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双向投资论坛暨 

波兰·滨海省经贸投资机遇推介会 

Beijing Forum On Two-way Investment  
Poland · Pomorskie Trade and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Seminar 

 

 

 
中国· 北京 

(Beijing· China) 

 

26. March. 2019 

 

主办Organiser :  

        北京市商务委员会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 

            Beijing Municipal Commerce Bureau                             China International Electronic Commerce Center 

        波兰共和国驻华大使馆经济处                        波兰滨海省驻华办事处         

        The Economic Section of the Embassy     Pomorskie Voivodeship China Office 

            of the Republic of Poland in Beijing    

       



      

 

 

食品、饮料及保健品 
 

 

 

   

 
                              

 
 



About us 

SEKO SA is one of the leading fish processing 

companies in Europe with 25 year’s experience 

on the market. The company was established in 

1992 and it is listed on the Warsaw Stock 

Exchange. It is the most modern type of 

business in Poland and one of the largest in 

Europe. SEKO SA employs over 500 people in the 

modern plant of        16 000 m2.  

SEKO SA(SEKO股份公司)是欧洲领先鱼类加工的公司，

拥有25年的市场经验。 公司成立于1992年，在华沙

证券交易所上市。 SEKO股份公司也是欧洲最现代化

的鱼类产品加工企业之一。工厂拥有500名员工，面

积达16000平方米。 

 



The factory meets the European Union requirements and standards relating to fish 

processing industry. SEKO offers over 200 different fish products based mainly on herring and mackerel 

imported from Island, Norway, Denmark and Germany. Our main group of product that are dedicated for 

export are: breaded frozen fish products, canned fish product, sterilized products based on mackerel. To 

ensure the high quality of fish products, SEKO has introduced the Hazard Analysis and 

Critical Control Points System- HACCP, International Food Standard- IFS and Global 

Standard Food- BRC. 

SEKO offers over 200 different fish products based mainly on herring and mackerel 

imported from Island, Norway, Denmark and Germany. 

SEKO工厂符合欧盟有关鱼类加工业的要求和标准。 为确保鱼产品的高品质，SEKO推出了 《危害分析

重要管制点》（HACCP）《与国际食品标准》（IFS）《和全球食品安全标准》 （BRC）。 

SEKO拥有超过200种不同的鱼类产品，以从冰岛、挪威、丹麦和德国进口的鲱鱼和鲭鱼为主。 

initka@sekosa.pl 
www.sekosa.pl 

 

 

在中国寻找区域代理商和商超合作商 
 

mailto:initka@sekosa.pl


面食 

TABIT食品生产和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1991年是一个家族企业，主要生
产高质量的面食产品。（鸡蛋面食、有机面食、硬粒小麦面食、调料面食
等）。公司已经执行了ISO 9001标准、HACCP认证和有机认证。 

在中国市场寻找我们产品的分销商和零售商。 
dzial.handlowy@bartolini.com.pl 

www.bartolini.com.pl 
PAWEŁ WOJNICZ –销售总监 /Director of Sales，  

Telephone/电话：+48 696 050 617 



Pello Coffee是一家专门生产高品质，手工制作的高端
咖啡饮品公司，成立于1922年，是一个家族企业。 

 

leszek.pochron@gmail.com 

www.pellocoffee.pl 
 

在中国寻找长期合作伙伴 

mailto:leszek.pochron@gmail.com
mailto:leszek.pochron@gmail.com
http://www.pellocoffee.pl/


COFFEE PROMOTION SP. Z. O O 



   Coffee Promotion是一家

从事咖啡生产加工及销售一
体的专业厂家，目前产品远
销除波兰以外的其他欧洲及
亚洲国家。公司的员工从首
席执行官到工艺工程师再到
操作人员都在咖啡生产方面
具有多年的经验。 

   公司的主要产品是烘焙咖

啡，并且拥有自己的技术生
产线，可加工绿色咖啡豆（
荣获最佳创新奖），最终产
品是磨碎的咖啡或烘焙咖啡
豆，也可以生产多种类型的
速溶饮料，比如速溶巧克力
等。 

   公司也可以根据客户对质

量和各种包装的要求量身定
制。也提供其他食品包装方
面的服务。 



野生蘑菇与森林果实 

野生蘑菇: 

- 牛肝菌蕈类 

- 褐绒盖牛肝菌 

- 鸡油菌 

我们提供: 

- 新鲜 (6月至10月) 

- 冷冻 

- 腌制 

- 干菌系列 

- 方便食品 
 



野生蘑菇与森林果实 

森林果实: 

- 黑莓 

- 红莓 

- 蓝莓 

我们提供: 

- 新鲜(6月至10月) 

- 冷冻 

- 果酱 

- 低糖腌制 

 
 



    KOMERS INTERNATIONAL酒业公司成立于1990年，是建立在现代工业生产与
传统酿造方法相结合的基础之上，专注于最新的解决方案、微生物学和生物技术。 

    公司主要是生产酿造伏特加酒和利口酒，其中“Goldwasser”品牌是公司的旗舰产
品，该产品的灵感以十六世纪辛辣的草本“Golden Gdansk Vodka”酒的配方为基础
，又增加了20多种草本植物合剂炮制而成，其中38度的“Goldwasser”中还隐藏一个
惊喜-“23克拉黄金金箔片”，路易十四、法国国王、沙俄女皇和凯撒大帝都是这种酒
的狂热爱好者。 

     伏特加系列：Goldwasser, Miodowa, Pszeniczna, Pieprzowa,“双白”伏特加；
黑伏特加；滨海省当地伏特加-Gryf和Gbur；2012年欧洲杯官方指定 球型“GOAL” 

Goldwasser”等. 

     集成质量管理体系建立实施HACCP和ISO 9001，保证高质量的产品。 

   www.komers.com.pl 



        www.komers.com.pl 



Naturomed，Dr. Holistic品牌生产商与分销商 

天然膳食补充剂独特的品牌。 

为了满足对有机、洁净医药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 

我们的整体医学根据世界上最清洁地区的原材料 

制造独特的医学制剂。 



   蜜蜂 初乳 

 

  

•基于有机蜂产品 - 蜂王浆蜂花粉和蜂胶 
•100％有生物活性，不含人造添加剂 

•通过AGRICULTURE BIOLOGIQUES和
欧盟有机农业标志认证 

 

•基于羊和牛初乳在瑞士有机栽培出
生后12小时内收获 

•100％有生物活性，不含人造添加剂 

•通过bio.inspecta，SUISSE 

GARANTIE和欧盟有机农业标志认
证 

 
 

We are open to any ideas of 
cooperation! 

 www.drholistic.pl 



      

 

 

家具、室内门、窗及软装 
 

 

 

   

 
                              

 
 



SPENSEN 家具公司  

  公司家具设计风格主要以北欧简约为主，是实用性和舒适性的完美结合。灵感均来
自大自然的启发，SPENSEN公司的产品由当地经验丰富的工匠制造的。我们非常尊
重和钦佩他们的技能，热爱和对细节的专注。 

  SPENSEN公司的家具系列库存有国际室内品牌的家具及配件， 包括RALPH 

LAUREN HOME, LALIQUE, KARTELL, EICHHOLTZ, DESIGNERS GUILD, 

FLOSS, VILEROY & BOCH以及波兰的品牌，包括KASPA, VOLA, MODALTO, 

URBAN LOFT。 

www.spensen.com/en 



   

   除家具以外公司还生产包括原装灯具、壁纸、镜子、靠垫、陶瓷、蜡烛、家具香水，
甚至宠物用品的家具和配件，可谓应有尽有。 

   SPENSEN公司的家具非常有工艺性、实用性和木材本身工程性风格。 

   SPENSEN 90%实木和软垫家具都是在波兰生产的，而且家具由可靠的，精选的和经
验丰富的工艺师制造。 

    我们非常渴望分享所创造的、真正特殊的产品和令人惊叹的室内设计乐趣。 

 

SPENSEN：精致的家具    独特的品质   北欧奢侈品 

寻求中国代理商及家具商超合作伙伴！ 



    公司位于波兰北部，由Zenon Zielke先生创立于2001年。起初由一家
小型家族制造企业发展成为今天的地板产品国际制造商和供应商。 

    公司一直秉承传统工匠精神，通过不断聘用高技术水平的员工努力创

新以提高生产质量和生产出最好的产品。公司一直投资于最先进的机械
和设备，而且不断扩大产品的生产范围，我们注重细节和缩短生产时间
。 

    我们公司优质系列产品的普及让世界各地的买家有机会购买到适合每
个人口味的地板。 

ZENON FLOORS 

www.zenonfloors.com 



    我们的团队一直坚信只有用天然木材为原料才可以为客户提供出最好
的实木地板。而且我们产品的成功背后没有什么秘密，在ZENON每一个
团队、每一个生产线的每个人的角色都一样重要。 

     

    我们为能与国内外客户建立良好的关系而感到自豪。在ZENON我们相
信你无论选择公司哪款地板,它将都会为您的空间增添一种豪华的元素。 

ZENON FLOORS 

www.zenonfloors.com 

寻求中国分销商和合作伙伴 



DOOR PRODUCER 

门业 

Italian design and Polish craft 

意大利设计 - 波兰制造 

EXPERIENCE – Entra has been established 30 years ago. 

经验 – Entra在波兰市场已经30年。 

INNOVATION - As one of the first company in Poland Entra produces doors made of 

MDF, presents adjustable frame and in 2014 creates new DISCRET door frame. 

创新性 – 第一家使用中密度纤维板和可调整的门框的公司，2014开发创新DISCRET门框。 

WINNER – for discret frame - Polish Expo Budma 2015 Golden Medal, for first ever 

implemented in Poland hidden front door GRADARA – Budma 2016 Golden Medal. 

胜利者 – 荣获波兰Budma展览会的金牌，波兰第一家制造GRADARA隐形门框的公司 – 

Budma 2016金牌。 

 



Collection with a discreet frame, 

allows to completely hide the 

construction in the wall.  The doors in 

a aluminium frame allow to use almost 

any finishing materials, and that gives 

plenty possibilities of arrangement. 

创新的设计让门与墙壁完美结合浑然一体 

铝制框架门可以使用几乎所有的装饰材料
，让您有更多选择。 

ASILO brand is a line doors with 

standardised sizes, using production 

methods that have been developed over 

the years, offering a high quality for a 

reasonable price. 

ASILO品牌采用标准化生产线，创新的生产方
式，使我们以合理的价格提供高品质的产品。 

 

The line conquers the European market, 

ensuring the availability of premium quality 

doors. 

高品质的ASILO畅销全欧洲。 

Entra opens up to a new direction, 

creating an exceptionally 

competitive offer of front doors with 

high acoustic and anti-burglary 

properties. 

Entra公司开始研发高竞争力的防盗隔音
门。 

 

New brand will be availabe on Janury 

2018. 

新的产品将会在2018年1月上市。 



WIKĘD公司成立于2002年，主要生产窗户和门。产品
包括：PVC窗户、铝窗户、PVC外门、钢门、铝门、防
火门等。 

  

在中国寻找外门把手和锁的供应商，能满足我们成本优
化的需求，同时也满足我们欧洲客户的要求。 

我们寻找能为我们提供优良价格的外门供应商或经销商
。  

www.wiked.pl 



PORTA KMI POLAND有限公司是在生产室内门、入户门、室外门和高端定制门的波兰领
导者。公司在1992年成立于韦伊海罗沃傍边的Bolszewo。PORTA KMI POLAND目前拥
有5个生产工厂，其中4个在波兰本土，还有一个在罗马尼亚。目前公司拥有超过1900名
员工，所有产品已授权超过100家经销商在销售，还与超过1500个授权销售店合作，几乎
每个月都有近2个不同型号的产品被新老客户选择。 

公司最近正在投巨资在埃乌克PORTA STEEL设立工厂，它将成为欧洲最现代的机械工业

产业园之一。 工厂总面积1.5万平方米， 投资总额超过7000万兹罗提。  

我们正在寻找木门和金属门配件的制造商，还有中国内地的代理商或经销商。 

www.porta.com.pl 



Armet Bis公司成立
了于1996年。公司
拥有最新的生产技
术和最先进的生产
设备，主要为商业
空间、办公室、酒
店、餐馆以及加油
站等提供高质量的
家具和吸音板。 
 
我们为全欧洲的客
户提供产品销售安
装服务以及售后保
修服务，而且公司
一直在寻找创新的
系统和技术，以便
生产出更高质量的
产品。 
  

我们能为商业空间
设计出具有创意和
创新的工作环境。 

 

www.armetbis.pl 



      

 

 

化妆品、化学检测 

 
 

 

 

   

 
                              

 
 



 

 

ONE ANSWER  
TO THE QUESTION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  
 

FISH COLLAGEN  
from Poland 

波兰 鱼胶原蛋白 
 

Your dream product 
您的理想产品 

 

IS AHEAD OF TIMES 
超越时代 

Hits the reason not results of aging process! 
不治标而治本 

HOW TO STAY YOUNG? 
怎样永葆青春？  

 



 

 

• Is not allergenic  不会引起过敏 
• Is 100% BIO、100% 天然 
• The shortest INCI ingredients （INCI成分最少） 

– (water水, proteins蛋白, lactic acid乳酸, eco conservation 
and stabilization自然防腐剂和稳定剂) 

• Fish collagen is biocompatibile with human collagen鱼胶原蛋白
跟人胶原蛋白兼容  

• No preservatie, no dyes, no emulgators  
• 不添加防腐剂、色素、乳化剂 
• No side effects 无副作用 
• Silver carp 鲢鱼 
• Is transdermal – penetrates the skin 深入皮肤 
• Possible to extract keeping collagen’s structure 提取的时候

保留原来的结构 
 

 

WHY FRESH-WATER FISH COLLAGEN NOT PORK OR 
BOVINE OR OTHER?  

为什么是鱼胶原蛋白而不是猪、牛或其他蛋白？ 



 

 

滨海省鱼胶原蛋白市场主要企业 

HYDRATE AND HYDROLYSATE 
水化合物和水解物 

• „Live” collagen “活着的”胶原蛋白 

• Invented by Polish biotechnologists  

       波兰科学家发明的 

• Original, Polish, ecological acquisition method  

• 波兰传统的自然提取方法 



Pharmaceutical and chemical  
R&D laboratory 

医药化学研发实验室 



• Develop and optimization of analytical methods  

• 分析发法的发展和优化 

• Optimization of technological processes in chemical and farmaceutical industry 

• 工艺的优化在化工和医药工业 

• Technology transfer 

• 技术转让 

• Validation of analytical method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uidelines of PH.EUR, ICH, USP) 

• 分析方法验证（ PH.EUR, ICH, USP ） 

• Determination of chemical identity of impurities (identification of chemical compounds) 

• 杂质化学的控制和测定（化学化合物的鉴定） 

• Isolation of impurities (chromatographic techniques) 

• 杂质的分离（色谱技术） 

• Analysis of the main constituents and impurities in raw materials and finished products  

• 原料及成品中主要成分及杂质的分析 

• Chemical synthesis of organic compounds 

• 有机化合物的化学合成 

www.spark-lab.eu 



      

 

 

游艇、无人机、飞行器等 
 

 

 

   

 
                              

 
 



 

         Craft Yachts公司是一家专业船艇制造商。“ ŁodźBaltica 660周末”

家庭机动游艇是专为家庭娱乐而设计生产的,可在海上、湖和内陆水域
使用。该船可供4人家庭过夜或6人朋友白天休闲度假。主要配有4张床

和2折叠桌、厕所、浴室、厨房、橱柜、电视和外部的床垫,可实现一切

有趣的活动,例如：床垫日光浴和屋顶上休息,更加适用于垂钓。其安装
的高架引擎,可允许你在极浅的码头、沼泽或浅湖水域驰骋。 “ 

ŁodźBaltica 660周末”配有定速巡航模式,可以让你在水上飞驰的同时放

松和休息。 



         还可以选装如户外帐篷等附件 , 当你在巡航时想呆在舱外，保护你不被
雨淋和日晒。还有精心设计的可下沉式小厨房，使我们能够准备一份快餐,而

不必须返回到码头。照明也有红、绿、蓝光或强烈的白光可供选择，会让你
的工作或阅读更加舒适。 

         该游艇配备美国Merkury 150, 115引擎，可根据客户需求和喜好来选择90和
150引擎。“ŁodźBaltica 660周末”时尚的设计、可靠的施工以及一流的设备定将
给您带来超凡的感受。 

 

www.craft-yachts.pl 



 

•   Squadron公司是由ICT（信
息及通信技术）和UAVS（无人
机）经验丰富的高技术人才组
建的。无人机和ICT解决方案
是核心重点业务。 

•      
•  我们提供完整的无人驾驶飞机

系统。 
 

• 需求分析 
• 平台的选择 
• 使用的开发方法 
• 培训课程开发 
• 支持计划的习惯 
• 地面人员培训 
• 服务程序的开发 
• 持续适航维修系统 
• 通过培训和改进的工具类FMS

模拟器（全任务模拟器） 
• BSP认证  



 
 

  我们专注更多的行业与服
务 
 

• 公共管理 
• 安全 
• 投资和建设 
• 电信 
• 房地产 
• 林业 
• 能源 
• 大地测量 
• 控制与遥感 
• 采矿 
• 基础设施 
• 保险 
• 农业 
• 海运业 

您有更多的需求请联系我们 

www.squadron.pl 



      Gumeko公司成立于2012年,该公司是波兰最先进的轮胎和橡胶制品回
收工厂。 
   随着现代物流和通信业的大发展以及不断增长的汽车数量，世界各地

因货物运输量增加而导致的废轮胎产生越来越多，目前在欧洲产生的废
旧轮胎每年约3.8万条。欧盟已经禁止填埋垃圾和废轮胎在垃圾填埋场，
并制定了“生产者责任原则”，即制造商或进口商负责回收轮胎，目前的
回收率为75 %和15 %。制造商由联邦法院实现追究责任，进口商则由回
收组织监督。  

www.gumeko.pl 



整个工艺流程是一个机械加工过程，分为： 分离、切割、压花。回收的

轮胎加工后作为原料进一步生产。整个过程没有化学过程，可实现零污
染、零排放。 



自转旋翼机 

r.zagorski@codengyro.com 

www.codengyro.com 

NOVA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公司专业制造2座超轻型飞行器：自转旋翼机。 并提供飞行
员训练，在波兰北部可提供飞行服务。 

寻找对自转旋翼机有兴趣的专业公司或代理人、经销商，可提供飞行
员训练 

mailto:r.zagorski@codengyro.com
http://www.codengyro.com/


NUADU是一种教育平台。我们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有进步，也会发
现自己的天然潜力。我们的使命是使用技术提高全球教育水平。 

利用AI，我们会用不同的方式对待每一个学生。 

 我们希望NUADU会当成支持学习的最好平台。 
 

NUADU系统的功能： 

•形成性评估 – 每天练习 

•总结测评 – 小考试、测验模式 

•规范性评估 – 参加官方的考试 

•高级分析 – 分析自己的进步、分析缺点 

•K-12内容 – 按照您的水平配资料与练习题 

•AI和机器学习 – 忘掉答案的关键，在NUADU每一个
有道理的答案都是对的。 



NUADU怎么用？ 

1）老师给学生留独特的作业 

2）学生做作业 – 每人的作业都类似，但细节不同，因此每
个人都要独立做作业 

3）NUADU的算法自动给完成的作业打分 

4）每个学生都会得到关于作业的详细报告 

 

NUADU怎么把你的工作变简单？ 

1）按照以前的成绩，老师会给学生留合适的作业 

2）学生做适合他的练习题更愿意学习 

3）有动力的学生更快地学习。 



Trefl SA 是在波兰市场上拼图和棋类游戏的领导者，欧洲三个最大的拼图制造商之一。公司成
立于1985年，超过30年对Trefl品牌的运营，并一直提供优质的产品。 

Trefl SA，不断为儿童和他们的父母一起度过闲暇时光提供新的想法。 Trefl品牌的玩具更加
专注于安全和智力开发。 

该公司在全世界上50多个国家销售自己品牌的和其他优质品牌的产品，例如在波兰、匈牙利
、捷克、斯洛伐克等等,公司员工超过450人。 

在中国和亚洲市场寻找Trefl产品的分销商（高品质的拼图和棋类游戏）。 

寻找在中国制造的创新玩具，并可以在波兰和中东欧地区市场在Trefl品牌下分销。也提供帮
助营销Trefl动画电影制片厂制作的动画片（或能开发这种项目的投资伙伴）。 

寻找准备在波兰市场推出自己产品和自己的品牌的中国公司，Trefl可为其提供推广的服务。  

www.tref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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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ectric Vehicle Poland有限公司隶属1989年成立的波兰资本控股集团（Holding 

1）。根据波兰最具影响力的商业杂志“Rzeczpospolita”的统计数据，目前
Holding1在波兰500强企业中排名第152位。 事实上在过去的15年中，我们一直位
居波兰500强企业之中。 

 

Holding1公司主要经营以下业务： 

 

• 汽车销售市场： 

PGD集团- 13个品牌的授权经销商， 

在波兰全国各地设有汽车销售门店。 

IP集团- INIFINITI高级汽车品牌在 

波兰的独家经销商，在波兰一线城市 

拥有六家销售门店。 

Euromotor - 是 在 斯 洛 伐 克 的 诸多 

 车 型 品 牌 经 销 商 。PGD集团和IP集团在波兰共有41个销售门店。在波兰年度新
车销量超过20,000辆。 

 

• 汽车租赁与管理市场 

Express - 乘用车和货运卡车日租赁与常年租凭业务。 

Traficar公司- 波兰标志性汽车共享公司，提供从分钟到数日的汽车租赁服务。 

 

• 房 地 产 开 发 

Megapolis公司–投资住宅与商业房地产。 



  Holding1新投资于Electric Vehicles Poland (EVP) 公司，为波兰电
动车产业铺平道路， 公司专注于电动汽车销售与相关服务。 

EVP 2018年在波兰市场推出中国汽车品牌Zhidou，并在波兰设立微
移动行业。 

我们不仅仅是一个商业实体，同时也是一群创新追求者。 我
们热衷推动中欧国家的电动汽车革命。 

波兰市场概况： 

汽车租赁市场：125 000 000 欧元 

汽车销售： 660 790辆（2018年） 

政府补贴：M1类电动汽车补贴最高5000欧元。 

其他的刺激措施：公交专用道，免费停车，电动汽车折旧额最多可
达30 000欧元欧元。 



Chopin TK成立于1995年,公司专门为滨海省地区客户提供电视运营
服务。目前公司提供超过180个数字电视频道，包括60个高清频道。
公司还拥有独立的电视节目：“你的海事电视”，内容主要包括社会、
地区文化、政治、新闻等。 本公司也为城市中心、市政厅和楼宇建筑
提供监控摄像服务系统。 

 

公司正在寻找电视管理与控制系统（HFC，fiber）、监控摄像系统、

电缆调制解调器等更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来帮助我们提高公司的服务
和产品质量，而更好的为客户服务。 

www.tkchopin.pl 



我们正在寻找类似产品和系统的制造商：安全系统、
家庭自动化、监控系统（摄像机等）和可视门铃，也
可以在波兰或在欧盟市场提供代理服务。我们也有可
以在波兰生产半拆装的高科技产品（或在欧盟其他国
家投资生产）。 

www.eura-tech.eu 



公司是专门从事在一般建筑和工业建筑领域，
制造和安装高压电流和低压电流、电缆，而且
对工程总承包也有所投资，寻找资本伙伴。 

www.pp-orle.com.pl 



公司正在寻找工具行业的合作伙伴，特别是对在波
兰经销工具产品感兴趣的公司和个人投资者。 

http://www.rotor.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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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