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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先生，女士们， 

 

 

波兰是经商条件非常好的国家。20 年成功的经济发展使外商纷纷把投资项目指向波

兰。 

 

欢迎并鼓励您到波兰投资和发展。为了保障项目进行顺利，每个环节都需要精明能干

的咨询顾问们的支持。我们竭诚向您推荐全方位服务。 

 

我们是专门为企业提供法律，税务，会计和财务等方面全程服务的团体。  

 

为您准备了 130 多名法律和经济界高级专业队伍。团队的核心是波兰领先事务所-- 

Sójka & Maciak 律师事务所和波兰 20 大审计公司之一的 HLB 浩信 Sarnowski & 

Wiśniewski, 这种结合给您装备了法律，税务和财会方面的全方位，高质量的支援部

队。 

 

迈进波兰第一步起，我们支持您每一阶段和环节, 同时保障汉语和英文交流。 

 

为了让您更详细的了解波兰投资潜力，以及我们专业团队的支持范围和互惠性，推荐

给您简明投资信息手册。 

 

如有任何疑问，愿详细向您解释，敬请垂问。 

 

 

关于HLB浩信Sarnowski & Wiśniewski, 关于Sójka & Maciak合伙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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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 HLB 浩信 Sarnowski & Wiśniewski 
 

HLB 浩信 Sarnowski & Wiśniewski 有限公司属于波兰 20 家最大审计事务所之一，为企

业提供法律-税务咨询，以及会计和财务方面，全程服务。 

我们是 HLB 浩信国际 -世界十二大著名国际会计联盟的成员之一 

 

HLB 浩信 Sarnowski & Wiśniewski 会计审计事务所, 与 80 多位法律。经济，审计师，

税务顾问和会计师们合作。  

我们业务经验是通过服务上千个客户，3 千多个项目中，利用八年时间积累而成. 

 

除了审计业务，其它服务项目如下： 

 税务咨询 

 会计 

 交易咨询 

 

各项服务项目和详细业务介绍如下: 

 

 

财务审计 

 

 

 财务报表审计 

 招股章程审核 

 合并，分立，转换企业计划审核 

 其他审计业务 

 

交易咨询 

 组织兼并和收购交易  

 协助企业准备"绿地投资 greenfield ", 

 企业价值评估 

 尽职审查 

 

税务咨询 

 

 

 日常咨询, 

 纳税策略, 

 投资纳税优化计划, 

 税务机构前代表客户 

 

转移定价 

 

 转移定价政策 

 危机管理 

 日常咨询 

  

会计 

 

 全程会计业务 

 人事业务管理, 

 财务报告和企业报告， 

 外包财务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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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完成的业务： 

 

审核了 250 多个财务报告 

 

为客户完成了 600 多个咨询项目 

国内糖类企业私营化咨询 - 发行证券价值，约 4 亿 USD 

40 多个企业价值评估 （总资产,约 15 亿 USD） 

会计和人事业务服务企业达 150 多家 

 

最近5年： 

 

50 多家企业转化过程中咨询服务 （总资产，约 25 亿 USD)  

协助销售方或投资方交易咨询，交易总价值，约 1 亿 USD)  

参与 20 多家企业上市业务。 

 

HLB浩信Sarnowski & Wiśniewski的部分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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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中资企业的服务项目 

 

随着中波关系的发展， 中资企业在波兰投资机会越来越多。在波兰开展商务活动，不

管是"绿地投资 greenfield "  从基础开始， 还是通过并购(M&A)  现有企业, 都需要了解

当地投资环境，规范，以及法律-税务方面的知识。 

多年实践中获得的知识和波兰许多企业服务经验，我们 HLB 浩信 Sarnowski & 

Wiśniewski 和 Sójka & Maciak 律师事务所，向您提供全方位服务，服务范围从成立公

司起(绿地投资 greenfield) ，选择投资目标( 并购 M&A) , 一直到企业日常服务业务． 

 

 

HLB 浩信 Sarnowski & Wiśniewski, 竭诚为中国投资企业推出服务套餐: 

 

并购领域  

选择目标, 

 筹集资金范围的支持, 

 尽职调查, 

 企业价值评估, 

 谈判中提供支持, 

 交易的执行中提供支持. 

 

税务咨询 

 投资项目的税务结构优化， 

 转移定价的风险管理， 

 日常税务咨询． 

 

会计 

 

 企业会计，人事管理范围长期服务， 

 财务报告和企业报告， 

 外包财务总监。 

 

联系我们 

 

 

HLB 浩信 Sarnowski & Wiśniewski 有限公司 

Wojskowa 大街 4 号 

60-792 波兹南 

电子信箱: biuro@hlb.pl 

电话. +48 61 866 67 88 

 

WWW.HLB.PL 

English contact: 
 

Wojciech Komer 

手机.  +48 607 240 460 

电子信箱: komer@hlb.pl 

 

Maciej Wieczorek 

手机.. +48 609 721 254 

电子信箱:maciej.wieczorek@hlb.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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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 Sójka & Maciak 合伙律师事务所 
 

Sòjka & Maciak 律师合伙公司是波兰著名国际律师事务所。有 35 位律师和专业的协助

员工。我们是 LEGAL 500 -有声望的法律出版社推荐的波兰最大律师服务企业之一。 

 
专业知识和经验丰富的律师团队，向您保证最高服务质量。我们的律师团队里有８位

法律博士，兼有丰富的实际经验。 

 

我们利用８种语言，向您提供服务：波兰语，英语，汉语，德语，意大利语，法语，

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  

 
 
与国际连锁事务所相比我们的服务更加迅速，便宜和更加灵活。 

 
 
向您提供的解决方案特征是，创新和个性化对待案件。 

 

以客户的利益观点出发，提供我们的服务。 

 
 

灵活和创新意思，保障我们向您提供非常有竞争性的服务价格. 

 
律师事务所加入波兰发展最快的罗兹经济特区伙伴项目。  

 
 
律师事务所 

以华沙和波兹南两处事务所为中心，向全国提供服务。欧盟国家和其它国家大型事务

所之间的作，使我们的客户法律保护网络全球化。事务所隶属于„ALLIURIS 集团”- 国

际商务律师事务所联盟。 除外，我们和许多其他单独律师所合作。  

 

欢迎到 www.alliuris.org  网站，了解更多 ALLIURS 集团和事务所 

 
根据客户的需要，我们推荐国外合作伙伴，同时，我们也在接受客户推荐过来的外国

律师的合作。  

 
 

专业领域 

律师团队由 35 位专业律师组成。大部分律师读完波兰大学后留学进修过。而且，执行

律师和其他大部分合作律师，至今延续着学术研究工作。因此，解决客户法律问题中 

提供的分析和解决方案独特新颖 - 经常属于波兰商务市场中的最新创新解决方法。  

 
根据„Sójka & Maciak” 律师们的专业知识范围，我们可以提供服务范围广泛，同时，保

证客户对涉及到的领域 充分了解和解释。 

 
 

http://www.alliuri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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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团队为了更有效的提供企业服务，按照行业分成部门, 如下: 

 普通企业服务业务，企业和资本市场法, 并购 M&A, 企业清算和重组业务（企业

部, 由执行合伙人- 托马斯 苏以嘎 博士律师负责）， 

 

 新科技法，知识产权法，竞争和消费法（IT 法律部，由合伙人拉发乌 息考尔斯

基博士律师负责）， 

 解决纠纷，法院程序，仲裁和调解 ( 商事诉讼部，由执行合伙人 珀师梅斯瓦夫 

马齐亚科 律师负责）， 

此外，事务所擅长能源法和环保法，保险法，医疗和医药法，公共采购法，税务和行

政法等。 

 

 

 

 

企业服务 - 波兰－中国交易服务 

 

执行合伙人 珀师梅斯瓦夫 马齐亚科 律师 

Absolwent Wydziału Prawa i Administracji UAM w Poznaniu. 

波兹南 UAM 大学法律和行政系毕业生。 

 

1999 年在牛津大学, 以及荷兰海牙的 T.M.C.阿瑟尔研究所（T.M.C. Asser Instituut）的

奖学金学者.  珀师梅斯瓦夫 马齐亚科负责商事诉讼部. 

 

擅长医药法,其中包括医疗产品投入市场, 获取许可证, 产品责任, 医药广告, 专利药品平

行进口的法律机制,以及受规管市场营销机制等. 目前为许多大型通用名药物商提供咨询

服务. 

 

珀师梅斯瓦夫 马齐亚科  代表受害患者们诉讼制药企业（创新药物）。受害原因，服用

药物引起或临床试验导致危害现象等。 

 

作为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作人，策划事务所发展策略。多次参加波兰企业经济代表团，

拜访许多新兴市场国家（2010 年印度，2009 年，2011 年巴西，以及中国 2012 年 ）。

还参与重要法庭案件，负责协调客户，确保客户利益。 

 

联系 ：+ 48 501 311 357                                                                   

电子信箱: przemysław.maciak@sojka-macia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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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ng Kui Piao, Business Development Director 

朴相奎，业务开发总监  

 

Sójka & Maciak Adwokaci 律师事务所里，主要负责开发业务联系，尤其是亚洲地区业

务。 

 

服务中国，韩国企业方面有 20 多年经验。经常和波兰政府合作。长期代理国内厂家开

发波兰市场，代表的行业，如下；矿用机械和电力设施，绿色能源和汽车配件生产商

等。 目前正在为国内第二大矿用变压器厂和波兰最大矿用机械公司联络业务，同时，

为波兰大型物流设施贸易公司和国内最大电动叉车生产商联络业务。  

朴相奎在波兰居住 20 多年，不仅波兰语流利，也懂风土人情。也是中文，韩国语的翻

译。另外还懂英语。 

 

联系: +48 501 452 553 

电子信箱: xiangkui.piao@sojka-maciak.com 

 
 
 
 

 
 

其他更多关于„Sójka & Maciak”律师事务所信息，请参观网站 

 www.sojka-maciak.com.      

      

华沙:  

Nowogrodzka 大街 50 号  

00-695 华沙 

电话.  +48 22 891 04 05 

电子信箱:  warsawoffice@sojka-maciak.com 

波兹南: 

Litewska 大街 3/1 号 

60- 605 波兹南 

电话. +48 61 848 19 09  

电子信箱:office@sojka-maciak.com 
   
        
 

 

 

 

 

 

 

 

 

http://www.sojka-maciak.com/
mailto:warsawoffice@sojka-maciak.com
mailto:office@sojka-macia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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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波兰基本信息 
 

国家面积 312,7 tys. km
2 

人口 38 115,6 千人. 

首都   华沙, 1百70万2千人 

行政区划   16 省, 314 县, 2478 乡 

立法机构 议会院 (460 议员), 参议院 (100 参议员) 

行政机构 总统 (任期: 5 年), 部长理事会(任期: 4 年) 

司法机构 
最 高 法 院 , 法 院 , 行 政 法 院 , 

军事法院 

时区 GMT +1 

货币    兹罗提 (PLN) = 100 戈绕司 (gr.) 

平均年龄    80,6 女, 72,1 男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 

 

3.1  波兰人口 

波兰在欧洲是较大的国家。 面积三十一万二千平方公里的地域里居住着三千八百万常

住人口。 人口数量排世界第34位。 

 

人口居住结构来看，城市居民为多数， 超过60%。公民就业结构与欧盟平均相比较，

有些不足（欧盟平均为64%， 而波兰59%）。但是，人口统计数据中 值得乐观的是

上岗年轻人数上涨，也就是80年代出生（出生人口多时期）的年轻人 ，正是就业岁数 

- 整个工作队伍中约35%人数，年龄不超过25岁。  

 

根据欧盟统计局和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数据，波兰人和其他欧洲国家相比，教

育水平比较高的民族。在25-64 岁之间的的波兰人，至少中等教育水平达90%，而西班

牙只有(50,4%), 法国(68,7%). 2007年波兰受过高等教育人数，约 五百五十万人，在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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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加入欧盟一年后）人数在四百七十万。其中，约二百万名是大学生，是全国人数

的5% . 

 

每年高等学院毕业生超过四十万名以上。男生教育大部分理科为主，女生以人文学科

为多。 

 

几乎一半以上波兰人，至少会一门外语，而且，水平达到和外国人可以交流的程度。 

 

3.2 地理位置与气候 
波兰地处于欧洲中央，所以体现出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周边有7国（德国，捷克，斯洛

伐克，白俄罗斯，乌克兰，立陶宛，俄罗斯），因为，波兰在欧洲大陆中心，所以，

公路，铁路，空运路线非常便利，以及西方欧盟国家和东欧各国之间成为贸易桥梁作

用。另外，菠萝地南岸的三个波兰港口（什且亲Szczecin -  希维脑务希旧Świnoujście-, 

格丁尼亚Gdynia，格但斯克Gdańsk),可以通往世界各地港口。 

 

波兰气候条件，属于该地区典型气候，特征是四季明显。波兰属于温带海洋和大陆性

气候区，夏季平均气温在16,5°C 和 20°C 之间, 冬季在-6°C 和 0°C 之间。波兰年平均气

温在7-9°C 左右。 

3.3 宪法和政府 

波兰是议会制共和国。最重要的法律和政治制度标准是1997年４月２日颁发的波兰共

和国宪法．宪法保证公民权利和自由，而且规定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之间关系，决

定国家重要机构，如；议院，参议院，总统和部长理事会等的程序和模式．它也直接

影响司法系统，地方政府和国家监督机关等的构造．并监管政府机关，公共财政和特

殊情况时的调节． 

 

波兰实行三权分立制度： 

 立法机构:  议会院和参议院, 

 行政机构: 部长理事会和总统, 

 司法机构: 法院和宪法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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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经济 
 

波兰投资条件的关键论据是目前经济状况．在欧盟各国2011年的经济增长数据中，波

兰增长率超过４%，只有极个别国家达到了这个标准。下面曲线图，介绍欧盟委员会

对欧盟各国以及世界经济大国的经济增长预测数据。 

 

 

 

 

 

今后几年的预测, 波兰经济增长都在世界领先地位。 

据欧委会预测，在 2012 年～2013 年经济增长中，只有几个国家的增长率超过波兰。 

下面表格里，介绍欧盟委员会对欧盟各国以及世界经济大国 2012 年～2013 经济增长预

测数据。 

 

 

 

 

 

 

比

利

时 

德

国 

爱

沙

尼

亚 

爱

尔

兰 

希

腊 

西

班

牙 

法

国 

意

大

利 

塞

浦

路

斯 

卢

森

堡 

马

耳

他 

荷

兰 

奥

地

利 

葡

萄

牙 

斯

洛

文

尼

亚 

斯

洛

伐

克 

芬

兰 

保

加

利

亚 

捷

克 

丹

麦 

拉

脱

维

亚 

立

陶

宛 

匈

牙

利 

波

兰 

罗

马

尼

亚 

瑞

典 

英

国 

欧

盟 

美

国 

日

本 

 

材料来源：欧洲经济增长预测-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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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2011 2012 2013 

比利时 2,2 0,9 1,5 

德国 2,9 0,8 1,5 

爱沙尼亚 8 3,2 4 

爱尔兰 1,1 1,1 2,3 

希腊 -5,5 -2,8 0,7 

西班牙 0,7 0,7 1,4 

法国 1,6 1 2,3 

意大利 0,5 0,1 0,7 

塞浦路斯 0,3 0 1,8 

卢森堡 1,6 1 2,3 

马耳他 2,1 1,3 2 

荷兰 1,8 0,5 1,3 

奥地利 2,9 0,9 1,9 

葡萄牙 -1,9 -3 1,1 

斯洛文尼亚 1,1 1 1,5 

斯洛伐克 2,9 1,1 2,9 

芬兰 3,1 1,4 1,7 

保加利亚 2,2 2,3 3 

捷克 1,8 0,7 1,7 

丹麦 1,2 1,4 1,7 

拉脱维亚 4,5 2,5 4 

立陶宛 6,1 3,4 3,8 

匈牙利 1,4 0,5 1,4 

波兰 4 2,5 2,8 

罗马尼亚 1,7 2,1 3,4 

瑞典 4 1,4 2,1 

英国 0,7 0,6 1,5 

欧盟 1,6 0,6 1,5 

美国 1,6 1,5 1,3 

日本 -0,4 1,8 1 

 

因为稳定发展和巨大的内销市场，波兰没有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银行系统没有受到

金融危机的冲击，继续有效力和安全的运转着。2011年年底，失业率虽然在12% (稍有

上升），但是，巨大的内销市场（欧盟最大）影响下，2013年的经济增长预测，比上

面表格数据 ，可能还要高出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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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对外贸易 
 

据GUS (国家统计局)统计, 2011年1月到12月的出口额近1360亿欧元，其中81%出口到欧

盟各国。进口额近1500亿欧元，57% 来自欧盟国家。总计进出口差额 负140亿欧元. 

 

 

 

2011年1月到12月期间，波兰出口到德国比例为 27,3%，出口价值比出口到法国，意大

利高出4倍。出口到英国和捷克，也各超过5% 。进口价值比例， 来自德国20,9%，俄

罗斯12.1 %，其他重要贸易伙伴属于中国，意大利和法国。 

 

3.6 通货膨胀率 

2011年的通货膨胀率，有所上升，主要是国内和世界市场上能源价格上升导致。另

外，波兰员工工资上涨，随之，内销增长等原因。2011年年度通货膨胀率；4,3%, 但

是，在2012年一月份已经下调到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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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失业率 

最近几年失业率稍有上升。原因是世界经济衰退，影响到波兰国内经济。据GUS（国

家统计局）数据，2011年失业率为12,5%（据欧盟统计局 10,1%), 以及2012年1月份为

13,2%（据欧盟统计局 10,1%), 欧盟国家平均失业率为9,7%, 欧元区失业率10,1%(欧盟统

计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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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属于以下世界组织成员，由此更增加了国际贸易的重要性，世界组织，如下：  

 

 欧盟国家(EU) 

 联合国组织(ONZ) 

 波罗的海理事会国家 (CBS) 

 中欧自由贸易协定 (CEFTA)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MFW)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 

 世界卫生组织(WHO) 

 世贸组织(WTO) 

 ＂中欧倡议国＂组织(CEI)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北约组织(NATO) 

 

 

3.8 投资波兰 

有吸引力的波兰投资环境的许多条件中，以下几点比较重要，波兰的地理位置优势，

社会经济稳定，以及属于欧盟成员国。跟据贸发会议（UNCTAD）统计，波兰吸收外

商直接投资累计额为97亿美元。根据波兰外商投资信息局( PAIZ）报导，2010年外国

企业直接投资波兰价值为67亿欧元，2011年为99亿欧元，其中的85% 的投资来自欧盟

25个国家。投资最多的国家分别如下； 德国，卢森堡，意大利，塞浦路斯，英国，以

及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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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的投资额，比2010年高出，约50%左右。虽然，在全球经济衰退期间，许多外

商仍然在波兰施行许多投资项目。下面列表例举了在2011年期间，决定在波兰进行投

资一些大企业： 

 菲亚特波兰汽车 - 意大利汽车制造商 - 蹄黑汽车厂新生产线，投资额3亿5千3百

75万欧元 

 皮尔金顿(Pilkington) - 日本玻璃生产商 - 何蔑卢浮市新建工厂， 价值 9千6百万

欧元.  

 卧佛列克斯（Uflex_) - 世界级包装制造商 - 佛热希尼亚市建造工厂, 价值6千5

百万欧元 

 柳工- 中国机械生产商 - 收购斯塔洛瓦沃拉股份制公司的部分股份，价值6千2

百50万欧元 

 大众 – 在波尔科维采（Polkowice) 投资建造最新柴油发动机工厂，价值6千2百

50万欧元 

 克俩顿(Creaton) - Creaton – 房瓦制造商-  在沃基谢夫（Wodziszew）投资6千万

欧元建造新厂房。  

 3M –美国企业- 在佛罗茨瓦夫（Wrocław）, 投资4千2百万欧元，建造新工厂。 

 普利司通(Bridgestone) - 投资4千1百50万欧元，在扎雷（Żary) 建造新工厂 

 美国TRW（天合）汽车集团 - 在波兰投资4千万欧元，扩大发展工厂。 

 乐天（Lotte）-投资3千8百万欧元，在希维德尼察建造新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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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波兰外商投资信息局( PAIZ）预测，虽然世界经济危机，2012年的外商直接投

资数额，将比2011年增长8% 。  

 

2010年，外商投资就职岗位为数量相比名次中，波兰占第三位。英国外商投资工作岗

位，约 21200个， 法国接近15000 个，波兰12400个。与此同时，整个欧盟就业减少了

1% 。 

 

 

据欧洲投资监控部门调查 2010年世界外商投资吸引力最大地区是西欧，该地区的投资

项目数量，比2009年 上升21%，同期，中东欧的投资项目降低1%。尽管如此，波兰成

为中东欧地区外商投资创造工作岗位领先国家，2010年在波兰的外商投资项目数量，

比2009年 上升40%，将来可能还会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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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为什么要投资在波兰？ 
 

4.1 投资环境 
 

外国企业投资到波兰的原因有很多．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波兰国内市场潜力，低廉的

劳动力成本，经济增长前景，以及人力资源。 波兰法律有利于外国人成立公司，政

府也有许多支持政策．投资者们对波兰投资环境评价为，非常有吸引力的投资地

区．最重要的优点，是欧盟成员国和高素质的员工队伍． 

  

 

对波兰投资环境的优越性， 也可以从安永（Ernst & Young) 调查结果看得出，2010年

在欧洲考虑新投资的最佳地区，第一首选是波兰（接着排列如下；德国，俄罗斯，法

国，罗马尼亚，英国，匈牙利，保加利亚，西班牙，捷克, 比利时和乌克兰）． 

 

除了上述环境之外，还有其他可能性和大型赛事等 都是投资有利因素． 

 

4.1.1 欧盟基金资金 

 

3800亿欧元的欧盟基金中 670亿欧元以上的资金资助波兰．也是欧盟地区最大的受益

国．而且，这批资金在2007-2013年间进入波兰，为波兰经济发展影响巨大．这部分资

金主要计划投资在基础设施改造和建设．有些在波兰投资操作项目规模，不仅在波

兰，甚至在欧盟历史中也是最大的操作项目． 这批资金利用期限到2015年. 

最大的欧盟项目是基础设施和环保投资操作项目，财政计划279亿欧元．主要投资领域

是基础设施建设， 其中公路和高速公路，其它项目还有：   

 人力资源 (97 亿 EUR)  

 创新经济 (83 亿 EUR)  

 波兰东部发展 (23 亿 EUR)  

 技术协助 (5 亿 EUR)  

除了5个国家级项目，还有16个地区级投资操作项目，以及欧盟区域合作项目．  

波兰企业可以在以下范围之内，得到拨款补助金：  

 研究和开发方面的投资和支持 (R&D) 

 出口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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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环保 

 运输 

 员工发展 

 获得专利和版权 

 商业集群的成立和发展 

 工业园区，技术园区和商业经营保护区， 

支持和协助成立公司等。  

 

4.1.2  灵活的信贷额度 

2009年5月6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与波兰灵活的信贷额度 (Flexible Credit Line, 

FCL)；206 亿 EUR. 足可证明波兰目前宏观经济状态，虽然世界经济衰退时期，它还保

持良好状态。可得到该类信贷的国家，说明国家发展方向明确，并明显的在发展。波

兰获得信贷资格期限一年，保留延长的可能性。而且，获取灵活的信贷额度资格的同

时, 并不需要波兰方履行任何责任。该贷款的主人是国家银行（NBP）。 拥有这类

贷款的好处如下： 

 与中东欧地区和其它国家相比之下，明显提高信贷信用度和投资者的信任感， 

 国家其他信贷额的提高，外债服务费用降低， 

 波兰经济政策获投资者的信任，并帮助克服世界经济衰退导致的困难， 

 预防可能出现的炒作现象，以及保证 准备进入欧元区的ER-M2 项目的稳定性， 

 协助整个区域经济稳定． 

波兰在2010年， 2011 年继续得到灵活的信贷，额度达300亿。 

 

 

4.1.3  低廉的劳动力成本 

波兰的劳动力成本，在欧洲属于最低。中东欧地区国家当中，劳动力成本低于波兰的

国家，只有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斯洛伐克，捷克，匈牙利和拉脱维亚。 

国家财政中，员工就业项收入低于波兰的国家，只有爱尔兰，希腊，和意大利。在中

东欧地区， 只有罗马尼亚。工时费用差距很大。富有的欧盟国家的一般工时需要 

从 25 到 30 欧元。波兰每小时费用 8 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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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举办 2012 欧洲杯足球赛 

2012年在波兰和乌克兰，共同举办欧洲杯足球赛。除了许多荣耀之外，也给投资者们

创造了条件. 为了符合UEFA 的基础设施条件要求，波兰投资1000亿欧元，大量改造和

建设基础设施。 其中，建造许多公里的高速公路，可容数万观众的体育场，修建铁

路设施和各种住宿设施。举办 2012 欧洲杯，再次证实了波兰投资环境优越型和波兰经

济实力。  

 

4.2 投资方法 
 

4.2.1 收购现有企业 

快速进入波兰市场的一种办法，就是收购现有企业。最近几年，外商比较常用办

法．好处就是，从决定投资之日起到实际开展业务的周期短。目前，该操作方法比较

流行。从市场收购和并购的交易次数，足可以证明这一点。2010年出现569次交易，价

值达210亿欧元，比2009年多出去很多。根据BZ WBK银行资本市场部提供的数据， 

 

2011 年交易额，约 500 亿兹罗提（ PLN) . 下面列表举例大型交易项目。 

 

 兹格门特（Zygmunt) 绍劳斯－扎克（ Solorz-Ż aka) 的斯巴达资本控股公司收购

炮尔昆特尔（Polkomtel）公司，交易价值181 亿兹罗提（ PLN）  

 桑坦德银行( Banco Santander) 购买BZ WBK银行股份，交易价值165亿兹罗提

（ PLN）. 

 Cyfrowy Polsat 股份公司购买Polsat电视台，交易价值39亿兹罗提（ PLN）. 

 Vattenfall AB 出售上西里西亚电力股份制公司给Tauron波兰能源股份制公司，交

易价值36亿兹罗提（ PLN）.  

 Vattenfall AB 出售Vattenfall Heat 波兰股份制公司与PGNiG 股份制公司, 交易价

值30亿兹罗提（ PLN）.  

 Montagu Private Equity 收购TP Emitel有限公司，交易价值17亿兹罗提（ PLN）.  

 Mid Europa Partners购买青蛙波兰股份制公司, 交易价值14亿兹罗提（ P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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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tia 股份制公司收购Telefonia Dialog股份制公司：交易价值 10亿兹罗提

（ PLN）  

 Dalkia 波兰股份制公司购买SPEC股份制公司, 交易价值14亿兹罗提（ PLN） 

 the Emperia股份制公司出售Tradis 集团与Eurocash股份制公司, 交易价值11亿兹

罗提（ PLN） 

 

在2000-2010年间，波兰并购市场主要以电信行业为主(20%), 同时期在中东欧地区的

交易，以能源行业为主(23%).  

 

可是，根据根据BZ WBK银行资本市场部提供的数据, 今后几年的交易额，即将下降

10% 左右。这种预测结果的主要原因是2011年没有太大的交易，以及欧元区经济危机

等原因。预计，并购市场在2013年开始恢复。  

 

 

4.2.2 私营化 

收购私营化的国企，与收购个人企业同样有利。此类企业虽然，具有管理混乱，效率

低等特点，但是，收购价格相对便宜。 

目前，有各种政策推动私营化进程，2008年4月22日，部长理事会通过“2008-2011年

国企私营化计划”，计划里包括了十几个行业，740家国企,列入私营化程序中。2009年

2月10日，私营化国企名单增加到802家。  

 

4.2.3 经济特区 

投资者，如果想从建厂开始投入的情况下，值得考虑是否考虑进入经济特区－波兰领

土，实行特殊行政管理区．也就是说，为进行商务活动企业，提供优惠条件。 

经济特区，为企业提供许多便利和协助，比如，投资程序协助，免交企业所得税，以

及地产税。整个波兰设有14 个经济特区，并根据特区中经济，行业模式的配置需要的

基础设施。区域和行业的分类，可使外商们灵活的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投资地点。 

 

到2011年6月份截止，投资者们在经济特区里，一共投资，近750亿兹罗提（ PLN）, 

创造了23万个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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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企业决定在经济特区投资，可享受免交所得税（CIT - 法人 或 PIT - 自然人, 

根据企业性质，可免其中税收）。 

 

经济特区的企业，可享以下特权： 

 免交所得税(CIT 或 PIT), 

 优惠价格购买投资土地， 

 无偿协助办理投资手续， 

 免收房地产税（一些乡镇）。 

经济特区投资，最大好处是免交所得税。 

 

波兰税率19%. 

免税条件取决于以下条件：  

 企业规模：  

 小企业（员工50名以下，总资产不超过１千万欧元) :  资助金额在50%-

70%       ( 根据地区有些不同）  

 中型企业（员工250名以下，总资产不超过4千３百万欧元) :  资助金额

在40%-60% ( 根据地区有些不同）  

 大型企业 资助金额在30%-50%( 根据地区有些不同）  

  

 资助金额，根据经济特区所在地区不同，和当地辅助政策不同，资助比例一般

在30 – 50%. 

 

享受减免税收政策的条件是获取经济特区投资许可。 

获取许可基本条件，如下： 

 最低投资额1百万欧元， 

 经营时间不低于5年（中小企业3年）, 

 雇佣员工人数不变期限，最低5年（中小企业3年）, 

 投资项目包括资产，5年之内不能转让所有权（中小企业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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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工业和技术园区 

 

工业和技术园区作用是, 集中同一行业的企业, 配备科学研究所,支持行业发展. 最近,这

种模式越来越多, 不仅波兰企业可以参加,而且大力提倡外资企业参与. 各个园区之间,运

行体制大同小异, 但是, 每个园区的工业和技术范围(使命，目标，形式，组织，等等。) 

各有特征. 每个园区根据当地文化和经济条件,发扬优势. 没有一种成熟的模式,可以模

仿，而且保证成功率.  每个园区的形成,都结合着当地科学和商业环境, 经济种类,产业历

史,以及当地企业文化条件等. 

 

技术园区是一套独立的建筑区,带有技术基础设施. 园区的目的是科学研究院和企业之间

信息和知识流动,而创造条件. 园区为企业提供最新技术,以及提供如下范围的服务:  

 

 企业设立和发展方面咨询, 

 技术转让, 

 传播科学调研结果和创新技术的发展, 

 为商业活动创造良好条件. 

 

 

第一个技术园区" 波兹南科学技术园区" 成立于1995年5月在波兹南. 波兰其他技术园区

的成立，由创新和企业中心管理协会主办和协助. 

 

工业技术园区－也可以利用重组或倒闭后的企业旧址，而它们的基础设施可以继续使

用，并成为一群独立建筑，形成园区的部分．通常此类投资由地方政府出面组织，同

时提供一些优惠政策，推动经济发展．  

 

成立工业-技术园区的主要目的，如下： 

 聚集有创新技术的企业， 

 吸引投资者， 

 创造新的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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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投资资金来源 
 

4.3.1 银行系统 

波兰银行系统由国家银行(NBP)和数百个私营银行，合作社银行，信贷保险机构组成。

以上企业的运营有法规，政策调整. 

波兰最大银行属于； PKO BP, Pekao银行，BPH 银行，商业银行， ING 西里西亚银

行，WBK 西部银行等。提供的主要业务有：借贷，金融定期操作，收购和出售债务,

企业财政支持。  

 

银行可以利用各种货币贷款，(PLN, EUR, USD), 有信任度的可行性计划投资项目，提

供长期还款期限，分批，按期启动资金，也可以还款期限推后等业务。 根据以上银行

业务的种类，规定利润率。 

波兰有许多理财咨询公司，像Open Finance, Expander, Xelion等公司. 这些公司的主要经

营项目是为客户寻找最合适的金融产品，以及寻找金融信息，以满足客户需求．也有

机构和企业提供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  租赁贸易和保理业务也是支持企业运营的金融产

品． 

 

4.3.2 租赁贸易 

各类金融机构在投资资助方面经常使用的金融产品是租赁贸易，每个银行和金融机

构，都有这方面服务。 

 

有三种基本租赁贸易形式： 

 操作型- 把投资需要财产 提供给投资者利用一段时间, 但是，不能拥有所有权

（运营形式像借，租）， 

 资助型- 把财产交与投资者利用，并根据合同规定，分期付款，合同期限结束，

财产所有权归投资者名下， 

 返回型 - 投资者有固定财产，需要现金的时候，使用的一种方式。投资者出售固

定财产，同时使用租赁贸易。该交易进行时，把固定财产所有权转让给金融机

构，而固定财产继续留下来使用。 

 



 25 

操作和资助形式的基本区别 

 操作型 资助型 

分期付款 
分期付款整数金额为使用方的

费用，租赁方的收入 

分期付款的利息为使用方的费

用，租赁方的收入 

折旧 资助单位计算折旧 投资单位计算折旧 

合同期限 

折旧的期限不能超过价值40%

（或如果是不动产，至少10

年） 

时间规定- 没有最长/最短期限 

 

 

4.3.3 保理业务 

近几年当中，保理业务业务发展迅速，波兰已经有许多金融机构，开始提供该类服

务。保理业务涉及到有帐期交易的各种行业。  

 

该业务一般推荐给长期，信任度高的客户们，而且此类客户之间的服务费用也低了很

多。具体服务方式是金融机构收购帐期未到，或者已经过期的债务金额。  

根据“帐期期限”，金融机构向企业提供保理业务范围如下： 

 无追索权保理 - 债权转让的同时，坏账风险由保理商承担。如债务人出现无力付

款的情况下，保理人无权进行追索。 

 有追索权保理 -保理商接受债权转让，不承担坏账风险。 

 混合型 - 有追索权和无追索权的混合使用方法。保理商承担一定数额的坏账风

险，但是，责任仍由供应商承担。 

 

 

4.3.4 福费廷 

波兰企业在国际交易的时候，利用福费融资业务越来越多。也是国际交易中无现金交

易的一种。是出口商和进口商之间常用的结算方式，出口商把有帐期的本票或远期汇

票-经过进口商确认，转让给金融机构。这种操作的费用比一般信贷要高，适用的利率

比正常的高，所以，一般包买商都由银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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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债券 

企业也可以发行债券。债券属于借钱的一种形式。每种债券都有规定回购和回购时的

价格（零息债券－带折扣）或增大利息价值（债券－根据发行人的评级而定）．  

 

 

企业可以发行下列类型证券： 

 替换债券－持券人可以把债券转换成发行人公司股票或母公司股票， 

 转换债券－持券人可以转换成其它企业股票． 

 

 

4.3.6 资助和补贴 

波兰政府负责和企业沟通的机构是国家经济部．下设波兰企业发展局（PARP），该局

的作用是利用欧盟和国家基金协助企业发展．提供最准确的现行政策的信息，如；如

何获取资助条件，免费培训课程和其它企业服务项目等，请参观这些机构网站：

www.mg.gov.pl 和 www.parp.gov.pl 

 

＂结构基金＂是欧盟区域发展政策基金之一，它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发展欧盟落后地

区，寻找成员国之间社会和经济水平平衡．自从2004年5月1日，波兰加入欧盟之后，

和欧盟其它成员国一样，成为欧盟区域发展政策基金的受益国家。 

 

4.3.7 公开市场上发行证券 

公共市场发行证券（证券交易所）能为企业带来许多好处。可以筹集资金，增强信任

度，提高品牌的知名度和荣耀，更有助于改善资金流动性。 

 

证券交易所的主要任务是组织金融产品交易。波兰证券交易所在两处市场进行交易： 

 

 证券交易的主要市场是1991年4月16日启动的华沙证券市场，由金融监督管理委

员会监督，并由欧委会规定为规范市场。 

 NewConnect 市场的运转形式，属于另类交易系统. 主要服务对象是年轻企业，

发展中企业，尤其是以新技术为主的企业。NewConnect 市场于2007年8月30日

开始运营。另类系统里可以交易股票，股份的权利(PDA), 获益权限,存托凭

证，以及其它股本证券等。 

../AppData/Roaming/Microsoft/Word/www.parp.gov.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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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华沙证券交易所的战略是，增强波兰证券市场的竞争力和吸引力，使华沙成为

中东欧地区的金融中心。当前，波兰证券市场属于欧洲重要市场和中东欧的领先者。 

 

4.4. 货币政策 

选择波兰为投资地点的主要理由是欧元汇率关系。2010年上半年到 2011年上半年的波

兰外汇汇率比较稳定。2011年7月开始波兰兹罗提贬值，1 euro的汇率到4,56 兹罗提

（PLN) , 到了2012年，波兰货币上升到，约4,20兹罗提（PLN). 下面图表介绍 2010年1

月到 2012年2月的EUR/PLN 汇率状况。  

 

也就是说，2011年 7月份，想投入波兰5亿兹罗提（PLN），需要准备6千万欧元。而同

样的投资在2011年 12月份，也就需要4千万欧元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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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就业政策   
 

4.5.1 雇佣员工 

雇主在雇用员工时 除了工资还有额外费用。 表格如下： 

费用类型 共 员工 雇主 

退休金 19,52% 9,76% 9,76% 

病退基金 6,00% 1,50% 4,50% 

病假 2,45% 2,45% - 

事故 
0,67%- 

3,60% 
- 

0,67%- 

3,60% 

医疗 9,00% 9% - 

工作基金 2,45% - 2,45% 

员工福利基金 0,10% - 0,10% 

合计 
40,19-

43,12% 
22,71% 

17,48-

20,41% 

来源：自有数据 

 

4.5.2 工作时间 

 

另外，投资者雇佣员工时，应遵守波兰工作时间规定。根据波兰法律，星期天属于休

息日。食品商店，购物中心和饭店，小吃店不适用上述规律，除了法定假日，传统的

休息日，在正常营业。 

除了星期天，按照法律规定，每年有13天定为节假日，如下： 

 1月1日-新年, 

 1月6日- 三王节, 

 复活节（日期不定）， 

 复活节第二天（日期不定）， 

 5月1日- 劳动节, 

 5月3日- 五三宪法日， 

 圣灵降临节（日期不定）， 

 圣体节（日期不定）， 

 8月15日 - 玛丽亚圣母升天节， 

 11月1日 -诸圣节 

 11月11日- 民族独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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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25日- 圣诞日 

 12月26日- 圣诞第二日 

 

企业上班时间，一般从9:00 点 到 17:00 点, 政府机关一般是从 8:00 点 到 16:00 点,  波兰

法律并不规定上下班时间，一般企业根据需要自定。 

全职员工，也叫“全工”的条件规定如下： 

 8 小时/天（昼夜） 

 一星期5天制，4个月的平均不能超过40 小时/周。 

 4个月期限之内，平均小时（包括加时）不能超过平均48小时/周（该限制不

包括企业管理人员）。  

 

4.5.3 外国人就业 

根据外国人是不是欧盟成员国和欧洲经济区（或欧盟签有人员自由流动合同国家）的

公民，在波兰的就业或其它受薪工作的劳工许可条件不同。 

欧盟成员国的公民可以自由就职。其它国家公民需要符合不同要求条件，条件根据职

业种类不同，有区别。有的职业不需要任何许可证。有的实行从简办理手续，也就是

在办理许可证过程中，有一些条件要求，不必符合。 

最近，关于外国人就职规则稍有调整，总的方向是开放波兰外国人就业市场，其中把

外国人不需要劳工许可就职范围扩大，以及劳工许可手续程序的简单化。 尤其重要的

是从2009年2月1日开始实行简办程序中，把两步骤变成一步到位，把劳工承诺证取

消，直接颁发劳工许可证， 并减少了许多程序需要申请文件。 

 

4.5.4 签证 

自2004年5月1日起，欧盟成员国公民在欧盟/欧洲经济区范围之内 不需要签证可以自由

流动.  此外，2007年12月份波兰进入申根区。 在申根区域里不设过境检查护照关口。

但是，旅行时需要随身携带身份证（公民身份证或护照）。 

以下国家属于申根区：奥地利，比利时，捷克，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希

腊，西班牙，荷兰，冰岛，立陶宛，卢森堡，拉脱维亚，马耳他，德国，挪威，波

兰，葡萄牙，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瑞典，匈牙利，意大利。欧盟国家中不属于申

根区的国家：英国，爱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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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下面的国家公民到波兰旅行 90 日，可以不需要签证:  

安道尔，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巴哈马，巴巴多斯，比利

时，巴西，文莱，保加利亚，智利，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

尼亚，芬兰，法国，希腊，危地马拉，西班牙，洪都拉斯，香港（中国特别行政地

区），爱尔兰，冰岛，以色列，日本，加拿大，韩国，哥斯达黎加，列支敦士登，立

陶宛，卢森堡，拉脱维亚，澳门（中国特别行政地区），马来西亚，马耳他，毛里求

斯，墨西哥，摩纳哥，荷兰，德国，尼加拉瓜，挪威，新西兰，巴拿马，巴拉圭，葡

萄牙，罗马尼亚，萨尔瓦多，圣基茨和尼维斯，圣马力诺，塞舌尔，新加坡，斯洛伐

克，斯洛文尼亚，瑞士，瑞典，乌拉圭，美国，梵蒂冈，委内瑞拉，匈牙利，意大

利，英国及北爱尔兰 

 

根据外国人法规定，外国人入境可获取居留签证，过境签证或者国家签证。居留签证

和国家签证发给到波兰的学者，商务活动或者就业工作人员。就业工作人员可以提供

劳工许可证或者不需要获取许可工种的情况下，出示雇主聘请意向声明。 

 

5. 波兰成立公司 
 

5.1  公司性质 

根据波兰法律，需要审计师核查企业集团企业财务总报告书，以及以下单位,企业行业

如下： 

 银行和保险公司， 

 证券交易法范围和投资基金法范围内活动的单位, 

 除了报表规定日期还是＂临时组织＂性公司之外的股份制公司， 

 其他单位，在前一年的财务报表里复核以下条件单位： 

o 雇用全工人数超过50名， 

o 年底平衡帐总资产价值等于2.500.000 EUR, 按兹罗提计算， 

o 年销售净收入和金融收入超过5.000.000 EUR, 按兹罗提计算， 

 符合上述条件的单位， 

 以及 

 收购企业和新联营的，报表期间出现联营，以及按照MSR国际会计准则操作的

财务报表， 

 投资基金财务报表合并，并分出附属基金，以及附属基金的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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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波兰企业性质基本分类如下： 

5.2.1 法人公司： 

 股份制公司 

(简称 S.A.) 

 有限公司 

(简称 Sp. z o.o.)) 

5.2.2 自然人公司 

 普通合伙公司 

 合伙股份公司 

 自由职业合伙公司 

 一般合伙公司 

5.2.3 其它 

 民事合伙公司 

 个体户 

 

5.3 法律和金融法规 
 

有些金融产品的使用条件，必须符合法规要求。对中小企业，重要的是企业性质，尤

其如果需要获取公众资金市场资助。 

波兰的中小企业，大部分是民事合伙公司，一般合伙或者普通合伙公司，这种形式在

小规模商业活动中，比较适宜。但是，此类企业模式，都是自然人公司。也就是说，

合伙人作用非常重要，不仅投入公司资金 而且亲自处理所有公司事项。这种公司没有

法人资格，所以，合伙人不能代表整个公司，而是代表合伙人。每个合伙人都以自己

全部财产为公司经营做担保，所以，经营风险过大．另外，合伙人没有法人权力，也

就不能发行证券，股票和债券. 

  

当企业发展成一定规模的时候，需要外资的投入和新的股东加入，这样就需要把自然

人合伙企业转化成法人企业，像有限公司（最低注册资金 5000 兹罗提) 或股份制公司

（最低注册资金 10 万兹罗提）。法人公司的运营模式（有限公司的股东和股份制公司

的股权拥有者）股东们投资，但是，并不需要直接处理日常业务。法人公司的管理结

构比较完善。公司运营由董事会负责。运营监督由监事会负责，而股东们在股东大会

中获得公司运营信息。该类公司有法人资格，也就是说，可以代表企业承诺，方便从

事商业活动，因为，股东们的责任范围限制在注册资金. 另外，因为法人公司可以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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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有限公司可发行债券， 而股份制公司可以发行股票和债券（有限公司股份不属

于证券）。 可吸引大量资金的企业种类是股份制公司。 

 

公司想在投资基金和公共资金市场融资，必须是法人公司．投资基金的投资方式经常

是收购股份（有限公司）或购买股票（股份制公司），这种模式投资者，不仅投入资

金，而且,支持运营和管理公司，以及监督。然而，在公众资本市场融资，只有债券和

发行股票（证券交易）。因为有限公司的股份，不属于证券。所以，有限公司不能通

过公众市场吸收资金，而只能以债务资本形式融资。有限公司在公众市场只能发行债

券，而股份制公司 既可以发行债券，也可以发行股票。 

 

自然人中小企业，如果想得到投资资金资助或公众资金市场融资，首先要转化成法人

公司。 自然人公司（民事合伙，普通和一般合伙公司）可以转化成法人公司（有限

公司或股份制公司） 

可以利用以下步骤： 

 选择一种法人公司形式（有限公司或股份制公司） 

 现有企业财产编入法人公司，折合成股份（有限公司）或股权（股份制公

司）， 

 取消原有公司。 

 

2011年7月1日起，个体户可以转化成股份制公司，为个人企业发展创造了条件。 

 

另外一种经营方法是在波兰成立外国公司的分公司。它和其他公司不同，不是法人公

司，而只是一个组织形态。也就是说，国外总部对波兰政府，员工雇主，和商业对象

等直接履行义务，而且，总部需要履行波兰所有法律义务。 

 

另外一种可能性是投资公司在波兰成立代表处，但是它的活动范围只能是宣传广告，

不能进行其他商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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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波兰税收系统 

6.1 结构 

在波兰投资最大优点是法人所得税税率低。波兰的所得税率在欧盟国家中 最低标

准，19%. 缺点可以说是是税项比较复杂。波兰有 12 种税项。  

 

其中： 

9种直接税项： 

 法人所得税(CIT), 

 个人所得税(PIT), 

 民法税, 

 不动产税, 

 车船税, 

 遗产和捐赠税, 

 农业税, 

 林业税, 

 狗税. 

3种间接税项:  

 增值税， 

 消费税， 

 博彩税． 

 

2008-2009 年间的税收系统改革，为投资者增加了吸引力。对投资者来讲，国家财政政

策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不是决定外商直接投资的最重要因素。决定投资决定的时

候，如果地理位置条件和消费市场规模接近的情况下，才开始比较税率高低的条件。

受税率影响最多的行业属于移动行业，如；物流，R＆D 项目，生产的微处理器等- 这

些也正是波兰政府非常重视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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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波兰税率和其他国家相对比： 

 所有收入的所得税为统一个税率– 19%  

 各种来源收入（除了免税收入）可以扣税， 

 避免重复缴税的国际合同 

 多数税法机构现代化水准 

o 转移定价 

o 资本不足 

 全部实行，关于股息，收购和兼并等方面统一税收的欧委会指令。 

 彻底实行利息和许可收费等收入纳税方面的欧盟条例（与欧盟协商的过度时期

条件）  

 

 有利税收方案  

 经济特区 

 租赁贸易形式可以折旧固定财产 

 金融费用可以抵扣税收（利息，金融操作损失） 

 

6. 3 优化的税收方案 
 

结合波兰现有税率，经营模式，以及现行波兰的欧盟法规（其中避免双重纳税法）等, 

可以采取合适的优化纳税方案，这种解决方案既可以在生产产业或服务行业，也可以

适用于资本投资项目中。  

 

6.3.1 资本投资项目纳税优化方案 

这个解决方案的对象是纳税居民。 法人公司在波兰投资，需要交付法人所得税(19% 

CIT)之后，股东或股权可获分红。然后，股东以自然人（纳税居民）的身份 需要从分

红金额里 上缴个人所得税(19% PIT)。 

  解决方案，如下；公司和股东之间，安排控股操作性的塞浦路斯有限公司。合法

利用欧盟法规（其中避免双重纳税法），该解决方案可以把公司的利润纳税税率，根

据欧盟法律（避免双重纳税法），从 19% 降到 9%。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波兰政府已

经和塞浦路斯政府开始修改“双重纳税法”合同，有可能在 2013 年 1 月 1 日开始生

效，也有可能因为协商延迟，生效时间推后。但是，波兰还有和卢森堡有 “避免双重

纳税法”合同，所以，还有优化纳税的可能性。（也有更改合同趋向）。 

6.3.2 经营操作优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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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贸易或服务等经营获取利润的企业，可以成立普通合伙公司形式，优化纳税义

务。另一个有限公司加入该普通合伙公司，它的普通合伙人实际上是经营管理者。该

模式的公司利润，可以直接支付合伙人，而合伙人是自然人。因为，宪法规定，每个

公民有权选择对己有利纳税方案。 

 

成立合伙股份公司,可以得到同样效果. 和普通合伙公司区别在合伙人当中，有些合伙人

拥有股票。这种情况下，需要更换合伙人的时候， 不需要像普通合伙公司办理转让股

份手续，而是出售股票形式。也就是众所周知的证券交易。 

 

6.4 企业税项 
 

6.4.1  法人所得税(CIT) 

波兰的法人所得税 CIT 是统一税率， 年收入中的所有所得税均交一个税率-19%。纳税

人有义务独自计算并按月预缴所得税。所得税 CIT 归国家财政所有，该税项地方政府

也有一定比例收入。个人所得税 PIT 和法人所得税 CIT 一样，如果纳税人和相关企业

人员或者资本发生关系的时候，出现“转移定价”问题。这种情况纳税人有义务起草

纳税文件，税务检查必查部分. 

 

6.4.2 个人所得税(PIT) 

个人所得税(PIT) 由员工，病退休人，退休，临时工，执行合同，以及企业管理，自然

人股东，法人股东等缴纳的税项。个别情况，按实际收入缴税。税率模式是以累进模

式：18% 和 32%.（年收入超过 85.528 兹罗提的情况） 

 

欧盟其他国家个人所得税税率比较： 

国家 个人所得税 

奥地利 从36,5 % 到 50% 

法国 从5,5 % 到 40% 

希腊 从27% 到 40% 

爱尔兰 从20% 到 41% 

德国 从15% 到 42% 

英国 从20% 到 40% 

意大利 从23% 到 43% 

 

企业家和自然人企业股东可以选择个人所得税的固定税率 19 % ( 统一税率）。资本收

入税率也是统一税率。其他收入（如；租赁收入），上缴定额税率。据国家财政部提

供数据， 32% 税率上缴纳税人不超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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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自然人上缴个人所得税表： 

 

计算税收基本数据 （兹罗提） 
应交税额 

高于 到 

- 85 528 PLN 乘18% 减去556,02 

85 528 PLN - 
14 839,2 兹罗提 外加多出85 528 兹罗

提部分的32% 

 

免交税项的有，比如，外交官免交个人所得税，也有许多根据收入原因，比如；差旅

费收入。此外，还有许多扣税优惠政策, 比如，社会奉献费用，住房开销费用，教育费

用，子女学费，或者疗养恢复费用等 都可以抵税。 

 

 

个人所得税 PIT,是所有人都有的义务，可是，该义务不包括农民.  夫妻和单身抚养孩

子的人，可以数人一起结算纳税，可以减轻赋税负担。纳税人有义务按月预付所得

税，年底清算。 

 

个人所得税 PIT 属于国家财政收入，部分收入归地方政府所有．如果纳税人和相关企

业人员或者资本发生关系的时候，出现“转移定价”问题。这种情况纳税人有义务起

草纳税文件，税务检查必查部分. 

  

 

6.4.3 其他税项 

 

增值税(VAT) 

波兰增值税符合欧盟规则。税收范围：在波兰领域的货物和服务，欧盟内部购买和供

应货物以及进出口货物等。 基本税率是23%, 降低的税率有8%, 5%,0%.  如果国家财

政预算出现赤字，税率有可能提高。有些货物和服务免交增值税，符合欧委会条令。

纳税人有义务自己按期，或月，或季度，计算增值税并交纳。增值税属于国家财政收

入。  

 

关税 

波兰关税系统和欧盟系统完全相同（欧盟其他国家同样）, 共同适用共同体海关法典。

关税，只适用于进出口到欧盟成员国之外的国家。关税收入属于欧盟财政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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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税 

部分货物上缴消费税。该税项的目的是减少不健康产品，奢侈品的消费，以及增加国

家财政收入。所以，该税项里包括，烟酒产品，汽车，以及电力能源。消费税和增值

税不同，上缴一次，主要关节在生产或进口。消费税收有协调统一缴纳（欧盟规例）

和不统一协调（消费税根据波兰法律）。增值税和消费税,互不影响，个个上缴。 

 

民法税 

民法税在行使民法权利的时候上缴，比如；出售，借款，捐赠等。因为，该税项属于

增值税，所以，如果任何一方是增值税纳税方或者免纳增值税方的情况下，可免交该

税项。 

 

车船税 

该税项是乡镇政府等地方政府收入, 汽车和货车的主人都需交纳该税项 ( 自然人，法人

和没有法人资格的单位）。 

 

不动产税 

该税项也是乡镇政府收入, 拥有不动产和建筑物的人需交该税项 

 

2012年不动产的最高税率： 

 

不动产税 兹罗提／每平方米 欧元／每平方米 

土地 0,84 0,2 

 

带顶建筑物 

21,94 5,3 

 

不带顶设施建筑 

 

建筑价值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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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联系我们 

 
关于 Sójka & Maciak 合伙律师事务所 

 

 

 

HLB 浩信 Sarnowski & Wiśniewski 有限公司 

 

Wojskowa 大街 4 号 

60-792 波兹南 

电子信箱: biuro@hlb.pl 

电话. +48 61 866 67 88 

 

 

WWW.HLB.PL 

 

English contact: 

 

Wojciech Komer 

手机.  +48 607 240 460 

电子信箱: komer@hlb.pl 

 

Maciej Wieczorek 

手机.. +48 609 721 254 

电子信箱:maciej.wieczorek@hlb.pl 

 

 

 

华沙:  

Nowogrodzka 大街 50 号  

00-695 华沙 

电话.  +48 22 891 04 05 

电子信箱:  warsawoffice@sojka-maciak.com 

波兹南: 

Litewska 大街 3/1 号 

60- 605 波兹南 

电话. +48 61 848 19 09  

电子信箱:office@sojka-maciak.com 

mailto:warsawoffice@sojka-maciak.com
mailto:office@sojka-macia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