产品

— 波兰目前正在从煤炭能源过渡到生态友
好型可再生能源，主要包括陆上、海上风能
和太阳能。波兰正日益成为欧盟境内进行此
类投资最有吸引力的国家之一。

— 波兰政府坚定地致力于支持新能源汽车
的开发和生产。根据波兰政府的预测，到
2025年，波兰的新能源汽车数量将达到100
万辆。这一市场领域仍不饱和，还有待更多
参与者进来。

— 波兰目前正处于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规
划阶段，其中包括中东欧最大的基础设施项
目中央交通枢纽，连接芬兰、爱沙尼亚、拉
脱维亚、立陶宛和波兰的波罗的海铁路项目
以及第一座核电站。

— 得益于其高度创造力和受过良好教育的
劳动力市场，以及来自私人和公共投资者的
持续资金注入。每天都有新的初创企业成
立，这为外国私募股权和风险资本投资者提
供了绝佳的机会。

— 自2005年以来，年均增长率为7％。在欧盟食品供应链中享有便利的地理位置，以及规模
庞大、具有工资竞争力的劳动力，波兰的食品加工产业被誉为最具吸引力的投资领域。

中国投资者可能有兴趣投资或参与波兰以下有吸引力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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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W — 波兰领先的律师事务所

SSW是一家领先的波兰律师事务所，在与外国客户合作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我们在
波兰的三个主要城市（华沙、波兹南和克拉科夫）拥有近150名律师和办事员，在协
助处理波兰和欧盟法律事务方面均处于领先地位。此外，我们的高级律师在其他欧洲
国家/地区提供英国、德国、西班牙和法国的相关法律咨询业务。我们的律师会说多
种外语，包括普通话。

除了成为一家提供全方位服务的律师事务所外，我们还致力于一站式服务，如覆盖所有经济领
域并提供税务咨询以及会计和财务咨询服务。

服务
基础设施和能源 — 我们会例行为客户提供
基础设施项目的公开招标，包括道路、电网和
发电厂。SSW积极鼓励中国投资者参加公开招
标，我们在此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

商业和投资仲裁 — 我们在投资计划阶段为
投资者提供支持，同时起草投资者与政府之
间的协议，并在普通法院受理与仲裁有关的诉
讼前充当代表。皮奥特·斯帕钦斯基（Piotr 
Spaczyński）是总部位于北京的中国国际经
济贸易仲裁委员会（CIETAC）下辖的国际投资
仲裁委员会成员。

绿地投资 — 我们为客户提供所有有关绿地投 
资的建议，包括企业组织结构设计、建造工厂、 
融资及与国家援助有关的事项。

欧盟商标和专利 — 我们在欧盟知识产权局和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注册商标并申请专利。

并购 — 我们协助外国投资者收购波兰企业，
参与并购和融资交易的各个阶段。

税务 — 我们提供全面的税务合规服务以及会
计和法律税务建议。

资本市场 — 我们为企业客户及其各种顾问高
效地开展上市辅导工作。从一开始准备工作，
到制定招股说明书和在金融监督委员会进行审
核批准直至在华沙证券交易所上市，我们全面
参与管理。

公司与合规 — 我们帮助客户建立外国公司
或分支机构，为公司、分支机构、封闭式投资
基金和另类投资机构提供日常企业服务，协助
谈判和起草商业合同以及支持实施重组包括转
型、分解、合并和清算的业务。

财务 — 我们定期就财务问题提供全方位咨
询，包括与投资和企业并购有关的交易，财务
建模以及各种商业、财务、法律和税收分析。
无论您是寻求扩展或重组当前业务，还是身陷
商业纠纷，我们都可以为您提供帮助。

会计 — 会计是每个公司运营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代技术使会计服务可以从客户所在地以外的
其他地方提供。

家族托管 — 我们帮助管理私人客户财产，包
括金融资产、房地产和在不同司法管辖区经营
的业务。在我们的协助下，客户可以自由地专
注于其他重要利益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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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的中国业务部

SSW 为中国客户设有专门的团队，由在中国生活和学习的律师组成。我们不仅能够用
中文与客户沟通，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对中国文化、历史和经营方式有深刻的理解
与评估。

我们的重点是与客户建立互动，并促进与客户
之间的长期合作。

我们很自豪与中国的朋友们紧密合作，包括中
国的银行、商会以及各行各业的客户。

Artur Michalski  亚瑟 合伙人 中国业务部主任  artur.michalski@ssw.solutions

他为波兰对华贸易企业提供法律咨询意见，并为在（计划前往）波兰开展业务或
投资的中国企业提供支持。他还为快消费品行业的客户，如烟草、酒精产品制造
商和分销商在贸易和营销规定，产品标签生产要求以及对错误生产标签的法律制
裁等方面提供支持。亚瑟还是中波商会监事会成员。

Maximilian Piekut  宓励安 律师  maximilian.pekut@ssw.solutions

专门为与中国的商业合作提供法律咨询。他是中波法律经济研究中心的创始人之
一。在该中心，他为波兰的独立机构、政府及其他公共机构与中国的经济合作提
供咨询。他还为中波美容、能源和科技公司提供咨询业务。在加入SSW团队之
前，他在中国隆安律师事务所（上海）工作。曾就读于复旦大学、中国政法大学
和西南政法大学。宓励安会说中文。

Iwona Domańska  窦颖慧 律师  iwona.domanska@ssw.solutions

专门研究企业、商业法和合规性。她在波兰（考明斯基大学）和香港（浸会大
学）拥有扎实的学术背景。先后毕业于华沙大学中波法律经济研究中心，中国青
年政治学院和格但斯克大学中国法中心。窦颖慧会说中文。

Julita Tatałaj  艾丽嘉 律师  julita.tatalaj@ssw.solutions

专门从事国际商业交易和仲裁。毕业于托伦哥白尼大学法律专业。曾在中国北京
理工大学学习。目前，她正在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深圳）攻读法学硕士学位。
她获得了“一带一路”奖学金。 在加入SSW之前，她还曾在波兰驻华大使馆（北
京）和环球律师事务所（深圳）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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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沙
Rondo ONZ 1, 12 层
波兰，华沙，00-124

电话：+48 22 455 87 00

warszawa@ssw.solutions

克拉科夫
Pałac Wołodkowiczów, Lubicz 4
波兰，克拉科夫，31-075电话：
+48 600 474 143 

krakow@ssw.solutions

波兹南
Mielżyńskiego 14, Okrąglak, 7 层
波兰，波兹南，61-725

电话：+48 61 625 16 00

poznan@ssw.solutions

与我们联系

SSW Pragmatic Solutions 依托创新和经验为客户提供针对商业、法律和税务挑战的实用解决方案。

无论您是寻找有效的税收结构还是将业务扩展到新市场，我们都会根据您的个人需求提供实用建议。

我们不仅是遵循最新的法律、税收和商业趋势，而且时刻保持领先趋势。 因此，我们的解决方案可帮助
您提前做好准备，以应对当前和未来的商业挑战。

依据客户独立评价，我们在Legal 500, Chambers Europe 和 IFLR 1000等国际排名中得到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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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W Pragmatic Solutions combines innovation and experience to provide clients with pragmatic solutions to their commercial, legal and tax 
challenges.

Whether you are looking for efficient tax structures or opportunities to expand your business to new markets, we provide pragmatic advice 
tailored to your individual needs.

We do not simply follow the latest legal, tax and business trends – we stay ahead of them. As a result, our solutions help you to prepare in 

advance for any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business realities, both now and in the nearest future.

Our competencies have been confirmed in international rankings such as Legal 500, Chambers Europe and IFLR 1000, based solely on clients’

opinions.

Contact with 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