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务咨询热线 /Tel：400-700-1516
邮箱 /E-mail：international@yingkelawyer.com
盈科中国：www.yingkelawyer.com
盈科国际：www.yingke.com

YINGKE

Poland
盈科波兰

YINGKE Poland
盈科波兰办公室
盈科波兰办公室设立于 2009 年末，其团队由经验丰富的法律顾问和税
务顾问组成。我们的团队成员包括波兰领先律所的创始合伙人，以及
波兰最大的律所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律师的丰富实务经验，
保证了我们可以提供同行业最高水准的法律服务。与当地律所相比，
我们显得与众不同。我们了解中国的法律、文化，我们会量身为每一
位客户定制最适合的服务方案。
盈科波兰办公室拥有 25 位律师和税务师，并设有华沙、波兹南和格
但斯克三个办公室。2013 年，盈科波兰办公室进入了当地律所评级
机构 Rzeczpospolita 排名的前列。此外，盈科波兰办公室的合伙人
Andrzej Springer 因其在仲裁方面的出色表现，受到了钱伯斯法律评
级机构的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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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AS OF EXPERTISE
执业领域

能 源
盈科波兰办公室的律师在为能源公司（包括电力、热力、天
然气、矿产和可再生能源企业）提供法律服务方面有多年的
经验。我们提供能源法、反垄断法和政府采购法方面的法律

公司法
○为公司提供常年法律顾问服务；
○为企业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和公司文件起草服务，包括管理委员
会、股东会决议、股东协议等；
○为公司重组及分立提供法律咨询及文件准备服务；
○各类商业合同的起草和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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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主要包括：
○为能源公司的关税申报提供咨询，提供“波兰能源管理机构”
和“波兰竞争与消费者保护协会”相关审批程序咨询；
○为天然气、热力和电力系统的设计和施工工程提供咨询
○为可再生能源领域投资提供咨询
○帮助申请生产、贸易、输送、分配以及燃料和能源的储存方
面的政府许可

○公司的设立、清算服务；

○对能源开发项目进行法律尽职调查；

○为股权并购、资产并购的买方或卖方提供服务；等。

○为能源公司提供商务咨询服务，包括重组及并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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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咨询

反垄断法

盈科波兰办公室拥有多位经验丰富的税务专家，可以为国际和波兰本地企业提供

根据波兰竞争法的规定，企业的经营者

全面的税务咨询服务。

集中行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限制竞

○代理涉税诉讼案件；

争行为（如误导性广告、对比广告等），

○就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增值税、交易税、房地产税、消费税和其它税种

会受到波兰竞争与消费者保护办公室的

提供税务咨询；

监管。我们可以代表客户主动进行申报，

○提供综合税务评估服务，以协助客户减小税务风险并实现税务最优化设计；

或代表客户对市场上其他企业的行为进

○为企业提供税务合规服务，例如，就公司应履行的税务责任（包括增值税、所

行举报，也可以就其他企业提起的举报，

得税和其他税种）提供咨询服务；

代表客户进行抗辩或上诉。具体地说，

○对客户的商业合同进行分析，以期降低税务风险，达到合理避税；

我们的服务包括：

○针对并购交易提供咨询服务，提供税务最优化设计；

○就经营者集中行为（特别是并购交易）

○就转移定价提供咨询和协助；

提供综合性服务，包括并购前评估，代

○为在波兰进行商业活动的客户提供税法培训；等。

表客户向波兰竞争与消费者保护办公室
主动申报，或代表客户进行与反垄断申

诉讼和仲裁
我们的律师可以在争议解决的各个阶段为客户提供服务，从调解、和解谈判，直

○根据竞争法的有关规定，就客户的价格

至代理客户参与完整的法律程序。我们代理各种类型的案件，包括：

政策、优惠体系以及财务支持计划提供

○调解、和解谈判；

建议；

○诉前保全程序；

○就企业因其他市场参与者的限制协议或

○代理客户在波兰法院（包括民事法院和行政法院）的诉讼案件；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而引起的损失，

○代理仲裁案件；

向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及解决方案；

○破产及重组案件；
○代理刑事案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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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相关的司法上诉程序；

○就企业因不公平市场行为而受到的影响，
向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及解决方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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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EXPERIENCE
主要业绩
我们为本地大型公司和国际公司提供领先的法律和税务咨询服务。
我们的重要客户包括：

○为徐工集团在波兰的并购项目提供服务；
○代理中国石油技术开发公司在波兰的多个投标项目；
○为 TKP（上市公司）并购 ELCOM PLC、ELPAN PLC 、ICP PLC、KOMA 项目提供服务；
○为 ELTEL NETWORKS 和 TKC 的合并提供法律服务；
○为波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PGNIG）提供常年法律和税务服务；
○为波兰 SABMiller 提供常年税务服务；
○为某波兰上市投资基金提供常年法律和税务服务；
○为 Wielkopolska Grupa Gazownicza – PGNiG（国有天然气公司）提供常年法律服务（包括政府采购、管
线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评估等相关服务）；

○代理波兰领先的电信运营商 Netia S.A 进行多项诉讼，包括多个政府采购合同纠纷，及 Netia S.A 与
Telekomunikacja Polska S.A. 因延迟履行 BSA 合同所产生的纠纷；

○为波兰创业公司协会（PZFD）提供法律服务，包括提供反垄断法相关服务；
○为多个客户提供房地产交易和投融资服务，包括售后回租项目（客户包括 Fortis Lease Poland、Centrum
Development and Investments Poland、 LC Corp S.A.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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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M MEMBERS

Andrzej Springer
律师，盈科波兰办公室合伙人

主要团队成员

成为该律所合伙人，负责管理诉讼仲裁部。

2001 年至 2009 年期间，Andrzej 律师曾就职于波兰某大型律师事务所，并于 2005 年

Andrzej 律师的主要业务领域为，为电信公司、金融机构、建筑承包商提供长期法律顾
问服务和诉讼代理服务，以及代理客户的行政诉讼案件，特别是关于不正当竞争、建筑法、
电信法以及政府采购法方面的行政诉讼案件。在长达 10 年时间里，Andrzej 律师一直
在为某波兰建筑公司投资体育设施的项目提供常年法律顾问服务，包括报价准备、参与
公开投标、政府采购法领域的诉讼、建筑合同的履行及相关诉讼、针对合同违约的抗辩，
以及雇员工伤赔偿案件。目前，Andrzej 律师正在办理多个投资者和承包商之间就履行
建筑和设计合同所产生的有关付款、损失赔偿、合同违约金的诉讼和仲裁案件。

Juliusz Wojciechowski
税务顾问，盈科波兰办公室合伙人
Monika Hałupczak
律师，盈科波兰办公室管理合伙人

Juliusz 律师自 1999 开始为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工作。2001 年至 2009 年期间，他在普

Monika 律师长期为上市公司、投资基金、租赁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提供法律服务。她

通过长期为跨国公司和当地公司提供服务，Juliusz 律师获得了丰富的执业经验。他参与

的主要执业领域包括：资本市场、并购、私募基金、外商投资等领域。由于其长期的公

了很多公司的税务评估和优化项目。他曾为众多跨国公司提供了所得税、增值税等方面

司管理经验，她亦专长于对公司的运营和内部治理给予咨询指导。Monika 律师曾主导

的最优化税务架构设计。

华永道工作并且负责波兹南和格但斯克的税务部。

过众多公司的跨国并购、波兰国内上市、私有化、公司分立、合资企业设立、公司重组
和融资项目。自加入盈科以来，Monika 律师已为众多中资企业在波兰的投资项目提供
过服务。
Monika 律师自 1998 年开始为大中型企业提供法律服务。2001 年至 2009 年，她就职
于波兰某大型律师事务所，并于 2007 年成为该律所的合伙人。2009 年至 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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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yszard Bartkowiak
律师，盈科波兰办公室合伙人

她担任某私募基金的总法律顾问。该基金主营风力发电项目，Monika 律师因而获得了

Ryszard 律师自 2000 年开始为大中型企业提供法律服务。2001 年至 2009 年期间，

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行业的从业经验。

他就职于波兰某大型律师事务所，并于 2005 年成为该律所合伙人。

Monika 律师曾任上市公司 Elektrim S.A.、 NFI Black Lion S.A 的董事会成员和公司

Ryszard 律师通过为上市公司、投资基金、租赁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以及房地产公司提

代表人，并曾担任国企 Ruch SA 的公司代理人，其间她负责了该公司的首次上市（IPO

供法律服务，获得了丰富的专业经验。Ryszard 律师的主要执业领域为公司法、商法、

金 额 为 2.6 亿 波 兰 兹 罗 提）。Monika 律 师 还 是 以 下 公 司 的 监 事 会 成 员：Elektrim

房地产法方面的法律服务，且对以下领域尤其擅长：资本交易、企业并购、组织联合投

Telekomunikacja S.S.、Rafako S.A.、 ZE PAK S.A.、 Qumak Secom S.A.、

资项目、房地产的售后回租以及其它形式的融资、商品房的商业化和销售，以及为公司

ZASTAL S.A、 Scanmed S.A.。

的合规和内部治理提供长期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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