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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投资方面 

BPO（商务流程外包）/ SSC（共享服务中心）/ IT 

现代服务/研究与开发 

生物技术与化学制品 

物流/造船厂 

种语言 



滨海省投资中心 （PCI） 

滨海省投资中心的投资区域 

格但斯克足球场 

维斯瓦河隧道 

交通条件：飞机场20公里、铁路1公里、环路6公
里、巴士100米、深水集装箱码头2.5公里 



投资项目信息 

地理位置  格但斯克,  Sucharskiego路 

 

 

面积  65 公顷 
   

 

投资形式  INVESTGDA长期租赁(30多年) 可设立抵押
   贷款 
    

 

土地功能分区 42号区 – 生产、服务、仓库 
   

 

   技术基础  基础设施正在建立过程中 – 但可提供水电           
   能等建筑所需的各项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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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租赁条件  2019年03月05日 

1.20兹罗提/每平米/月  从得到最终决定起开始支付租金 

 

 

更低租金（可议价）  最终决定前的租金 

   

 

    

 

    土地租金总额需要缴纳增值税、
    物业税、PCI基础设施维护成本 
 

 

长期租赁土地面积最少1公顷 

InvestGDA将会给您建立生产大厅，再帮您把大厅租出去。工程将会两年后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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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的 布伦斯卡路 投资项目  

（Bulonska） 

 

新的布伦斯卡路跟亚布鲁诺瓦路十字路口 

投资地理位置 



格但斯克最新投资项目 
垃圾焚烧场 

计划每年处理160,000 吨的废品； 

投资价值 1亿欧元； 

塑料作为主要材料在焚烧炉中处理 

 

 

 



格但斯克投资项目 – 年轻的城市 

面积22公顷 

最多1000个公寓 

1万工作岗位 – 商业园、酒店、商场、饭馆、休闲服务 



格但斯克市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项目 

位于体育场和综合娱乐区域:    

   发展空间巨大：酒店、溜冰场、 

   运动健身等多层次综合体。 

ERGO ARENA sites– 

optionA: 



格但斯克市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 
（Dolne Miasto）多兰·米斯托 

 
道路维修、管道连接 等 

振兴的仿古建筑Sluzy 3街—— 

  公共文化中心 

建设幼儿园 

绿色区域升级 

 

 

 



格但斯克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 
共同开发具有吸引力的城市物业 

许多可选的阴影建设区域 

均为格但斯克市为所有者 

政府需要的办公空间：2000- 

2500平方米 

帕提散图付路，9800平方米 

迪勒克及那路， 3800平方米 吉普赛山路，
2660平方米 



PŁONIA工业园区 

 

 

 

 

 

 

 
 

 

 

 

 

机场24 km 

火车站4 km 

环路4 km 

公交车站0,05 km 

DCT 10 km 

Płońska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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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销售的土地~2,3 ha 



投资条件信息 

地理位置  格但斯克, ul. Benzynowa/Naftowa/Płońska 
 

 

面积   推荐交易用地 2,3 公顷 

   
 

所有权形式  INVESTGDA / 销售 
 

 
土地功能分区  42号区 – 生产、服务、重工业，无建筑限制、最多允许的
   建筑覆盖率为90% 

 
技术基础  情况良好：附近有电厂、污水处理厂、中压燃气网、供
   水和污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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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价 

净价：165兹罗提/m2  土地净价根据维护时间和 
    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而增长 
   

 

    报价需要缴纳增值税、物业税、格但
    斯克投资中心基础设施维护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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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租赁（销售权利） 



InvestGDA (格但斯克投资局）投资区 

普罗尼亚园 – 80公顷 滨海省投资中心PCI – 187公顷 

马社诺娃园 – 50公顷 阔噶办公楼– 8100平方米 



项目描述：主要目标是将“三联城”的货物转运量增加一倍。开发用地
500公顷。将有新建四个码头（集装箱、散货船、滚装船和旅客）。港
口提供良好的内陆贸易通道（公路和铁路）和现代化仓储空间的建设。 

Central Port 

合作方：格但斯克港 

预计项目投资：60-90亿兹罗提（波兰货币） 



“Impuls”公司27年以来生产适用于农业、食品工业以及医疗卫生的环保创新清洗

液和消毒剂产品，而且公司在不断的进行学术研究及创新工程。现在正在研究与
开发糖尿病并发症的治疗和康复的医疗设施。 

  

总部位于格但斯克的郊区。 

  

地理位置： 

- 紧邻连接波兰南北的A1高速公路与S7高速公路。 

- 距离格但斯克国际机场10公里 

- 距离格但斯克港口15公里 

- 紧邻铁路 

工厂面积：5公顷，5000平米生产厂房。 

 



我们寻找有意愿在以下项目投资的中国投资者： 
 

最为重要的项目是：在普鲁什齐格但斯克市建一个糖尿病并发症的研究中心。研
究中心会生产在糖尿病并发症医疗中使用的创新性、专业性的医疗设备（已有原
型）、生产在治疗糖尿病并发症(难以愈合的伤口)使用的敷料与水凝胶（已有原
型）、以及生产使用植物疗法与中医学的降低血糖水平的膳食补充剂。 

 

在波兰设立糖尿病足部治疗中心和糖尿病并发症康复治疗设施网络，以世界各地
特别是来自中国的糖尿病患者为对象，组织全面的医疗旅游系统。 

 

透明质酸的生物技术制造（2017年，透明质酸的市场为70亿美元，每年会有
8,8%的增长），以及非药用肝素转变成药用肝素（2025年，肝素的市场会达到
162亿美元，每年增长会达到6,2%） 

 

透明质酸的合作方式： 
  1、到波兰投资联合生产透明质酸原料； 

  2、中国透明质酸原料生产商，直接供应到波兰。 

 

期待您的关注！ 
 





    公司专业生产各类床垫用防尘罩及其附属品，目前产品只批发给需求量大的欧
洲大客户。 

    公司自1993年成立以来，资金状况特别优良。已雇佣150名工人在不同的岗位
上工作，目前已是满负荷订单生产状态，而且未来3年的订单已基本饱和，其中已
取消了相当部分的小额订单，如果您选择购买我们的公司，您将在未来的4-5年内
就会得到收益和资金回报。 

 

    公司只为欧洲著名的床垫生产商供货。 

 

    经过23年的生产与销售经验的积累，目前公司已拥有自行开发的管理系统、生

产组织系统，并且所使用的程序都符合欧洲客户的标准。生产设备均购置于德国
及其他欧洲国家，公司的生产厂房和办公楼也都属于公司所有并非租赁。公司也
拥有成熟的运输和物流合作伙伴。另外，距离公司现在的位置大概5公里左右，我
们还拥有一块16,930平方米的待用土地，以备新建厂房或者扩大生产车间使用。 



生 产 线 及 成 品 仓 储 



四星级酒店ADMIRAL直售 

                格但斯克 



四星级酒店ADMIRAL直售 
格但斯克 

    待售酒店房产：位于格但斯克市中心，2012年4月开业。 

     

    酒店临近格但斯克老城和莫特拉瓦河，现设44间高级标准房间，
旺季入住率在92%左右，年均可达75%. 

 

    客人可以享用桑拿:干蒸、湿蒸以及Sunsky日光浴机,环境优雅的
餐厅可供100位客人同时就餐。酒店距离格但斯克瓦文萨国际机场仅
15公里，距离埃尔戈竞技场格但斯科体育场仅9.5公里。 

     

    店内收藏有近百件艺术珍品，包括：雕塑Stanislaw Gierada教授
、画家Witold Lubieniecki、摄影艺术家Zbigniew和Maciej 

Kosycarz等名家作品。 

 

    酒店整体报价：600万欧元，可获得Hotel Admirał sp. zo.o公司
100%的股权，成为Admirał酒店的所有者，或者成为土地和建筑的
所有者。 



我们关心更多 

Thank you 

波兰滨海省驻华办事处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甲24号东海中心1702室 

Tel:86-10-65156077 Fax:86-10-65157013 

 

www.pomorskie.eu 

www.investinpomerania.pl 

www.arp.gda.pl 

www.biuropomorskie.p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