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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已经拥有了会展行业强劲发展所应具备的所有条件：顶尖水准的酒店、大量的会议和展览场地、良好的交通设施

及各种专业会议组织机构、DMC 和波兰会议局的支持，这些都确保了会议活动的成功举办。在 2020 年发布的 ICCA（国

际大会及会议协会）国家排名中，波兰全球排名第 19 位，是中东欧地区唯一进入榜单前 20 的国家，无疑是该地区会奖旅

游目的地的首选。

Poland already has all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the 

strong development of the MICE industry: top quality hotels, 

a large number of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 venues, good 

transportation facilities and the support of various professional 

conference organizations, DMCs and Poland Convention 

Bureau, all of which ensure the success of the conferences. 

In the ICCA country rankings released in 2020, Poland ranked 

19th in the world. It was the only country in the top 20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t is undoubtedly the first choice 

of the MICE tourism destination in the region.

◎ 供稿 / 波兰旅游局

因为目的，出行更精彩商旅目的地 MICE Destination

波兰，中东欧会奖市场的领头羊

Poland, the market 
leader of MICE 
industry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波兰：“欧洲经济的发动机”

近 30 年来波兰的 GDP 增速在欧洲一路领先，外国投

资持续高位增长。根据世界银行《2020 年营商环境报告》，

波兰的营商环境全球排名第 40 位，为中东欧国家之首。去年，

波兰在中东欧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数量排名最高，在欧洲排

名第七。尽管在新冠疫情期间经济倒退不可避免的，但从长

远来看，专家预期波兰经济基本不会有损失。欧盟委员会预

计，2020 年波兰的经济衰退只有 4.6%，这将使波兰成为欧

盟经济衰退最小的国家。

华沙科学文化宫 图片来源：华沙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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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与中国建立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近年来两国

经贸与旅游交往持续攀升。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国

家和交通枢纽，波兰是中东欧 16 国中体量最大、经济最发

达的国家。目前在波兰大约有 1000 家中资企业，包括广西

柳工集团、TCL 集团、华为、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中国

的企业逐年增加，而来自中国的公商务游客数量也正快速上

升。以波兰著名的凯尔采国际展览会为例，2017 年有 57 家

中国参展商，2018 年展商数量发展到 142 家，2019 年则

增至 286 家。

波兰位于欧洲的心脏地带，首都华沙可直飞世界 256 个

目的地，使得华沙成为超区域航空枢纽。目前波兰与中国有

两条直飞航线（北京-华沙），航程约9小时。波兰的主要城市，

如克拉科夫、格但斯克、弗罗茨瓦夫和波兹南均有国际航线

联结。此外，波兰在华已设立 15 个签证中心，极大方便了

游客的送签申请，吸引了愈来愈多中国客人探访波兰。

波兰会奖市场迅猛的增长势头，得益于在基础设施上的

投资，见证了场馆接待能力的持续改进。波兰将为您呈上传

统与现代相结合的会议与商旅体验。除了常规的会议中心和

酒店，还有历史遗迹，如教堂、宫殿、工厂、街头剧院等。

波兰的会议与活动场地兼具功能性与艺术性，其风格折中了

巴洛克到禁欲主义等一系列流派，例如获得 IMEX 外卡项目

承办资格的中世纪风格的莱恩城堡酒店，适用于博物馆用途

的华沙皇家城堡，以及位于格但斯克的哥特式的阿特斯议事

庭，几百年来一直是当地上层人士聚会的首选。

会奖城市掠影 -华沙

华沙正日益成为中东欧地区会议行业的枢纽，拥有大规

模的会展基础设施，其竞争力也依托于独特的历史和文化景

点 ( 华沙老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以及高效环保的公共

交通系统。华沙在 2020 年 ICCA 城市排名位列第 34 位，

为波兰之首。该市每年举办 25000 项商务活动，约占波兰

会奖市场的 45%，有 91 处举办会议和活动的重要场地，31

个酒店可以承办大型会议，41 处其他类型场地，包括博物馆、

剧院、大学会议室。

华沙拥有大量的四星和五星级酒店，床位超过 16000

张，是这座城市的巨大资产和优势。大多数高端酒店集中于

市中心，众多国际连锁酒店包括雅高、希尔顿、洲际、万豪

和喜达屋，以及多家本土酒店集团都在华沙。值得一提的是，

波兰酒店以超高性价比享誉欧洲，以华沙为例，其 5 星级酒

店住宿的淡季均价约为人民币 800 元。

科学文化宫是华沙市中心的地标性建筑，被称为“斯大

林的礼物”，它建成于 1950 年代，高度 230 米，是波兰目

前最高的建筑。科学文化宫也是举办各种商务和文化活动的

中心，从 150 平米到 1200 平米的大厅，可容纳从 50 人到

4000 人的会议和活动。参观路线包括地下迷宫，宴会厅，

综合会议厅，以及后台 - 勃列日涅夫的休息室。在 30 层的

观景台上可以俯瞰独一无二的华沙全景。

可容纳 58000 人的 PGE 国家体育场是波兰最大且最现

代化的体育馆，2012 年欧洲杯的举办地。在这块场地上，

球迷们见证了莱万多夫斯基等球星许多梦幻般的进球。体育

场的会议中心提供设备齐全的会议室，可同时举办多种会议，

位于市中心和维斯瓦河畔的出色地理位置，使 PGE 体育场
波兹南城市风光 图片来源：波兹南旅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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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波兰和欧洲最重要的商业场所之一。

会奖城市掠影 -克拉科夫

克拉科夫是小波兰省的首府，曾经是历史上的首都和

王宫所在地，如今是波兰最受青睐的旅游观光地，完整保存

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城风华。老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超过

40 年，相信你会对它一见钟情。在欧洲会议行业的版图上，

克拉科夫正成为一个认知度越来越高的品牌。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世界遗产大会在克拉科夫 ICE 会议中心举行，表明克拉

科夫有能力举办世界水平的会议活动。

克拉科夫是波兰第二大城市，也是知识、教育和文化

中心，科技行业极为发达，被称为波兰的硅谷，具有良好的

形象和巨大的发展潜力。2019 年，克拉科夫共举办 8400

场商务会议，包括 1800 场国际活动。克拉科夫与其所在的

小波兰省有 300 多处会议设施，62 家 4 星及 5 星级酒店，

5000 多个床位。在克拉科夫，过去和现在和谐共融，丰富

的艺术、文化和商业场景创新互补，不断发展。这里既有酒

店、展览中心和博物馆等现代化会场，也有以维利奇卡盐矿

为代表的独一无二的活动场地。

距离克拉科夫十几公里的小镇，有着维利奇卡盐矿，是

波兰国家的瑰宝，也是欧洲最古老的一座富盐矿，1978 年

被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如今已开辟为古盐矿博物

馆，供游人参观。维利奇卡盐矿不仅是著名的旅游景点，而

且是组织商务活动的独特场地。盐矿内有从 58 到 680 平方

米的会议室和宴会厅，配备最先进的设备，适合各种类型的

会议、培训、宴会及公司活动，可举办700人的大型商务会议。

盐矿有餐厅，可提供高品质的餐饮服务。最神奇的是，矿内

还有疗养中心，通过微气候对人的生理机能产生作用，可以

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特别是哮喘和过敏性疾病。矿中还有许

多景点，可以组织客人参观旅游路线、矿工路线，或乘船探

索地下盐湖。

会奖城市掠影 -波兹南

波兹南位于华沙与柏林之间的心脏地带，是一座充满活

力的城市，也是波兰国家的发源地。波兰第一位统治者，波

列斯瓦夫一世，把波兹南作为波兰的第一个首都，并于 966

年把基督教定为国教。波兹南也是波兰最重要的会展之都。

近年来在波兹南会议局的支持下举办了诸多活动，证实了该

市在商务旅游市场上日益强大的地位：2016 年第 24 届世

界政治科学大会（3000 人）、2016 年世界牙科大会（16000

人），以及 2019 年西巴尔干首脑会议（1000 人）。

波兹南的成功之道，主要得益于波兹南会展中心，该中

心能够组织大型会议和活动，其设施提供16000平方米会议、

展览和开放空间，以及可容纳 2000 人的音乐厅。会议中心

位于波兹南国际展览会的场地上，靠近机场、酒店和许多老

城区的美食餐厅。

波兹南国际展览会是中东欧最有影响力的国际展会，有

近百年行业历史。每年主办展览会 72 场，吸引超过 11000

家参展企业和一百万观众，覆盖整个中东欧市场。波兹南

国际展览中心有 16 个展厅，共计 11 万平方米。每年在这

里举办的众多展览会有极高关注度，在中东欧规模最大的

展会包括：BUDMA 建材展、ITM POLSKA 工业博览会、

GARDENIA 园 艺 展、MEBLE POLSKA 家 具 展、Polagra 

Premiery 室内农机展、POLAGRA 食品及食品加工展等。中

国企业对波兰市场的关注度与日俱增。2017 年有 86 家中

国企业到波兹南国际展览中心参展，2018 年（大年，大型

展会两年一届）有 230 家企业，2019 年（小年）有 177 家

企业。

此外，在波兹南市中心还有很多新颖的会议场地可供

选择。优雅的“白厅”位于古香古色的市集酒店（Bazaar 

Hotel）内，是波兰最美丽的宴会厅之一。Concordia Design

大楼是一个后现代工业风格的活动空间，前身为印刷厂。所

有会场距离老城市集广场和酒店仅有几步之遥。

疫情之下支持会展行业复苏的措施

波兰的会议组织者热切期待恢复线下活动，并对为客户

提供场地抱有很高的期望。为了推动会展行业复苏，波兰旅

游局与波兰防疫总局通力合作，正在波兰推行“住宿和会展

设施安全证书”，确保通过认证的会议场地、酒店、餐厅和

旅游景点的卫生安全。疫情期间，为了方便业者了解波兰，

“波兰会奖旅游线上考察”项目于去年上线，其中包含 9 个

城市的会议场地、主要景点等信息，官网 www.pot.gov.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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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online-site-inspection。

在疫情恢复过程中，会议活动的灵活性和风险管理非常

重要。针对这种需求，华沙旅游局特别推出了以下措施：灵

活的取消政策，2021 年在指定的会议场地或酒店，可提前

60 天免费取消；提供 1 到 2 人的免费现场考察；波兰航空

为会奖活动提供针对性机票政策。

克拉科夫也提供了组织在线会议和线上线下混合会议的

◆波兰塔里法目的地管理公司

推荐人：马驰（Maciej Wójcik）

职务：波兰塔里法目的地管

理公司 CEO

电话：+0048 500015977

邮箱：china.office@tarifa.pl

推荐理由：波兰位于欧洲中

心，近 30 年来 GDP 一直保持强

劲增长，成为中东欧首选的外国投资目的地和重要的商务

旅行节点。您的波兰之行，当然不可错过波兰首都华沙，

全国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中心，华沙老城是独一无二的

历史和文化景点；克拉科夫是波兰民族的发源地，以其珍

贵的文化历史遗迹和高速发展的科技行业享誉世界；格但

斯克附近有波罗的海地区唯一的深水码头 DCT，是欧洲

地图上最重要的物流点之一，这座千年古城在华屋美厦的

装点下，洋溢着浪漫的色彩。

7 日华沙、波兹南、格但斯克精品线路

D1. 华沙：瓦津基皇家公园 - 肖邦博物馆 - 肖邦学院

D2. 华沙：科学文化宫 - 华沙起义博物馆 - 华沙皇家

城堡 - 乘波兰古董车城市观光（华沙老城区）

D3. 华沙：华沙国家博物馆 -Polish Your Cooking 美

食工作坊 - 伏特加博物馆 - 老城区观光

D4. 波兹南：乘 VIP 小客车前往波兹南 - 波兹南市政

厅 - 老城集市广场 - 马铃薯博物馆

D5. 波兹南：帝国城堡 - 城堡公园（城市游戏）- 爱

乐乐团音乐会

D6. 格但斯克：乘 VIP 小客车前往格但斯克 - 格丁尼

亚城市观光 - 索波特观光

D7. 格但斯克：摩尔托瓦河上巡游 - 西盘半岛观光 -

琥珀博物馆 - 格但斯克莎士比亚剧院

◆波兰正大商旅

推荐人：李建华

职务：波兰正大商旅总经理

电话：+48 884343668 （波兰）

+86 18686867006 （中国）

邮箱：info@zhengdashanglv.com 

官网：http://zhengdashanglv.com

推荐理由：华沙作为波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现代

化的步伐下仍然保留了大批欧洲的传统文化遗产，此路线

可以让您亲身感受一个中东欧文化大国的兴衰历史、璀璨

的文化和顽强的意志。肖邦的钢琴曲和居里夫人博物馆等

波兰杰出代表人物纪念活动也涵盖于我们的行程之中。

商务会奖华沙精品线路

D1. 北京飞往华沙

D2. 布展

D3. 会展活动＋公务

D4. 会展活动＋公务

D5. 华沙古城：齐格蒙特三世国王纪念柱 - 圣约翰教

堂 - 美人鱼雕塑 - 居里夫人博物馆 - 圣十字教堂 - 哥白

尼雕像 - 肖邦公园（瓦津基公园）- 瓦津基宫

D6. 华沙：维拉诺夫宫 - 肖邦音乐博物馆 - 肖邦故居 -

市中心倾听肖邦纪念演奏

机会。最大的会议设施是 ICE 会议中心，金牛竞技场和克拉

科夫展览中心，当地的会议公司有能力组织世界级的在线活

动。2020 年举办的“Open Eyes 经济峰会”吸引了来自 27

个国家的 3000 名与会者，这次大会获得了“Conventa 最

佳活动奖”，新欧洲地区最佳活动的年度奖项和数字活动类

别的第二名，因此成为去年中欧地区最佳混合会议活动和最

佳会议之一。 L Y
HZ

线路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