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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中东欧区域领跑者— PA IH —2

作为波兰投资贸易局(PAIH)的董事会成员，我被
投资者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选择波兰？”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特地安排我们才华横溢的专家团队精心筹备了这份刊物。其
中，我们重点介绍了选择波兰的五大理由，您可以在下文中查看详情。

除此之外，我想在此补充第六大理由 — 我们经验丰富、知识渊博、热情洋溢的团
队，他们每个人都致力于为投资者提供最高标准的专业支持。这可以帮助投资者
取得投资成功，进而对波兰经济产生积极影响。

期待不久的将来您能访问波兰，共商投资机会。

Grzegorz Słomkowski

波兰 中东欧区域领跑者 — PA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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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大
理由

波兰的稳定经济和投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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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用评级机构认可

波兰评级

A2 A- A-
穆迪 标普 惠誉

tradingeconomics .com/po land/ rat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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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风险抵御能力
自 1989 年以来，波兰仅在 2001 年经历过
一次经济衰退，并在几个月后快速恢复生机。 
凭借自身极具竞争力的多元化经济，即使在 2008 年金融危机期
间，波兰的 GDP 增长依旧强劲。2020 年第一季度，波兰经济稳步增长， 
GDP 同比增长 2％。疫情期间，经济低迷在所难免，但从长远来看，经
济学家认为，波兰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波兰统计局初步数据显示， 
2020 年，波兰 GDP 仅下跌 2.8％，低于欧盟委员会预估的 4.6％。波兰
将成为欧盟国家中经济衰退最轻微的国家。在过去三十年里，波兰 GDP 
增长速度远超其他欧洲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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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宏观经济确定性
波兰是全球经济最稳定、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表明，自 1981 年以来，波兰人均 GDP 增长已
超九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波兰 GDP 将进一步实现强势增长。

  

*IMF 预测 

波兰人均GDP
购买力平价 

数据来源：WWW.CEICDATA.COM

4.7 32.0 35.7 42.9
单位：1,000美元 单位：1,000美元 单位：1,000美元 单位：1,000美元

1981 2018 2020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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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友好的营商环境

2020 年营商环境报告
排名

波兰 40
捷克共和国 41

斯洛伐克 45

匈牙利 52

罗马尼亚 55

保加利亚 61

2020 年全球清廉指数
排名

波兰 45
捷克共和国 49

斯洛伐克 59

保加利亚 69

匈牙利 70

罗马尼亚 74

2019 年全球竞争力报告
排名

捷克共和国 32

波兰 37
斯洛伐克 42

匈牙利 47

保加利亚 49

罗马尼亚 51

www.t ransparency.org /en /cp i /2020 / index /po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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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其他众多营商友好地区，波兰的
优势地位在实际商业活动中可见一斑。 
去年，波兰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量居中东欧地区第一，在欧洲排名第七。1

1.2020 年欧洲投资吸引力，安永

欧洲国家
外国直接投资排名（安永）

排名 国家/地区 2019年外国直接投资数量 市场占比（单位：%）

1 法国 1197 18,8

2 英国 1109 17,4

3 德国 971 15,1

4 西班牙 486 7,6

5 比利时 267 4,2

6 荷兰 255 4

7 波兰 200 3,1
8 爱尔兰 191 3

9 俄罗斯 191 3

10 土耳其 176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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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波兰绿地投资额高达 218 亿美元，同
样位居中东欧地区第一，在欧洲排名第三。
新冠疫情并没有改变这些投资趋势的积极发展。FDI Markets 分析师的
数据显示，2020 年 1 月至 4 月，波兰新增投资 165 笔，较去年同期增长 
15%。同时，波兰未来投资受疫情影响相对较小。就欧洲而言，在 2019 
年宣布的投资项目中，只有 65% 的项目可能顺利完成，而在波兰，成功
率预计将超过 80%。2

  

TABELKA/INFOGRAFIKA

2019年欧洲绿地投资
(FDI MARKETS)

排名 国家/地区 投资价值
（单位：10亿美元）

1 英国 32,3

2 俄罗斯 23,6

3 波兰 21,8
4 德国 19,2

5 西班牙 19,1

6 法国 15,7

2.2020 年欧洲投资吸引力，安永

repor t . fd i in te l l i gence .com/thankyou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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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政府投资支持
投资者可以获得国家机构的支持。

波兰投资区
波兰各地区均提供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政府会对在高失业率地区实
施的项目和/或对地区经济竞争力和创新产生影响的项目进行奖励。 
整个波兰已经发展为经济特区，这意味着在波兰任何地方投资的企业 
都有机会获得免征公司所得税。只要满足特定标准，便可在特定 
期限（通常为 10 到 15 年，这是企业在中东欧地区可以获得的最长的所
得税免税期）内享受免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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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税收减免
企业可以从其税基中扣除高达 200% 的合条件成本费用（研发中心为 
250%），用于支付工资和薪金，或购买设备或科研材料。

创新一揽子计划
出售知识产权所得收入可享受 5% 的优惠税率。该优惠税率适用于整
个专利保护期，同时完全符合经合组织 (OECD) 的关联法。

对波兰经济具有重要意义的投资支持计划
对于战略或创新制造项目或高度发达的服务中心，政府现金补贴计划
可以为企业提供高达 20% 的合条件项目成本支持。

波兰政府对在波兰运营的企业家的需求和期望做出积极反应：“反危机
保护”制度就是这种积极商业支持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可以为受疫情
影响的企业提供帮助。该保护计划为需要支持的企业提供了 1,000 亿
兹罗提（约为 220 亿欧元）的资金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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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再投资
去年的“投资环境”1报告显示，波兰 94% 的外国投资者愿意进行再
投资。投资者认为，国内市场规模和稳定的经济是波兰的主要优势。

2013 至 2018 年间，国外实体的再投资规模增加了不止一倍 — 从 35 亿
欧元增至 89 亿欧元。

  
全球再投资趋势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2013

3,5

6,2
7,0

8,5 8,9 8,9

单
位
：1

0
亿
欧
元

10,0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0

3.2019 年投资环境，波兰投资贸易局、Grand Thornton、汇丰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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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欧盟支持
加入欧盟是波兰保持法律和行政系统稳定的最重要保障之一。 

统一市场、自由贸易和人口自由流动以及共同的农业政策是波兰经济
赖以发展的基石。

波兰是欧盟金融计划的最大受益者。根据欧洲理事会首脑会议决
议，2021-2027 年，欧盟将以直接补贴和优惠贷款的形式向波兰提供 
1,730 亿欧元的资金支持。2021-2027 年，波兰也将再次成为欧盟凝聚
政策计划的最大受益者。我们预计将获得 668 亿欧元的资金支持。其
中大部分资金将流向企业，用以提高我们的经济创新能力。

66.8单位：10亿欧元
2021-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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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在欧盟凝聚政策的指导下，波兰已于 2007-2013 年获
得 670 亿欧元，并于 2014-2020 年获得 860 亿欧元的资金支持。

 

当时，欧盟资金主要流向环境、基础设施、能源、教育、创新、研发、改造、医
疗保健和文化提升等相关领域。

已接入宽带互联网

欧盟基金投资影响
2007-2013

作为凝聚政策的最大受益者，波兰在疫情期间也可以得到相应支持。在一项总额为 373 亿欧
元的倡议推动下，欧盟建立了价值 74 亿欧元的资金池，用以缓解疫情对我们的经济影响。

  

150,000 150

2,000

9,600 482 17015,000 1,900
 平方公里土地

初创企业

公里道路 公里铁路 万公民

中小型企业

公里道路

新工作机会 支持 改造

研究中心和商务社区成员合作对数千个项目提供支持

翻修 翻修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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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大
理由

波兰的战略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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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欧洲核心
本次疫情打破了现有供应链的有序运
转，企业不得不进行策略调整。 

凭借连通亚洲与西欧的交通基础设施、与欧洲和美国良好的贸易关系，
以及全球认可的欧洲合作伙伴地位（如汽车行业），波兰将成为从这一
新形势中获益最大的国家之一。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Beata Smarzyńska-Javorcik 教授表
示：“疫情让我们认识到了供应商体系的集中性，加之贸易政策的不确
定性，现在是时候对全球供应链进行重新思考了。”4

根据波兰经济研究所预估，随着后疫情时代的到来，企业搬迁潮开始
涌现，波兰有可能成为所有欧盟成员国中获益最多的国家 — 每年高达 
83 亿美元。

  

4.疫情正在撕裂现有供应链，可能推动欧洲东部发展，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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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贸易线路的交汇点
欧洲四大跨境贸易走廊在波兰相交。

高速公路和快速道路
28.11.2020

已有线路

建设中

投标阶段

已规划

什切青

格但斯克

奥尔什丁

比亚韦斯托克

华沙

卢布林

热舒夫

罗兹

波兹南

克拉科夫

卡托维兹

凯尔采奥波莱

弗罗茨瓦夫

绿山城

大波兰地区
戈茹夫

彼得哥什

托伦

格鲁琼兹

1

22

3

3

4

4

1

pl.wik iped ia .org /wik i /Autost rady_ i_drog i_ekspresowe_w_Po lsce

贸易线路 路线 国家数量

I
赫尔辛基 – 塔林 – 里加 –  

华沙/格但斯克
6

II
柏林 

华沙
明斯克 – 莫斯科 – 下诺夫哥罗德

4

III
柏林/德累斯顿 

弗罗茨瓦夫–卡托维兹–克拉科夫
热舒夫 – 利沃夫 – 基辅

3

IV
格但斯克–格鲁琼兹–托伦

罗兹–卡托维兹
日利纳 – 俄斯特拉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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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高速公路总长度超 4,000 公里，在欧洲
排名第五，同时拥有欧盟第四长的铁路网。 

2019 年，通过多式联运运输的货物多达 2,470 万吨。2014-2025 年，道
路建设支出总额预计为 1,680 亿兹罗提（约为 370 亿欧元）。2014-2023 
年，国家铁路计划投资预计将达到 760 亿兹罗提（约为 167 亿欧元）。

  

波兰多式联运码头
数据来自 CSO 报告

格利维策

马瓦谢维切

格但斯克

纳雷夫卡

罗兹

拉多姆斯科

斯瓦夫库夫
布热斯科

华沙

布拉里沃

普鲁斯科夫波兹南

热平

什切青

希维诺乌伊希切

下布热格

弗罗茨瓦夫省孔蒂

谢赫尼采

沙莫图维

斯特里科夫

库特诺

格丁尼亚

沃森列查

栋布罗瓦古尔尼恰

stat.gov.p l /obszary -tematyczne / t ranspor t- i - l acznosc / t ranspor t / t ranspor t-wyn ik i -dz ia la lnosc i -w-2019 - roku ,9 ,19 .html



中国

俄罗斯

波兰

荷兰

乌鲁木齐

莫斯科

罗兹

鹿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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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铁路网络
三条主要走廊穿过波兰领土：

• 波罗的海 — 亚得里亚海（RFC5 波罗的海 — 亚得里亚海）货运走廊：
贯穿波兰、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奥地利、斯洛文尼亚和意大利。

• 北海 — 波罗的海 8 号货运走廊（RFC8 北海 — 波罗的海）：贯穿波兰、
比利时、荷兰、德国、捷克共和国和立陶宛。

• 琥珀 11 号货运走廊（RFC11 琥珀）：连接波兰东南部、斯洛伐克、匈
牙利和斯洛文尼亚和白俄罗斯。

波兰是新丝绸之路项目的主要参与国之一。该项目的“陆路”连接中国
与中亚和欧洲，“海路”连接远东与中东和非洲。

  

新丝绸之路



格但斯克

格但斯克深水集装箱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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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格但斯克—欧洲重点物流中心
得益于格但斯克深水集装箱码头 (DCT Gdańsk) 和格但
斯克中央港口两个项目，三联城（格但斯克、格丁尼亚和
索波特）将很快成为欧洲版图上最重要的物流枢纽之一。

格但斯克深水集装箱码头于 2005 年正式启动，是波兰最大的集装箱
码头，也是波罗的海地区唯一的深水码头。它是欧洲大陆发展最快的
集装箱港口。作为格但斯克中央港口的一部分，这里还将建设九个码
头、四个转弯区和三条进场航道。截止 2045 年，该港口的年货物处理
能力将达到 1 亿吨。

  



国际运输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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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国际运输项目中发挥关键作用
在目前正在建设的两条国际线路项目中（喀尔巴阡山
公路和波罗的海公路），波兰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一条线路将连接立陶宛、波兰、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
亚和希腊。第二条线路途经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

  

喀尔巴阡山公路
波罗的海公路



格但斯克 
5,4

奥尔什丁 - 马祖里亚 
0,2

罗兹 
0,2

什切青 
0,6

弗罗茨瓦夫 
3,5

波兹南 
2,4

卢布林 
0,4

热舒夫 
0,8克拉科夫 

8,4

卡托维兹 
4,8

华沙 
18,9

彼得哥什 
0,4

莫德林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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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航空运输四通八达
2019 年，波兰机场客运量近 4,900 万，位居
中东欧地区第一。华沙的两大机场（肖邦机场和
沙莫德林机场）出入境 旅客近 2,200 万。

波兰机场

华沙国际航线飞行时间

华沙 - 柏林 1.5h
华沙 - 巴黎 2h
华沙 - 斯德哥尔摩 2h
华沙 - 莫斯科 2.5h
华沙 - 伦敦 3h
华沙 - 马德里 4h
华沙 - 北京 9h
华沙 - 纽约 10h
华沙 - 首尔 11h
华沙 - 东京 11h
华沙 - 新加坡 12h

洲际航班

欧洲航班
数字单位：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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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大
理由

波兰的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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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素质人口
92%的25-64岁波兰公民至少受过中等教育。5

该比例在所有经合组织国家中名列前茅，远超 78% 的平均水平。

波兰各大高校在读学生近 130 万。学生数量位居欧洲第四。  波兰高等教
育体系的一大显著特点是，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学生众多。 

92% 的波兰公民至少受过中等教育

5.美好生活指数，OECD

www.oecdbetter l i fe index.org / top i cs /educat 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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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院校
及学生数量

20
300,000

28
250,000

37
78,000

200
大学 技术类高校

工程专业学生 财经专业学生 波兰留学生

财经类高校 民办高校

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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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生代力量
在 2018 年欧洲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知识调
查中波兰15岁学生总体得分排名第三。

排名 国家/地区 得分

1. 爱沙尼亚 525,3
2. 芬兰 516,3

3. 波兰 513,0
4. 爱尔兰 504,7
5. 斯洛文尼亚 503,7
5. 英国 503,7
7. 荷兰 502,3
8. 瑞典 501,0
9. 丹麦 500,3
9. 德国 500,3

513得分
欧洲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知识调查

www.oecd .org /p i sa /Combined_Execut ive_Summar ies_P ISA_2018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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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创新消费者
波兰为企业创造了一个与时俱进的消费者市场 
— 这里的消费者经常在线购物，他们对技术创新
持开放态度，并且喜欢现代银行业务解决方案。

  

波兰在“欧洲十大非现金交易国家”中
的排名6

该排名考虑了特定人群中借记卡持有者占比以
及非接触支付交易的使用频率等因素。

波兰的支付终端
全部支持非接触支付。

波兰储蓄银行手机银行
根据《国际零售银行家》杂志报道，该应用是全

球最好用的手机银行。

BLIK交易
2015 至 2019 的四年时间内，波兰人使用 BLIK（
波兰支付标准）系统进行的交易超过 2.35 亿笔，

该系统支持使用智能手机进行支付。

REVOLUT客户
波兰是 Revolut 最大的市场之一，超过一百万

的波兰人正在使用该公司的解决方案。

第二名 1超过
百万

1超过
百万

2.35
亿

业界
最佳

6.欧洲非现金支付大国，Merchant Machine

merchantmach ine .co .uk / top -10 -cash less - countr 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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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外语知识？
不成问题！
根据“英孚英语熟练度指标”7报告，2020 年，波兰在 
100 个国家/地区中排名第 16 位，该指标旨在根据非
英语母语人士对英语的掌握程度对各国进行排名。 

此外，根据 ABSL 报告分析，波兰现代商业服务行业现支持通过 
38 种语言提供服务。

  
11/100

英孚英语熟练度指标

7.英孚英语熟练度指标，EF 英孚教育

www.ef.com/assetscdn/WIB Iwq6RdJvcD9bc8RMd/ legacy /__ /~ /med ia /cent ra le fcom/ep i /downloads / fu l l - repor ts /v10 /e f -ep i -2020 -eng l i sh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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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大
理由

拥有巨大国内市场的创新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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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东欧区域领跑者
1996 至 2017 年间，中东欧国家（包括波兰）人均 GDP 增
长了 114%，而欧洲五大强国的 GDP 仅增长了 27%。8

中东欧地区拥有 1.5 亿人口，其中波兰约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我们是
欧洲第六大经济体，也是本地区最大的经济体 — 2019 年，我们的名义 
GDP 达到 5,270 亿欧元。
  

114%人均GDP
增长率
中东欧地区—1996-2017

8.数字挑战者的崛起 — 中东欧，麦肯锡

stat .gov.p l /podstawowe -d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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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编程专家
波兰拥有全球最优秀的程序员资源。2016 年，我
们在 HackerRank 全球开发者排名中斩获第三
名，并在三年后的 SkillValue 排名中位居前三。 

波兰程序员人数约为 401,000 人，居中东欧地区之最，9超过
罗马尼亚（139,000 人）、捷克共和国（130,000 人）和匈牙利 

（105,000 人）程序员人数总和。
  

第三名


HackerRank
全球开发者排名
SkillValue排名位居前三

9.波兰和中东欧技术生态系统展望，PFR 和 Dealroom

pf r.p l /dam/ j c r :0d64a858 -2b4e -4dbd-b933 -50591f82c638 /Po l i sh -and-CEE -tech -ecosystem-out look-F ina l -2 .pd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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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初创企业成长沃土
波兰人的创业精神和智慧在我们的初创企业中大有体
现。2019 年，10这类企业的从业人员约为 43,000-47,000 人。

在过去五年里，相关从业人数翻了一番。波兰初创企业主要集中于人工
智能和机器学习、金融科技、物联网、工业 4.0 和大数据等领域。40% 的
初创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其中 21% 的企业在这一领域拥有战略客户。

许多初创企业都是由 Academic Incubators of Entrepreneurship (AIP) 
孵化而来，该基金会以促进创业为宗旨。在 AIP 的支持下，企业得以发
展壮大，从业人员已超 150,000 人，年营业额超 280 亿兹罗提（约为 
62 亿欧元）。

  47,000初创企业
从业人数

10.根据波兰创业基金会预估

up loads . st r ik ing lycdn .com/ f i l e s /cc354dae -2b6d-4739 -bdad-b375c096a437 /Po l sk ie%20Star tupy%202020%20COVID%20EDIT ION%20PL_%20www.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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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领跑高速发展市场
在风险投资基金的投资价值方面，中东欧市场
的增长速度远超其他欧洲市场。11 

2015 至 2019 年间，该地区高风险投资者向企业投资的资金总额从 3 
亿美元增加至 18 亿美元。波兰在持续融资轮次的数量方面备受瞩目。
  

自2013年以来，收获风险投资数量最
多的中东欧国家
PFR 和 Dealroom 

823
波兰

477
爱沙尼亚

334
立陶宛

455
匈牙利

324
保加利亚

11.波兰和中东欧技术生态系统展望，PFR 和 Dealroom 持续投资轮次。自 2013 年以来，风投基金对我们的初创企业投资多达 823 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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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初创企业生态系统的不断发展，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创建
第一家独角兽企业 — 估值不低于 10 亿美元的私营初创企业。 

本次角逐的主要候选公司是
DocPlanner、Brainly和Booksy。

全球最大的医患沟通平台之一。截至目前，DocPlanner 
已从投资者处获得投资 1.405 亿美元。

社会学习平台，用户访问量超过 3.4 亿；已从投资者处
获得投资 1.485 亿美元。

全球最大的美容院预约平台之一；已筹集资金 1.187 
亿美元。

148.5
美元（单位：百万）

投资者出资

140.5
美元（单位：百万）

投资者融资

118.7
美元（单位：百万）

融资资金

pfrventures .p l /dam/ventures /documents /Rapor ty /ENG/Po l i sh -VC-Market-Out look-2020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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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研究—波兰热点
Łukasiewicz Research Network 是欧洲第三大研究网络。 

该组织由来自 12 个城市的 32 个研究所和数百个实验室组成，员工人
数约为 8,000 人。该网络所实施项目价值高达 50 亿兹罗提（约为 11 
亿欧元）。

波兰将通过建立这一网络来支持国家长远任务 — 以新技术和创新为
基础发展波兰经济。2012 至 2018 年间，波兰研发支出几乎翻了一番，
从 144 亿兹罗提增加至 256.5 亿兹罗提（约为 32-56 亿欧元）。

  

波兰研发

58,000
注册研发中心

62,700
研发中心外聘人员

66%


自2014年以来，开展研
发活动的实体数量增速

lukas iewicz .gov.p l /en /about-u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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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初创企业、公司团体和研究单
位聚焦人工智能领域
在波兰，超过 200 家企业（初创企业和公司团
体）投资人工智能，超过 40 家企业是专注于人工
智能、大数据和信息技术产品的研发中心。

据估计，多达 260 家波兰企业致力于人工智能解决方案的开发。波兰高
校也对人工智能创新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 2013 至 2018 年间，共有 
6,000 名波兰科学家编写了 12,000 篇以人工智能为主题的刊物。

  
260

波兰企业

创造人工智能解决方案

12,000


以人工智能为主题的刊物

www.sztuczna inte l i genc ja .org .p l /mapa-nasze j -przysz losc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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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来自行业巨头的信任
波兰的潜力得到了众多全球科技巨头的认可：

2020 年，微软宣布将加入“国家云”项目，并投资 10 亿美元建设现代
数据中心。

同年，谷歌宣布在波兰进行巨额投资。该公司将斥资 20 亿美元在华
沙建立一个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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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华沙—未来之城
波兰首都在“2020/21 年欧洲未来城市”中排名第六。12

在华沙沃拉区，一座占地 60 万平方米的办公空间正在建设中。13

以下企业已经将其业务中心和研发中心落户华沙 — 谷歌、微软、
三星、埃森哲、Mars、花旗银行、高盛和罗氏。

谷歌的七个国际校园之一就位于华沙。
认识

华沙
12.fDi 2020/21 欧洲未来城市 
13 房地产数字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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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大
理由

专注多产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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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商业服务行业
2008 至 2020 年间，波兰现代商业服务业从业
人数从 50,000 人增加至 338,000 人。14

2019 年，波兰商业服务行业出口估值为 198 亿美元。在世界 500 强企
业中，共有 95 家投资于波兰商业服务行业。
  

338,000


商业服务行业从业人数

19.8
美元（单位：10亿）

2019年出口估值

14.2020 年波兰商业服务行业，商业服务领导人协会 (AB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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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汽车行业
2017 年，波兰汽车制造商收入高达 375 亿欧元。从事车
辆及零部件销售和维修的企业总收入达 460 亿欧元。

2018 年，共生产商用车辆 20.8 万台。波兰是欧洲第六大商用车辆生产国。
2017 年，波兰汽车行业从业人数多达 471,600 人。以下行业领先的汽
车制造商在波兰均设有生产工厂：大众、菲亚特克莱斯勒、戴姆勒、丰田。
  

37.5
欧元（单位：10亿）

汽车制造商收入

46
欧元（单位：10亿）

汽车行业总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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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游戏行业
2021 年 2 月，华沙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波兰游戏制作
公司总市值超过 365 亿兹罗提（约为 81 亿欧元）。

华沙 CD Projekt 公司曾开发《巫师》和《赛博朋克 2077》等系列游戏，
是波兰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2021 年 2 月底，其市值已经超过 270 亿
兹罗提（约为 60 亿欧元）。
  

8.1
欧元（单位：10亿）

游戏行业
2021年总市值

6.0
欧元（单位：10亿）

CDProjektRED
2021年2月总市值

《赛博朋克 2077》 | CD Projekt RED 《冰汽时代》 | 11 Bit Studios 《消逝的光芒》 | Techland

www.gpw.p l / spo lka? i s in=PLOPTTC0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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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航空行业
波兰共有 140 多家航空产业公司，2018 年销售总额高达  
19.3 亿欧元， 
从业人数约为 120,000 人。

五家全球最大规模的飞机发动机制造商已在波兰建设生产工厂：汉
莎航空公司、通用电气航空公司、西科斯基飞机公司、联合技术公
司航空航天系统公司和阿古斯塔韦斯特兰公司。洛克希德马丁位
于梅莱茨的工厂是这家航空航天巨头在美国境外最大的生产工厂。
  

140


航空相关企业

1.93
欧元（单位：10亿）

2018年销售额

stat.gov.p l /obszary -tematyczne / roczn ik i - statystyczne / roczn ik i - statystyczne / roczn ik- statystyczny -przemys lu -2019 ,5 ,13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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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可再生能源行业
2013 至 2019 年间，波兰共收获约 480 亿兹
罗提（106 亿欧元）的低排放能源投资，使得投资
建设 8.6GW 产能可再生能源设备成为可能。

当年，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增加了 176%。波兰在新增产能方面位居
欧洲第五。2020 年 1 月至 4 月，波兰共启动了 16 个可再生能源投
资项目。
  

10.6
欧元（单位：10亿）

低排放能源投资价值

8.6
GW

预计设备容量

wise-europa .eu /wp-content /up loads /2020 /06 /Pr%C4%85d-Zmienny-Panorama-n i skoemisy jnych - inwestyc j i -w-energetyce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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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
见证与
投资



LG化学
2005年，LG化学首次在波兰投资偏光片制造基地，从此开启了他
们在波兰的业务发展之旅，并于2011年将业务扩展至工程塑料。

“2015 年，我们开始为新的电动汽车电池制造工厂进行选址，其中波兰 — 准确地
说是弗罗茨瓦夫/科别日采地区 — 是一个颇有潜力的选择。最终，在波兰政府的
支持下，我们的第一家电动汽车电池工厂于 2016 年在比斯库皮采波德戈恩正式
开工建设。 

自此之后，我们的工厂不仅发展成为 LG 化学旗下最大的电动汽车电池制造工厂，
还成为波兰规模最大的企业之一 — 为近 7,000 人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也为当
地发展提供了保障。在四年的运营过程中，LG 化学位于波兰的电动汽车事业部打
造了欧洲第一个，也是最大的电动汽车电池中心 — 不仅吸引了其他众多投资，还
为波兰带来了最新的前沿技术，使波兰成为电动汽车行业的领军者。” 

— Yong Girl Lee  
LG 化学弗罗茨瓦夫能源公司业务支持部门主管



戴姆勒
全新的梅赛德斯-奔驰发动机工厂落户波兰，这是梅赛德斯-奔驰
汽车事业部成长战略的重要一步。随着位于亚沃尔的新工厂逐
步落成，我们将为我们的汽车工厂提供更加高效的发动机。

“2016 年，梅赛德斯-奔驰汽车事业部从 7 个中东欧国家的 35 个候选地中选择了
亚沃尔。新的发动机工厂为创新工业 4.0 技术在全球动力总成生产中的应用建立

了标准。该工厂集成多项高新科技，同时生产过程无二氧化碳排放，主要生产混合
动力汽车用传统发动机和内燃机，符合奔驰最高质量标准。 

下西里西亚地区友好的投资环境、与波兰政府和地方当局的良好合作，来自 PAIH 
和 WSSE 等机构的支持，以及最后但同样重要的 — 高技能劳动力的生产潜力共
同推动了我们的二次投资：2019 年 1 月，我们宣布将投资建设一家新的电池工厂，
并将于 2020 年底前开始生产。这两家高科技工厂将提供 1,300 个就业机会，他们
将共同为全球的梅赛德斯-奔驰汽车生产高效的发动机和电池。”

— dr Ewa Łabno-Falęcka 
梅赛德斯-奔驰公司公共关系与对外事务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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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波兰投资贸易局
Krucza St. 50
00-025 Warsaw

PAIH 服务热线： + 48 22 334 9999
paih24@paih.gov.p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