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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场景驱动的智慧城市

德勤全球网络

在全球，有超过80%
的大型企业选择德

勤，另外，德勤也服务

众多国内企业、政府

机构及跨国企业

在全球逾150个国

家与地区拥有超过

335,000名专业人才

在2020年5月31日结

束的财年期间，德勤

全球成员所总收入高

达476亿美元

德勤是一家全球领先的专业服务公司，业务囊括审计及鉴证、企业咨询、

财务咨询、风险咨询、税务及法务等专业服务。175年来，德勤矢志不渝，

以超凡的凝聚力和杰出的专业力，不断扩大业务版图，服务超过80%的全

球五百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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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中国

审计及鉴证

公开上市服务、中国大陆财务报告、 
香港财务报告、审计咨询服务

管理咨询

战略、分析与并购、数字化客户与

营销、核心业务运营、人力资本、

企业技术与绩效

税务

企业税服务、国际税收服务、转让

定价服务、税务管理咨询服务、企

业并购重组税务服务、研发与政府

激励服务、德勤私人客户服务、间

接税服务、雇主人力资源全球服

务、协力外包服务、商业模式优

化、PPP专业服务

法律*

企业与商事业务、合规与公司治理业务、 
争议解决与诉讼业务、法律管理咨询、私人

客户业务

财务咨询 

并购交易服务、估值与商业模型服务、基础

设施和资本项目财务顾问服务、企业并购融

资顾问服务、企业重组服务、德勤法证会

计、家族企业咨询

风险咨询

会计服务与内部控制、网络安全与战略风险、合

规与法律支持

*法律服务在中国内地由上海勤理律师事务所提供；在香港地区由勤信律师事务所有限法律责任合伙提供。

自1917年进入中国以来，德勤不断拓展和强化专业服务。时至今日，德勤中国网络目前已

在中国大陆、香港、澳门以及蒙古乌兰巴托等25个主要城市设有办公室，从而让广大客户

可以获得来自于超过18,000名专业人员的优质服务。为了协助您实现发展愿景，我们将

提供各类相关服务，帮助您准确预测、合理管控、充分利用市场机遇与挑战。我们以专业

服务为本，秉持“因我不同”的德勤宗旨，着力打造超越商业需求的更高价值，助力客户、

企业、以及社会成就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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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活跃在全球智慧城市 
顶级生态圈层

创新是我们的核心 显著的里程碑 独特的联盟

根据IDC对能力和战略的研究，德勤在智慧城市咨询服务领域已成为全球领导者，

来自于全球智慧城市咨询服务供应商评估

德勤于2016年与全球智慧城市委员会合作，于2017年成为全球首席合作伙伴

2016年1月，德勤与AT&T结成联盟，打造智慧城市

2017年1月，世界经济论坛共同发起智慧城市小组，德勤被选中参与制定“将移动

生态系统带入全球生活”的战略

德勤和消费者技术协会（CTA）正在共同努力，在CES上为智慧城市市场创建专题活

动及高端论坛

在行业洞察能力方面，德勤是智慧城市咨询服务领域全球领导者 ，是全球智慧城市委员会首席合作伙伴

 “我们为拥有德勤的全

球专家而感到自豪。他

们是帮助城市设计一

条个性化的通向更智

慧、更可持续、更有弹

性的未来的专家。”

Jesse Berst
智慧城市委员会主席

• 德勤加入了智慧城市委员会，

这是一个由最顶尖的专家和领

先的咨询和科技公司组成的行

业联盟，旨在加速智慧城市的

发展。

• 作为智慧城市委员会的主要合

作伙伴，德勤将与该委员会的

顾问和成员合作，帮助城市进

行促进可持续经济发展和高质

量的生活的投资，合理地管理自

然资源。

德勤宣布与AT&T达成

战略联盟协议，旨在加

速在全球各城市采用智

慧城市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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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IT架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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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在智慧城市领域具有丰富的
顶层设计和后续规划实施经验

智慧城市支撑层能力规划

智慧城市支撑层能力规划

智慧城市业务规划

智慧城市大数据平台 智慧城市PaaS平台 智慧城市IaaS平台 智慧城市监管平台 智慧城市SLA服务平台

智慧城市

咨询服务

智慧城市

战略规划咨询

智慧城市

业务规划咨询

智慧政务

业务设计

智慧园区

业务设计

智慧环保

业务设计

智慧教育

业务设计

智慧交通

业务设计

智慧养老

业务设计

智慧安防

业务设计

智慧健康

业务设计

智慧招商

业务设计

智慧医疗

业务设计

智慧城市

战略理念

智慧城市

战略定位

智慧城市

需求分析

智慧城市

实现路径

智慧城市IT架构

顶层设计

共享交换体系

顶层设计

智慧城市安全架构

顶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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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oitte’s Smart Places 
Operating System

CitySy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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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Synergy

CitySynergyTM是德勤自主开发的智慧城市运营系统，涵盖了数据安全、数据整合、数字分析与场景模拟、城市数字化指标管理以及核

心的数字控制中心等五大子产品模块，整合城市中各种不同的专业垂直服务领域、物联网和应用，优化城市管理和运营， 协助城市

管理者管理城市的日常活动，协调、响应并制定城市应对方案。

整合不同垂直领域、物联网感知设备和城市功能应用 

实时测量、关联、预测和管理城市事件 

关联和分析城市数据信息，为城市长期发展提供数据驱动的洞察力

产业经济

移动出行 政府及教育

能源与

环境保护 生活与健康

安全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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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里场景

教育场景

治理场景

低碳场景

建筑场景

健康场景

创业场景

交通场景

服务场景

智慧未来社区解决方案

德勤咨询智慧未来社区解决方案是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为根本目的，以围绕社区全生活链为服务需求，以人本化、生态化、数

字化为价值导向，以未来邻里、未来治理、未来教育、未来健康、未来创业、未来建筑、未来交通、未来低碳和未来服务九大场景的创

新场景力构建和智慧化手段实现落地服务为核心理念，以智慧未来社区数据运营平台为载体，以系统集成架构和场景定制化开发为

关键方法的端到端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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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场景驱动

 

服务关键价值：

德勤活跃在全球智慧城市顶级生态圈层，是智慧

城市咨询服务领域全球领导者和全球智慧城市

委员会首席合作伙伴；

德勤具备智慧城市未来社区顶层规划、实施到运营

完整生态体系的全领域实战经验；

德勤是“城市数字化”开发的领先实践者，融合人

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5G等前沿技术，导入全

球优质资源，致力场景自主创新，聚焦详细设计和

功能开发，真正实现智慧化场景的落地实施。

服务应用场景：

德勤从顶层规划角度切入，与客户携手共同推动智慧城市未来社区的全生命周期建设，以集约空间布局作为基础，实现社区功能的

智慧互联。未来社区配套设施集成共享，打造亲善融合的生活社圈。未来社区智慧应用的持续技术迭代，打造绿色、低碳、节能、循环

的发展模式：

需求调研分析—发展趋势分析、现

状分析、需求调研分析

商业运营模式—商业模式分析、 
客户粘性提升研究、运营模式设计

蓝图架构设计—蓝图框架、场

景设计、应用/数据/技术架构设计

盈利模式研究—探索和制定未来社

区盈利模式，关注社区商业发展

试点开发实施—基础能力建设、应用能力

建设和集成对接、数据运营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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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智招商
“勤智招商”是一款在线智能招商引资的咨询报告，本产品可以精准聚焦细分行业中

来自全球的头部企业，并对其中的潜在招引目标进行优先级排序、梳理和对接，帮助

目标客户把控企业所在行业的宏观趋势，从而提升其招商引资工作效率、提前捕捉未

来具备在华投资意向的潜在目标企业，成为其日常招商引资工作的“帮助手册”。

产品为客户创造的关键价值

本资产有望协助招商部门提升常态化的专业招商引资能力，从而转变了对目标行业进行招商引资

的传统思路与方法，对于政府公共事务行业以及产业地产行业理念向“精准招商”改变具备  深远

影响力。

成功案例故事  
“勤智招商”由企业和行业两大底层数据库组成，一方面用户可通过明星企业、重点跟进企业、

潜在关注企业模块对具备招商引资的潜力企业获取详细信息，并进行精细化跟踪；另一方面用户

还可通过行业全景趋势，获悉二级和三级细分行业的前沿趋势，从而指导用户进行精准招商。

产品开发背景或行业痛点  
政府公共事务行业以及产业地产行业的客户希望通过招商引资工作持续引入大量优质

项目落户，但整体信息来源仍然较为单一，目前大多仍借助传统中介信息导入，通过

主动对接手段导入的项目较少且成功率偏低，因此持续在寻求主动出击、精准招商的

有效方法与工具。

数字化赋能精准招商  
– 德勤“勤智招商”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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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炯琳

德勤中国政府及公共服务行业主管合伙人

德勤中国智慧城市业务主管合伙人

clarma@deloitte.com.cn

周立军

德勤管理咨询政府及公共服务行业副总监

judezhou@deloitte.com.cn

潘峰

德勤管理咨询政府及公共服务行业副总监

fopan@deloitte.com.cn

周业良

德勤管理咨询政府及公共服务行业副总监

patrzhou@deloitte.com.hk

杨晓岚

德勤中国政府及公共服务行业经理

chryang@deloitte.com.cn

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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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6 731 8522 8790
传真：+86 731 8522 8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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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高新区交子大道365号
中海国际中心F座17层
邮政编码：610041
电话：+86 28 6789 8188
传真：+86 28 6317 3500

重庆
重庆市渝中区民族路188号
环球金融中心43层
邮政编码：400010
电话：+86 23 8823 1888
传真：+86 23 8857 0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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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市中山路147号
森茂大厦15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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