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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财年社会影响力投资总额（单位：港币） 2017-2018财年志愿服务和公益专业服务（单位：小时）

2017-2018财年社会影响力投资

员工资金捐赠

德勤中国资金捐赠

志愿服务和公益专业服务（包含管理成本和其它费用）

基于技能的志愿服务

公益专业服务

传统志愿服务

作为专业服务机构，我们采用“社区投资评估体系”开展社区投资。该体系使用全球公认的伦敦基准集团模式，帮助

事务所调整社区投资决策，使其符合我们的优先关注领域、技能和经验。同时还能指导基金会根据基准评估已完成项

目的成果与既定目标是否匹配。

我们将继续完善“社会投资回报”分析工具，并将德勤公益基金会作为整合员工志愿服务与公益专业服务机会的平

台，解决当地社区具有挑战的社会问题。

2017财年
31,046,897

2018财年
35,051,284

2017财年
30,091

2018财年
32,928

2015财年

20,645

2016财年

26,998 6,452

5,245

7,123

17,251

21,232

5,717

2015财年

2,800万港币

2016财年

3,400万港币

584,782

33,965,442

1,249,840
740,160 501,060

29,056,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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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成长陪伴计划

在中国，697万留守儿童居于偏远农

村，他们的父母为了家庭生计不得以离

开年幼的他们。在本该被父母呵护的年

纪，幼小的心灵缺少了情感上的关爱，

跃动的思想需要引导和启发。

“德勤成长陪伴计划”关注留守儿童的

心理和成长，他们正处在性格与意识形

成的阶段，有效的陪伴和交流，能够引

导孩子以阳光的姿态步入纷繁的社会。

项目以“陪伴”为核心，采用“互联网

+公益”的形式，志愿者通过线上平台

视频通话的方式，打破时间与空间的限

制，与身处偏远地区小学的4-6年级留守

儿童开展每周30分钟的远程视频交流。

项目采用两名志愿者陪伴一名儿童，关

怀他们度过3年的成长时光。在线上陪

伴之外，项目还会开展每年两次的线下

实地探访，通过“第三课堂”、“嘉年

华”等互动活动，把关爱和欢乐带到学

校，带到所有孩子身边。

从2016年在德勤湖北希望小学启动项目

试点，我们迈出了用陪伴关爱留守儿童

的第一步，在接下来的2017年至2018
年，项目持续完善并逐步成熟。我们

的关爱从最初1所学校扩展到湖北、重

庆、河北、广东等4个省市的7所农村学

校。参与项目的志愿者也从德勤同事，

拓展到德勤老友以及德勤员工子女，

同时还首次引入合作企业施耐德电气，

共同加入陪伴留守儿童的行列。为了更

加可持续地陪伴孩子们的成长，项目在

设计之初就充分考虑时间和空间因素，

有效地让志愿者利用碎片化时间参与进

来，同时采用线上视频的方式，不限参

与地点，让志愿者可以长期与留守儿童

保持沟通。

项目开展近三年来，共有260名志愿者

用真诚的关怀、积极的引导陪伴134位
留守儿童的成长 。从学校和家长的反馈

来看，孩子们在与人沟通方面有着明显

改善，性格更加开朗，兴趣更加广泛。

倾听你，陪伴你

志愿者陪伴134
位留守儿童共
度3,000小时成
长时光

通过长期持续的陪伴，我们共同见证了

孩子们的成长。

同时，这也与德勤中国即将开展的“智

启非凡”计划不谋而合：利用我们的专

业技术、经验、影响力和承诺，为人才

提供获取教育和培训的途径，帮助他们

进行自我提升和能力培养，实现个人发

展。随着运行模式进一步标准化，我们

期待可以将项目分享给更多企业合作伙

伴，陪伴更多的留守孩子，为他们的健

康成长创造积极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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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希望和梦想绽放光芒

德勤“关爱相传”师友辅导计划

年轻人是未来的社会栋梁。德勤“关爱

相传”师友辅导计划始创于2009年，旨

在为香港的中学生提供师友辅导及课堂

以外的学习机会，同时建立良好的人际

关系和正面的人生态度，启发学生并照

亮他们前行的道路。

高中生面临着许多成长的抉择，很多

时候，他们都期望能有一位友师，

可以聆听并引导他们对未来生涯的

规划。德勤友师不仅向他们分享个人

成长及求学时期的经历，如选科的考

虑、学科与现时工作的关系等，更

分享个人事业的经验，如初入职场时

的适应与调节、职业选择的考虑、友

师现时的个人目标、未来的发展状况

等。在德勤友师以身作则的榜样下，

同学们见贤思齐，奋发向上，以积极

的态度迎接人生的挑战。

德勤“关爱相传”师友辅导计划始于香

港佛教茂峰法师纪念中学，由非政府组

织基督教香港信义会青年职涯发展服务

提供支持。此后，项目更得到香港特别

行政区政府的关注，并纳入了由扶贫委

员会于2016年筹划的跨界别职志师友

计划“友·导向”，令更多人士了解生

涯规划的重要性，并获得各界的支持和

参与。德勤也分别在2016年和2017年
将师友辅导计划扩展到了另外两所学

校——观塘中华基督教会蒙民伟书院和

薄扶林圣公会吕明才中学。

项目开展至今已近十年，有超过300位
参与的同学已从高中毕业。我们欣喜地

看到他们的成长，以及德勤导师们带给

他们的正面影响。最近我们和已毕业的

同学们再次联系，发现他们大多都选择

了从事自己喜爱的职业，并充满热情地

开始他们的职业生涯。更有许多同学选

择在香港、台湾地区以及中国内地完成

他们的大学学业，不少人现在从事医疗

和商业等领域的工作。 每一位年轻人才

都相信自己，并以自身独特的方式绽放

光芒。

随着德勤智启非凡计划即将在中国启

动，“关爱相传”师友辅导计划作为

我们在中国香港的代表性企业责任项

目，致力为青少年赋能。通过这项计

划，我们将持续为中四至中六学生在

个人及职业发展领域提供导师支持，

包括就业准备、软技能（沟通、创

意、应变能力）、技术技能（数字化

学习）及创业精神（创新），助力他们

提升技能，在未来职场取得成功。

项目迈向10周
年，超过300位
同学在德勤友
师影响下积极
迎接人生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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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爱心日 X 公益8小时

2019财年，德勤中国打造“4+1”企业

文化——勇气、创新、包容、美好生活

+诚信为本。作为“美好生活”的重要一

环，为当地社区做出贡献将为德勤同事

的工作和生活体验增添美好的一笔。德

勤中国的“公益8小时”计划也为每位

同事每财年提供8小时的工作时间（一个

工作日）用于从事志愿者公益活动，支

持同事们参与公益，贡献社会。同时从

2019财年起，事务所把同事们对社区的

贡献纳入重塑绩效管理体系，全面地反

映个人的职业发展。

每财年9月、11月和5月举办的“全国爱

心日”也为同事们提供了多元化的志愿

服务机会。2017年至2018年的“全国

爱心日”，共有超过1,900位德勤内外部

志愿者参与了15家办事处举办的96项公

益活动，累计参与公益时间超过7,600小

时。通过为当地社区提供志愿服务，志愿

者们向资源有限的青少年、农民工子女、

残障人士、疾病患者等群体带去关爱和帮

助。其中2018年5月的“全国爱心日”活

动更是在活动数量、参与人数、公益服务

时长方面都达到历年之最，在一个月的时

间里，共有15家德勤办事处举办了23项
公益活动，472位志愿者踊跃参与，累计

参与公益时间高达2,363小时。

我们将继续鼓励更多德勤专业人士关注

并支持公益，共同为当地社区做出贡

献。期待听到更多德勤同事的声音，看

到更多志愿者的行动，让我们一起公益

动起来！

一起公益动起来

超过1,900位德
勤内外部志愿
者参与了96项
公益活动，创
历年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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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德勤企业责任大使”任命

每当“全国爱心日”、“绿保爱心日”、 
“爱心义卖”等公益活动在事务所各办

事处举办时，现场总会活跃着“德勤企

业责任大使”的身影。他们是来自不同

部门热心公益的优秀同事代表，满怀

热情，带领同事们共同参与到公益活动

中，为当地社区发展贡献力量。

2017年11月，第一届14位“德勤企业

责任大使”圆满地完成了他们的两年任

期，将接力棒已交给新一届大使。经由

当地主管合伙人择优选拔，来自15家办

事处、8个不同部门的26位同事被任命为

第二届企业责任大使。他们代表基金会

在各地组织公益活动，参与企业责任相

关会议，最重要的是，他们作为公益榜

样，鼓励并带动更多同事们利用好“公

益8小时”助力公益，共同实现德勤宗旨

中对社区的关注——“因我不同，助社

会成就不凡”。

在你身边的公益榜样

26位第二届大使带领各地同事服
务社区，助力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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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018年德勤公益基金会荣获奖项

中国公益节“2018年度公益集体奖”、“   2018年度公益项目

奖”、“2018年度公益映像奖”

2018CSR中国教育奖“最佳CSR品牌”和“最佳CSR创新奖”

上海陆家嘴年度公益榜“社会责任实践奖”

商界展关怀“连续15年嘉奖”

中国反贫困与儿童发展优秀贡献奖

中国公益节“2017年度责任品牌奖”

蓝天至爱计划·CSR在行动“跨界合作示范奖”

2017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优秀案例“公益创新奖”

我们的行动获得社会的肯定

我们的积极行动荣获公益领域
8个奖项的嘉奖

德勤公益基金会荣获多项企业责任领域

奖项 
从2015年创立至今，德勤公益基金会一

直坚守我们在公益领域许下的长期承诺，

关注并支持中国社会有需要的领域，响应

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推动社会

的进步和发展。三年来，我们在企业责任

领域积极行动，持续开展了“德勤‘关爱

相传’师友辅导计划”、“德勤成长陪

伴计划”等可持续和可扩展的代表性企

业责任项目，同时为德勤同事提供多元

化的志愿服务和捐赠机会，举办“全国

爱心日”、“绿保爱心日”、“爱心义

卖”等公益活动。

随着我们的公益行动日渐具有影响力，

近两年来也逐步得到社会的认可和肯

定，获得公益领域的多项嘉奖。

这些肯定离不开热心公益的德勤同事，

志同道合的企业、慈善组织及人士的共

同努力，也激励着我们继续坚守初心，

坚持信念，坚定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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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公益基金会之歌《因我不同》

德勤公益基金会之歌《因我不同》源自

德勤旋律“Do Re Do”，是在基金会

创立之初，由德勤人自己作曲作词，独

立创作完成的歌曲，充满鲜明的德勤元

素。2018年，这首歌经过重新编曲并拍

摄制作成MV，由德勤同事跨界演唱，

倾情演绎。现在，当你走进德勤北京、

重庆、香港、上海办事处，都能看到这

首公益之歌滚动播放，在德勤年会、新

员工培训等内部活动中，也都能听到这

首歌曲的温暖旋律。我们也把这首歌曲

带到了中国基金会论坛2018年年会中，

将我们对公益的理念和热忱传播给更多

的人。

正如歌中所唱，“德勤公益之心与你同

行，一起用爱心温暖人群。”德勤人在专

业领域奋发向上，努力成为无可争议的领

袖，同时，德勤人怀着热情和爱心，积极

支持德勤公益基金会，践行“助力公益，

因我不同”的承诺。随着这首充满温度的

歌曲的传唱，公益的种子播散到更多人的

心中绽放，我们有能力、有责任、更会用

行动为更多人带去温暖和希望，让更多孩

子“绽放光芒”。

把公益唱给你听

1首歌曲将公益
理念传播给更
多人



9

2017/2018年德勤公益基金会报告  | 赋能一千万人才成就不凡

德勤中国启动智启非凡计划

在全球工业4.0的浪潮下，当今世界逐渐

进入利用信息化技术促进产业变革的时

代，社会对未来的人才素质和技能提出

了新的需求。在 德勤，我们相信通过核

心专业技能的运用，能够帮助人们在第

四次工业革命中发展新的职业技能、提

升教育成果并创造机会，从而发挥最大

的社会影响力。

在日常工作中，德勤积极助力员工以及客

户做好准备，迎接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

进步与繁荣。我们致力于开发领先的业务

解决方案，为客户开拓更为广阔的视野，

并全力培养下一代商业领袖。但这还不

够，全球范围内，仍有众多群体未能紧跟

变革的步伐，数以百万计的人才并未做好

准备，他们缺乏成功所需的教育、技能和

机会，无法充分发挥潜能以实现梦想。

德勤拥有的专业技能和行业知识可以帮助

解决这一挑战，作为专业服务领域的领先

者，我们责无旁贷。

为此，德勤全球推出WorldClass举措，

通过教育、技能和机会，到2030年影响

5,000万人的未来。WorldClass举措与联

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致，特别是可持

续发展目标4“优质教育”，以及可持续

发展目标8“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

作为WorldClass的重要组成部分，德勤

中国启动智启非凡计划。该计划积极响

应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运用德勤的专精

知识和技能，致力到2030年，从教育、

技能和机会三方面，助力中国1,000万乡

村人才与时俱进，开启未来机遇！

德勤公益基金会积极响应德勤中国智启

非凡计划，将与所有德勤同事一道，为

人才提供获取教育和培训的途径，帮助

他们进行自我提升和能力培养，从而有

效利用全球新经济平台实现个人发展和

职业抱负，助力人才在工业4.0时代拥抱

变革，应对挑战！

助力一千万人才的未来

到2030年，从
教育、技能和
机会三方面积
极助力1,000万
人才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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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活动 合作伙伴/资助机构

德勤成长陪伴计划 湖北通山县黄沙铺镇新屋德勤希望小学、湖北十堰郧县五峰乡界牌德勤希望小学、

湖北松滋市卸甲坪土家族德勤希望小学、重庆云阳县�草镇歧阳小学、河北滦平县

付营子镇中心校、河北邢台威县葛寨完小、广东省茂名市高州市马桂镇三角湾六塘

文恒小学、广州映诺社区发展机构、上海哈益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德勤流动医疗服务计划 重庆市涪陵区民政局、涪陵区优抚医院

上海市久隆模范中学德勤奖学金 上海市久隆模范中学

“为爱而走·世界血友病日”慈善健走大会 北京外企志愿者协会

为爱同行·公益健行活动（深圳站） 壹基金

百年农民工子弟学校上学费用资助 梅州市梅县区百年助学公益慈善中心

你读我捐——SNAI校友公益悦读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

杭州市上城区白塔岭社区公益服务活动 杭州市上城区涌泉社区服务中心

杭州市 “春风行动” 杭州市上城区慈善总会

青海省化隆县初麻乡中心小学“春蕾班”资助 江苏省注册税务师协会、江苏省儿童少年福利基金会

龙川县鹤市村精准扶贫脱贫捐款 广东省注册会计会协会

天津市注册税务师同心服务团扶贫助困活动 天津市税务师同心服务团

爱上阅读，为爱涂鸦 北京外企志愿者协会、北京华奥学校

华奥学校 财商教育

北京市石景山区华奥学校

走进打工子弟学校：快乐乒乓

中秋节儿童病房艺术陪伴活动 北京新艺动社会工作发展中心

“种一棵小树，绿一方净土”北京市怀柔区树苗植树

从“心”出发——与特殊孩子的一堂创意课

四川都江堰中国海外新建特殊教育学校

大手拉小手，趣味运动会

陪伴空巢老人游民国街追忆历史 重庆两江新区弘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

与特殊孩子快乐健走共庆六一 重庆市南岸区启明星智障儿童康复托养中心

2017年-2018年企业责任项目及参与的公益活动一览（中国内地）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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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活动 合作伙伴/资助机构

羽毛球互动活动

重庆市聋哑学校趣味田径运动会

与聋哑学生爱心户外互动 (探索大自然/安全急救措施)

“拥抱天使，海好有你”福利院探访+海边清洁行动

大连社会福利院

大连福利院回访

聚汇才智 益享未来-财商课 大连市爱纳孤独症障碍者综合服务中心

慧灵农场健康有机种植活动

广州慧灵智障人士服务机构

与心智障碍者一起做烘焙

走进校园，挖掘粤语小天才 广州映诺社区发展机构

"京杭大运河沿岸护水帮困"活动

自闭症儿童关爱活动 杭州启明星自闭症康复中心

与孩子一起公益阅读 杭州市上城区六和青少年阅读服务中心

党西回民小学支教 济南市党西回民小学、山东大学梦想旅游支教团队

秀山小学支教 济南市秀山小学

与喜憨儿一起做烘培 爱德慈佑院

“你并不孤单”关爱自闭儿童陪伴活动 南京市玄武区特殊教育学校

苗苗阅读 上海多阅公益文化发展中心、上海市民办航头小学、上海市宝山区益钢小学、上海

市浦东新区民办康桥工友小学、上海市闵行区民办文馨小学

“爱我生命之源”海滩清洁行动 上海仁渡海洋公益发展中心

“德艺芳馨”孤独症儿童花艺关爱课 上海蓝丝带孤独症关爱中心、花布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第一反应”急救工作坊 第一反应

“走出学堂，爱心相伴”非常学堂之儿童医院(共庆六

一/中秋)
深圳市儿童医院、深圳狮子会非常学堂

“再皂福”肥皂再循环制造 再皂福

“万花筒”打工子弟陪伴学堂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街道万花筒志愿者服务中心独居老人/残疾儿童亲情陪伴

一滴水的环保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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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活动 合作伙伴/资助机构

“墙上的餐桌” 爱心餐食(共庆中秋/端午) 天津王燕清餐厅

托养所慰问与陪伴特殊儿童 (共庆端午) 天津阳光家园启智托养所

“关爱儿童之家”公益活动 联合之路

特殊儿童陪伴活动 武汉禧乐儿童康复中心

项目/活动 合作伙伴/资助机构

德勤“关爱相传”师友辅导计划 基督教香港信义会青年职涯发展服务、佛教茂峰法师纪念中学、中华基督教会蒙民

伟书院、圣公会吕明才中学、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扶贫委员会——“友•导向”师

友辅导计划、救世军

生涯之旅：模拟社会游戏 基督教香港信义会青年职涯发展服务

社会公益黑客松&NGO战略规划工作坊 Asian Charity Services

阅读妈妈计划 阅读妈妈

乐施毅行者2017及2018 乐施会

澳洲会计师公会慈善赛2017及2018 澳洲会计师公会、香港防癌会

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公益关爱日2017及2018 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匡智会、香港防癌会、禧福协会、仁人家园、香港认知障碍

症协会、香港伤残青年协会

渣打香港马拉松企业挑战赛事2018及2019 奥比斯、香港残疾人奥委会暨伤残人士体育协会 

社会效益分析培训后讨论工作坊 香港社会效益分析师学会 

认知障碍症——丽智同路行计划 玛丽医院、香港仔坊会社会服务、圣雅各布福群会

儿童医院共庆中秋节活动 大口环根德公爵夫人儿童医院

新春探访 玛丽医院

食物回收及援助计划 惜食堂

盛食当灶 油街实现、文创移动

海滩清洁挑战 Ecovision

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义工服务 思培基金

世纪足球公益慈善赛 黎炳昭艺术发展基金

成功战衣回收计划2017及2018 Asia Securities Industry & Financial Markets Association (ASIFMA) /Women in 
Finance Asia

红十字会“爱心相连”大行动 香港红十字会

2017年-2018年企业责任项目及参与的公益活动一览（中国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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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活动 合作伙伴/资助机构

腾讯公益平台透明度管理提升 腾讯公益平台

香港十大杰青年选举——甄选顾问2017及2018 国际青年商会香港总会

香港复康力量在“职”达人——评选顾问2017及2018 香港复康力量

公益审计项目（中国内地）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

深圳市国际交流合作基金会

上海思麦公益基金会

湖北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华润慈善基金会

百年农工子弟职业学校

湖北省谈笑公益慈善基金会

公益审计项目（香港）

乐饷社 

心理健康及教育协会有限公司

玛利诺医药福利会有限公司

容爱基金会

香港小童群益会

苗圃行动 

救世军

基本法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玛利曼小学家长-教师协会

心福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容企有限公司

新界崇德社

柬埔寨儿童基金会香港有限公司

微笑行动中国基金有限公司

公益审计咨询项目（中国内地） 明德公益研究中心

公益税务咨询项目（中国内地） 百年农工子弟职业学校

公益税务咨询项目（香港） 玛利诺医药福利会有限公司

公益风险咨询项目（香港） 无国界医生组织（香港）有限公司

2017年-2018年公益专业服务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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