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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本指南中提供的所有信息均为编纂和印刷时的最新情况（2016年9月）。但请您注意，相关变动信息
应以实际情况或新版指南为准。如需更多的信息，普华永道欢迎您联系我们的团队。我们重视您的每一条反
馈信息，会在第一时间对指南进行核实更新。为了拥有更好的服务，您的反馈非常重要！



波兰拥有3850万人口，其中城市人口超过60%，社会组成
相对年轻，超过一半的人口年龄低于38岁。大约1600万就
业人口，受雇于服务行业、工业、建筑业、农业和林业。

波兰地处中东欧, 北临波罗地海，西连德国，南与捷克和斯
洛伐克接壤，东邻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宛以及俄罗斯飞
地-加里宁格勒。分别在1999年和2004年加入北约和欧盟。

波兰是民主议会制共和国，行政权由政府行使。国家元首是
总统，其中总统大选每五年举行一次，议会选举每4年举行
一次。波兰的官方货币是兹罗提。

波兰

波兰位于欧洲心脏地带，
国土面积为312，685平
方公里，与意大利或新墨
西哥大小相同，是欧盟第
六大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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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沙是一个年轻的城市，有许多令人着迷的旅游景点。如果
您计划在华沙短暂停留，以下的景点绝对是旅游观光的好去
处。例如：华沙老城区，肖邦公园，犹太文化和历史博物馆，
华沙起义博物馆，华沙科学文化宫和维拉诺宫。

其中最著名的景点是华沙老城区，在二战时期曾遭到破坏，
现已被修复原状。毗邻老城区的是总统府以及华沙大学主校
区。距离主校区不远处就是萨克森花园，它是华沙历史最久
的公园之一。

另一个让人难忘的景点是肖邦公园，原名瓦金基公园，因竖
立有肖邦雕像而举世闻名。每年夏天都会在肖邦公园举行无
门票式钢琴演奏会，到此游玩的人可以聆听免费的音乐会。 

波兰犹太文化和历史博物馆介绍了犹太人近一千年来在波兰
的生存状况，前华沙犹太区也保留了少数的1940年以前的
犹太建筑遗址。对犹太人历史和犹太文化感兴趣的可以到此
参观。(www.polin.pl/en)

华沙起义博物馆创立于1983年，其藏品主要通过华沙起义
的相关主题来进行展示。 (www.1944.pl/en)

w 更多详细信息，请访问 www.um.warszawa.pl/en

华沙

华沙（波兰语：Warszawa
发音为Var-shah-vah）是
波兰的首都和最大的城市
，它位于波兰的中东部，
维斯瓦河两岸，城市人口
大约有2百万

普华永道中东欧中国业务部



出入境交通 | 华沙肖邦机场

华沙肖邦机场是波兰最主要的机场，大部分国际航班都要在
此停靠。几乎所有欧洲航空公司都开通了波兰航线，其中
LOT波兰航空及中国国际航空开通了北京至华沙直航航线，
飞行时长约9小时。

w 公交车：可以选择乘坐公交车抵达市区（175路、188路、
148路、3 3 1路和夜班N 3 2路

w 火车：乘坐火车抵达市区（快速城市列车S2、S3）

w 出租车：走出机场，靠近门口的车道停候着正规出租车，
车窗上贴有收费标准。从机场到市区的价格约为 50 - 80
兹罗提左右

出入境交通 | 华沙莫德林机场

部分廉价航空比如瑞安航空，以及数条飞往伦敦、米兰、巴
塞罗那、雅典等地国际航线。

w 可以乘坐接驳巴士、火车或出租车等往返市区。从机场到
市区的出租车价格约为150兹罗提左右

–SAWA TAXI        +48 22 644 44 44
–TAXI MODLIN    +48 600 105 105
–优步 (UBER)

华沙机场

华沙有两座机场：华沙肖
邦机场（Warsaw Chopin
Airport ）和华沙莫德林机
场（Warsaw Modlin 
Air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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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火车站、机场、汽车站
门口、大型商场和酒店门
口通常都设有出租车候车
点。波兰没有挥手停车的
习惯，如需使用出租车出
行，最方便的是电话订车
或使用手机叫车软件
（U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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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内交通 | 公交、有轨电车和地铁

华沙的市内公交系统十分方便，有轨电车及公交的运载量大
、准点率高、旅行时间短，是游览华沙的首选交通工具。
华沙已经开通两条地铁线路，分别为M1、M2号线。

w 华沙的公交系统采用通票制，公交车、有轨电车、地铁采
用同一种计票模式。20分钟票（1、2区）3.4兹罗提，75
分钟票（1区）4.4兹罗提，90分钟票（1、2区）7兹罗提

w 上车后将车票插入自助检票机内检票，工作人员会随机抽查

w 更多关于华沙的公交信息请查询 www.ztm.waw.pl

城际交通 | 火车

火车在主要的城市之间都有现代化的快速交通线路，例如
Warsaw（华沙）- Katowice（卡托维茨）
Warsaw（华沙）- Krakow（克拉科夫）
Warsaw（华沙）- Poznań（波兹南）
除了在车站买到各线路的车票外。乘坐火车和IC(城际特快)
都可以选择网上购票（英语、波兰语）。车站售票窗口前往
往排队较长，建议提前买好车票。

w 更多信息请查询 www.intercity.pl 或者 www.pkp.pl

市内 & 城际交通

普华永道中东欧中国业务部

华沙拥有轨道交通包括：
郊区火车、地铁、轻轨、
市内公交、市郊公交

波兰境内大型城市之间都
有城际列车相连接。主要
的铁路运营商是波兰国际
铁路有限公司(PKP)



手机卡

在机场、火车站、大型商场或者便利店都可以买到SIM卡或
者为现有的SIM卡充值。主要运营商有：T- mobile、Play 、
Orange 、Plus等几家。

w 中国移动、联通、电信的用户如已开通国际漫游服务则可
以在波兰正常使用原有服务。中国电话号码加拨+86，波
兰电话号码加拨+48

w 购买移动手机SIM卡将需要出示身份证件

网络 | Wi-Fi

目前波兰各大中型城市的市内公共区域（机场、车站、商场
等）都有Wi-Fi覆盖，只需打开手机Wi-Fi后进行连接。有些
无需密码；有些需选择接受条款点击链接（AKCEPTUJĘ）
即可上网。几乎所有咖啡店、餐厅、酒店都会提供Wi-Fi链接。

通讯方式

5到达指南普华永道中东欧中国业务部



6 到达指南

货币

波兰的货币为波兰兹罗提 (PLN)，并不使用欧元。在波兰华
沙可以找到两家中资银行，可办理换汇和开户等业务。

w 在火车站、机场、商场和老城区都可以找到货币兑换点
(Kantor)，包括美元、欧元等各类主流货币。出行前请提
前带好欧元或美金

w 中国工商银行华沙分行

地址：Plac Trzech Krzyży 18, Warsaw 
电话：+48 22 278 80 66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 9:00 – 16:30

w 中国银行波兰分行
地址：ul. Zielna 41/43, Warsaw
电话：+48 22 417 88 88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 9:15 – 16:30

信用卡 | 银联卡

波兰部分商户已经开通了银联卡业务，凡是贴有“银联”标
识的商户均可受理银联卡。除此之外，花旗银行的ATM可接
受银联卡的取款和余额查询，或者机器上带有花旗标识的也
可受理银联卡。

w Mastercard、Visa等信用卡都可在波兰使用。多币种信用
卡需选择结算货币。如有银联标识可使用银联卡直接结算

w 大中型城市都可以刷卡消费，但部分地区、如自然生态、
旅游区，只接受现金消费，请提前兑换现金

货币 

波兰的货币为波兰兹罗提
（PLN），货币符号为zł，
次级单位为格罗契（GR）
,1兹罗提=100格罗契

普华永道中东欧中国业务部



关于在波兰境内驾驶及中国驾照使用、换取的3种途径：

1. 中国驾照进行涉外宣誓翻译后（英文、波兰语）才可使用
，在波兰入境起6个月以内有效 *（具体标准以波兰当地
部门法律法规为准）。

2. 或中国驾照换取波兰驾照：持中国驾照仅需通过波兰理论
考试后可换取波兰驾照。需提供中国驾照公证和波兰驻华
使馆认证件，经过波兰交通部门核实后发放波兰驾照。波
兰驾照有效期是依据中国驾照有效期而定的的。换取波兰
驾照，需提交以下文件: 

•专门的申请表格
•有效的波兰居留卡或者签证
•申请手续费付费证明
•中国驾照复印件 （需附上宣誓翻译件）
•照片一张 (3.5 x 4.5 cm)
•其他
*具体标准以波兰当地部门法律法规为准

3. 或正规考取波兰驾照：

•交通法规
•体检
•驾车练习
•理论考试 （计算机考试）
•路考 （坡起、入库、倒库和上路等）

驾驶证 

国外及国际驾照在波兰入
境起6个月以内有效（特例
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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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兰购买、销售、租赁公寓、办公地点、房屋或土地最便
捷的方式是通过房屋租赁中介和房地产中介、或者是游览第
三方租房网站。

• Śródmieście：“意思是”downtown“，顾名思义就是位
於交通便利，观光与文化资源聚集的市中心，平均房价 (1
个房间）在1000 - 1500zł之间（以实际情况为准）

• Mokotów：区域及涵盖范围颇广，有数块大型绿地，临近
公园，属于优质住宅区，评价普遍较高。不过由於与市中
心交通连结紧密，价格方面也不落人后

• Ochota：交通便利，房价适中，从市中心搭电车10至20
分钟，附近有大型蓝城购物中心（Blue City Shopping
Centre），部分海外华人社区也位于此区

• Wólka Kosowska：距华沙市中心仅25公里，在Wólka
Kosowska的核心区域，有很多海外华人在此经商、生活。
这里的波兰华沙中国商城 （GD Poland）, 占地约40公顷
，是集商铺和仓库一体的大型商品批发中心，属于中东欧
最大的亚洲商品中心

w 更多详细信息请查询www.oferty.net或www.gumtree.pl

租赁 & 购买

华沙主要分为以下：

市中心 (Śródmieście)
左里波尔 (Żoliborz)
意志 (Wola)
愿望 (Ochota) 
莫科托夫 (Mokotów)
南普拉加(Praga Południe)
北普拉加(Praga Północ)

普华永道中东欧中国业务部



购物

• Złote Tarasy：坐落于华沙中心的Złota街，紧挨着中心火
车站。它有着独特的波浪形玻璃穹顶和绝佳的地理位置，
是集购物、休闲、娱乐、餐饮一体的大型购物中心

地址：ul. Złota 59
网址：www.zlotetarasy.pl

• Galeria Mokotów：购物、休闲、餐饮、娱乐于一体。可以
在商场购买众多知名品牌的服装、化妆品与珠宝

地址：ul. Wołoska 12
网址：www.galeriamokotow.pl 

• Arkadia：华沙最大的购物中心之一，经营范围广泛，位于
Jana Pawła大街，拥有三层楼大的商城和超过180个商店，
其中有30家是餐厅和咖啡馆，还包括一家15屏幕的复合电
影院

地址：al. Jana Pawla II 82
网址：www.arkadia.com.pl 

• Blu City：位于华沙西南，被称为“城中之城”，它是224
家商店的所在地，顶部有巨大的玻璃穹顶，即使在冬季，
也有自然阳光覆盖着内部

地址：Aleje Jerozolimskie 179
网址：www.bluecity.pl

购物中心

华沙星罗棋布着众多的大
型购物中心

9到达指南普华永道中东欧中国业务部



10 到达指南

超市

波兰常见的超市有家乐福Carrefour、乐购TESCO、 Lidl、欧
尚Auchan和Biedronka。此外，生活用品也可以到Rossmann
和Superpharm进行购买，价格一般比超市便宜。

亚洲超市

• ASIA TASTY：越南超市，位于Hala Mirowska市场。Hala
Mirowska建于1899-1901年间，是华沙市最古老的建筑
之一，也是华沙悲情历史的见证人，至今牆面上仍留有许
多弹孔。1944年毁于波兰革命，再与1960年代重建至今
，目前是华沙市最大的传统市场。在这里，你能找到城市
中没有的产品和当地美食：新鲜的农家蛋、裹着纱布的白
奶酪、在山葵叶上烤制的面包、美味的当地肉食和香肠等

地址：pl. Żelaznej Bramy 1, Warsaw
网址：wietnamnavespie.wordpress.com

• GD：距华沙市约25公里，Wólka Kosowska的核心区域，
这里是波兰华沙中国商城 （GD Poland）, 可以买到大部
分的中国商品与食材

商城地址：ul. Nadrzeczna 16, Wólka Kosowska
超市地址：GD Hala 3 G32/34/36

• Kuchnie Świata 多家店面分别分布于各大商城，例如
Arkadia，Złote Tarasy和Galeria Mokotow等 

网址：www.kuchnieswiata.com.pl

超市

连锁超市

普华永道中东欧中国业务部

亚洲超市



奢侈品

对于喜欢购物的朋友而言，三十字广场Plac Trzech Krzyży是
不二之选，这里云集了众多国际时尚界的大牌，包括Hugo
Boss、Burberry、Armani、Lacoste以及Louis Vuitton等知名
的名牌奢侈品商店。

地址：Plac Trzech Krzyży

大型折扣店 | 奥特莱斯

• Factory Outlet Warszawa Ursus：这是华沙的第一家奥特
莱斯。入驻的品牌Tommy Hilfiger、Ecco、Levi´s等大众品
牌为主。常年折扣在30%-70%，商品为非当季新款的折扣
商品    

地址：pl. Czerwca 1976 r. 6, Warsaw
网址：ursus.factory.pl

• Factory Outlet Warsaw Annopol：这家是位于河东岸的
Annopol店，入驻的品牌以Tommy Hilfiger、Ecco、Levi’s
等大众品牌为主

地址：Annopol 2,Warsaw
网址：annopol.factory.pl

• Fashion house Outlet Center：位于华沙市郊的一座大型
折扣店，入驻品牌以ecco、Levis、Nike等大众品牌为主，
也有Joop、Boss等中高档品牌

地址：Puławska 42E, Piaseczno
网址：www.fashionhouse.pl

奢侈品

众多国际时尚品牌

11到达指南普华永道中东欧中国业务部

大型折扣店，奥特莱斯
(Outlets)，品牌直销购物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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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工艺品

波兰也有自己的传统陶瓷器制品，以手工制造，造型淳朴和
绘有东欧传统图案的形式，受到美国、欧洲和亚洲的欢迎。
在大城市的手工艺品店（Cepelia）、画廊、瓷器作坊都能
找到传统的陶瓷制品。

除了琥珀、陶瓷器之外波兰的民俗工艺品也很值得购买。比
如毛毡包、纺织品、木制玩具等等。

琥珀

波兰植被覆盖面广，是琥珀出产大国。又因琥珀具有安息宁
神的效用，是不少人来波兰旅行时最想购买的纪念品之一。

•琥珀博物馆地址（华沙老城）
BURSZTYNEK – sklep i muzeum
Rynek Starego Miasta 4/6
tel. +48 506 007 685

•琥珀商店（Galeria Bursztynek）
ul. Długa 8/14 lok.70 Warsaw
tel. +48 508 511 680

民俗工艺品 & 琥珀

纪念品

普华永道中东欧中国业务部

琥珀



饮食

在波兰既可以享受到传统美食，又可以享受到国际美食。波
兰传统美食以各种肉类和土豆为主，烹饪方式以煎、烤为主
，具有地道的东欧风味。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美食有波兰饺子
Pierogi，土豆煎饼Placki，炖菜Bigos，煎肉排Kotlet Schabowy，
烤猪蹄Golonka, 和香肠Kielbasa等。

•华都 China Town 
地址： al. Jerozolimskie 87

•北京烤鸭 Pekin Duck
地址： ul. Drawska 29A

•皇宫 Cesarski Pałac
地址： ul. Senatorska 27

•上海花园 Shanghai Garden 
地址： ul. Cybernetyki 3

•老北京 Restauracja Pekin
地址： ul. Senatorska 27

•广东酒家 Canton Restaurant
地址： ul. Smocza 1

• Restauracja Polska Rozana
地址： ul. Chocimska 7

• Folk Gospoda
地址： ul. Walicow 13

• Stary Dom Restaurant
地址： ul. Puławska 104 / 106 

饮食

在波兰可以享受到其传统
和国际美食

13到达指南普华永道中东欧中国业务部

华沙中餐

华沙波兰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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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外国人持有波兰的工作签证，在与波兰公司（包括外资
的波兰公司）签订有工作合同，并且向公司支付社会保险
(ZUS)的条件下，有权免费享受波兰公共医疗卫生服务。
其中养老及伤残社会保险由雇主和雇员共同承担。

在医疗服务方面，外国定居者和各公司一般会选择私立医疗
服务，其中公司为雇员支付的医疗费用可看作税费。波兰主
要的大型私立医疗中心有Medicover和LuxMed等。

如果突然出现轻微头痛脑热等不适症状，在各个火车站、大
型商场均可以找到药店，华沙有许多带有Apteka标识的24
小时营业的药店。此外，在Rossmann等超市也可以买到非
处方类药品。

w 更多信息请查询www.medicover.pl或www.luxmed.pl

医疗保险

波兰有公共医疗体系，所
有劳动人口都得强制保医
疗险

普华永道中东欧中国业务部



2016 / 日期 2017 / 日期 节日

1月1日 1月1日 Nowy Rok 新年

1月6日 1月6日 Święto Trzech Króli 三个国王日

3月27-28日 4月16-17日 Wielkanoc 复活节

5月1日 5月1日 Święto Pracy 劳动节

5月3日 5月3日 Święto Konstytucji 3 Maja 宪法日

5月15日 6月4日 Zesłanie Ducha Świętego (Zielone Świątki) 圣灵降临节

5月26日 6月15日 Boże Ciało 圣体节

8月15 8月15 Wniebowzięcie Najświętszej Maryi Panny 圣母玛利亚升天

11月1日 11月1日 Wszystkich Świętych 万圣节

11月11日 11月11日 Święto Niepodległości 独立日

12月25-26日 12月25-26日 Boże Narodzenie 圣诞

2016 & 2017 节假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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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根据波兰劳动法相关规定，除法定节假日外，员工每年享有为期20或26天的假期（全职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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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American School of Warsaw
ul. Warszawska 202, 05-520 Konstancin Jeziorna 
tel.: (00 48) 22 702 85 00
fax: 00 48 22 702 85 44
www.asw.waw.pl
e-mail: Admissions@aswarsaw.org

w The British School, Warsaw
ul. Limanowskiego 15, 02-943 Warsaw
Early Years Centre
ul. J. Dąbrowskiego 84, 02-571 Warsaw
tel.: (00 48) 22 842 32 81/ (00 48) 22 842 32 65

(00 48) 22 842 34 09 
– General Enquiries
(00 48) 22 842 32 81 Ext. 125 – Admissions
www.thebritishschool.pl
e-mail: british@thebritishschool.pl

w Willy Brandt Deutsche Schule: WBS classes. 1-12
ul. Św. Urszuli Ledóchowskiej 3,  02-972 Warsaw
tel.: (00 48) 22 642 27 05
fax: (00 48) 22 395 86 51
mobile: (00 48) 512 072 576
www.wbs.pl
e-mail classes 1-4: sekretariat2@wbs.pl
e-mail classes: sekretariat1@wbs.pl

国际学校

以下列表是在华沙的国际
学校 （幼儿园、小学、初
中、高中）

普华永道中东欧中国业务部



w Collège, lycée, administration
Lycée français de Varsovie
ul. Walecznych 4/6
03-916 Warsaw
tel.: (00 48) 22 616 54 00 or 01
fax: (00 48) 22 616 53 99
www.lfv.pl
e-mail: info@lfv.pl

w Ecole maternelle et élémentaire
Lycée français de Varsovie
ul. Konstancińska 13
02-942 Warsaw
tel.: (00 48) 22 651 96 12
fax: (00 48) 22 642 93 92
www.lfv.pl
e-mail: primaire@lfv.pl

w The Canadian Elementary School of Warsaw
7 Bełska Street
02-638 Warsaw
tel.: (00 48) 22 646 92 89
School Office Coordinator: 
tel.: (00 48) 692 411 573
www.canadian-school.pl
e-mail: secretary@canadian-school.pl

w The Canadian Middle School of Warsaw
11 Olimpijska Street
02-636 Warsaw
tel.: (00 48) 885 420 044
www.canadian-school.pl
e-mail: secretary.olimpijska@canadian-school.pl

17到达指南普华永道中东欧中国业务部



18 到达指南

w 更多详细信息请订阅：

中文

•普华永道中东欧微信公众订阅号：微信ID: CBG_CEE

•中国日报：www.chinadaily.com.cn

•波兰华人资讯网：www.plchinese.com 

•波兰壮阔生活资讯服务平台：www.wzpoland.com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波兰语部：www.polish.cri.cn

在华沙的部分中餐厅提供免费的中文报纸 

英文

• Warsaw Insider：www.warsawinsider.pl 

• Warsaw Voice：www.warsawvoice.pl 

• Warsaw Business Journal：www.wbj.pl

新闻资讯

普华永道中东欧公众平台
，汇聚普华永道对行业和
商业等热点议题的最新洞
察和研究，活动信息和其
他有关资讯 

普华永道中东欧中国业务部

波兰当地新闻时事资讯、
旅游、美食、以及日常生
活信息



您是否是一家希望在中东欧投资、发展或上市的中国大陆或
香港企业？

或您是一家希望在中国大陆及香港投资、发展或上市的中东
欧企业？

中东欧是一个融汇了多国语言及文化的地区。为了更好地满
足中国及中东欧两地客户对于各国不同文化背景及语言的要
求，我们专门设立了中东欧中国业务部团队，为客户提供度
身订制的服务。

我们的中东欧中国业务部团队与普华永道各成员机构组成的
国际网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能够直接从普华永道在中东欧
和中国的各成员公司获得最佳的技术资源，满足您的需求。
我们将为您提供所有所需的信息和服务，全力支持您的企业
获得成功。

由普华永道波兰协调29个中东欧国家的中国业务部，与全球
中国业务部同步进行。中东欧中国业务部团队遍布各国，包
括波兰、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斯洛伐克、 俄罗斯、阿尔巴
尼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 罗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
维那、保加利亚、克罗地 亚、爱沙尼亚、格鲁吉亚、哈萨克
斯坦、科索沃、 拉脱维亚、立陶宛、马其顿、摩尔多瓦、蒙
古、罗 马尼亚、塞尔维亚、黑山、斯洛文尼亚、乌克兰、吉
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及土库曼斯坦等国家。

普华永道 中东欧中国业务部

29个国家、53个办事处、
超过300名合伙人及8000
名顾问

普华永道中东欧中国业务部

在波兰的中国业务部是中
东欧中国业务部的成员之
一。普华永道从1991年进
入波兰发展至今，在八大
商业城市均设有办公室，
拥有超过2000名专业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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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华永道中东欧中国业务部

普华永道中东欧中国业务部

普华永道中东欧中国业务部团队协助您应对中东欧地 区发展过程中复杂多样的挑战：

•超过25种不同的语言 
•独特的商业文化 
•相异的法律和监管制度

•不同层次的经济和政治发展 
• 29种货币（显著货币波动）

为何选择和普华永道中东欧中国业务部合作？

•中东欧中国业务部是中东欧29个国家的单一客户联系点，为客户提供专业的中文服务。
•中国业务部顾问熟悉中国商业文化，拥有与中国客户合作的丰富经历。
•普华永道中东欧协助您开拓和扩大中东欧29个国家的商业市场。
•与普华永道中国密切的合作关系提高了中东欧中国业务部的服务能力和质量。普华永道
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及澳门成员机构根据各地适用的法律协作运营。普华永道中国的
员工总数在15,000 人左右，其中包括约640名合伙人。普华永道主要分布在以下城：
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沈阳、 大连、西安、成都、青岛、南京、苏州、武汉、杭、
宁波、厦门、广州、深圳、香港、台北、 中坜、新竹、高雄、台中、台南及澳门。并且
即将在长沙、济南和郑州等地设立新办事处。

•凭借丰富的海外投资经验、专业的行业知识、与政府机构的良好关系、领先的全球网络资
源及全球服务经验，我们能够为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和并购提供专业、全面的咨询服务。

波兰

中国



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
交易、并购 
研究与发展、创新管理 
外来投资
采购和基础设施投资
改革管理 
法务会计
人力资源咨询 
企业社会责任

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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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服务
税务咨询
法律服务
间接税 
诉讼与监管 
国际税务架构 
转让定价 
人力资源服务 
会计和薪资外包 
工作许可和居留证申请

税务和法律服务
审计
内部审计
财务报告和会计
监管服务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风险管理 
公司治理 
企业重整 
信息系统与网络安全技术
金融风险

审计及鉴证

专注行业以及专业团队使普华永道为
当地市场更好地提供服务

化学制品 
石油和天然气
能源、公用事业及采矿
金融服务
保险
医疗保健
医药

房地产
零售及消费品
运输与物流
通信、媒体和科技
汽车
政府及公共服务
工程建筑



本指南所提供的信息包括，但不仅限于，波兰信息和外商投资局的出版物和华沙市公开提供的网站数据信息，以及其他互联网
资源。

本刊物所含的所有信息只是对相关问题的一般性指导，所提供的信息并非专业性建议、不是机构提供的服务或产品的广告，不
能用于替代专业咨询者提供的咨询意见。其中（i）本刊物中资料的准确性及完整性，（ii）本刊物中提到的其他个人或机构提
供的服务或产品，普华永道不代表或担保，无论明示 或 暗示。任何情况下，普华永道、其关联机构、合伙人、代理人或者员
工均不对您及他人基于本刊物信息所作出的决定或行动承担法律责任和义务。在准备和宣传该出版物时，我们并不所为该出版
物中提到实体的代理人。本出版物所提到的实体为随机选择。

© 2016 PricewaterhouseCoopers sp. z o.o.版权所有。"PricewaterhouseCoopers"、普华永道是指普华永道会计师事所有限责任公
司  ( 波兰有限责任合伙 ) 或，按照上下文，普华永道全球网络或，其他相关机构，其中每一个成员为独立及独特的法律实体。

张达仁
总监
普华永道波兰、中东欧
中国业务部

电话：+48 519 50 4625
邮箱：darren.chong@pl.pwc.com
地址：Al. Armii Ludowej 14,

00-638  Warsaw, Poland

联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