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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本职业道德及专业行为守则（以下简称“本守则”）将根据当地法律而应用。德勤企业财务实体（包括德勤在中
国大陆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企业财务活动而统称为“德勤企业财务”）的管理层已正式通过本守则以适用于德勤
中国的全体员工。本守则与德勤中国编制及采用的相关守则大致相同，而德勤企业财务是德勤中国的独立企业
财务分部。除本守则另有说明外，“我们”、“我们的”或“本公司”均指在中国大陆及香港的德勤企业财务及其员
工。 

德勤企业财务保留权利，在其认为适当的情况下，以任何理由修改、修订、中止或更改本守则的部分或全部内
容，而无需预先通知、同意或批准。 

德勤中国包括德勤有限公司（一家根据英国法律组成的私人担保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香港及澳门经营的所
有成员所。德勤企业财务是德勤有限公司的成员所/公司（“德勤成员所/公司”）。本职业道德及专业行为守则
与德勤全球执业准则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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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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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成员所合伙人、专业人员及内勤人员应负责认识和了解《德勤全球执业准则》（以下简称“全球守则”）。 

本全球守则已由德勤有限公司及其各成员所采用。*在德勤，我们每天都在努力使我们的客户、我们的人员及
我们的小区因我们而不同。以下承诺彰显了相关利益方对德勤网络成员所人员的期许。 

 

我们承诺为客户提供卓越的服务。 

恪守诚信 

• 我们以坦率和诚实的态度面对与客户所建立的专业意见及业务关系。 
•  我们所提供的服务、拥有的知识及累积的经验都真实可信。 

服务质量 

• 我们致力于通过结合我们的资源、经验及理念的广度和深度协助客户应对需求和解决问题提供优质服务。 
• 我们竭力为客户创造因我不同的结果。 
 
 
 
 
 
 
 
 
 
 
 
 
 
 
 

专业行为 

• 我们遵从适用的专业准则、法律法规并努力避免可能损害本所或我们专业声誉的行为。 
• 我们营造支持客户并推动我们提供优质服务的适当职业怀疑及个人问责文化。 
• 我们了解我们的工作对社会、我们的人员及我们的客户具有广泛的影响，我们在执业中会将他们的利益铭
记于心。 

•  我们致力于赢得并保持公众对我们所从事工作的信任和信心。 

客观 

• 在形成专业结论及提供建议时，我们秉持客观态度。 
• 我们不容许任何偏见、利益冲突或他人的不当影响妨碍我们的专业判断。 
•  我们不收受或索要任何我们有理由认为可能不恰当地影响业务决策或损害客观性的礼物、娱乐或款待。 

德勤全球执业准则

*请注意，德勤有限公司不向客户提供服务，因此，全球守则中提及的客户指成员所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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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能力 

• 我们对客户委托项目谨慎配置具有充分专业素养的执业人员，以满足客户的需求。 
• 我们培育提高我们服务价值和绩效的创新理念。 

公正执业 

• 我们尊重我们的竞争对手，并致力于公正执业。 
• 我们向客户收取的费用应公平合理地反映我们所提供服务的价值及所承担的责任。 

保密、隐私及数据保护 

• 我们按照适用的法律、职业义务及我们的数据管理政策和实务保护并采取措施切实维护我们所持有、取得
及处理的保密信息及个人信息。 

• 我们严禁披露交托给我们的保密信息及个人信息，除非经授权允许或存在披露的法律或职业权利或义务。 
•  我们严禁使用我们客户的保密信息为个人或他人谋取利益。 

我们承诺激励我们的专业人士以创造杰出的价值。 

尊重、多元化及公平待遇 

• 我们营造我们的人员之间尊重、礼貌、公正、促进公平机会的文化和工作环境。 
• 我们鼓励及珍惜德勤内多样化的人才、观点、才能及经验。  
• 我们创建不仅满足个人需求同时发挥人才所长的包容工作环境。 
•  我们不容忍工作环境中的骚扰或不公平歧视。 

专业发展与支持 

• 我们致力于人才投入，发展使他们能够有效履行职责所需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 我们通过对人才、专业发展及支持项目的投入助力我们的人才发挥潜能。 
•  我们向我们的人员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并期望我们的客户也能向我们的人员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 

我们承诺为促进社会积极变革做出表率。 

反腐败 

• 我们反对腐败，既不行贿受贿，也不索贿或允许任何其他方代表我们行贿受贿。 
• 我们全力支持消除腐败和金融犯罪。 

供应链管理责任 

• 我们不容忍我们的供货商、承包商及合作伙伴的违法行为或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 
• 我们通过公平的采购流程筛选供货商。 

社会责任 

• 我们通过与非盈利组织、政府及其他企业合作积极应对地方、全国或全球挑战贡献社会和小区。 
• 我们通过捐款、提供无偿客户服务以及支持我们的人员参加义工等多种方式支持我们的小区。 
• 我们全力支持推动可持续发展，我们尊重人权标准。 
• 我们意识到我们的业务经营及服务提供可能不时会影响环境，因此，我们努力降低可能带来的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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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商业环境使专业服务公司暴露于公众的监督之下，我们的集体价值观（个人、公司及行业的价值观）也
备受考验。 

公司及每一位员工均必须认真对待有关职业道德行为的责任，我们不应将客户、同事及资本市场对我们的信任
视作理所当然之事。因此，我们均应自我督促，择善而行。 

除了市场所固有的风险外，我们也可能面临业务失败或人为错误的风险，但是我们坚信我们的专业人员能够保
持诚信并按最高道德标准行事。 

职业道德守则阐述了德勤的共同价值观和全球守则，并为每一个来自不同背景和专业学科的员工提供了有关职
业道德和专业行为的详细指引。这些价值观及全球守则是本守则的基本组成部分，体现了我们致力于维系公众
信任的承诺。这些价值观及全球守则旨在指引我们以诚实、道德的态度提供服务，并体现最高的专业水准。我
们希望利用这些价值观及全球守则，作为我们与客户、监管机构及我们相互之间，公开、坦诚地讨论我们的责
任的基础。 

政策固然重要，但最终我们的专业操守计划能否成功，仍取决于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每天的工作中需要作出
可能涉及经济、法律、道德等广泛领域的决定。为确保作出正确的决定，我们必须掌握良好的信息并运用最佳
判断。本守则的目的旨在为你提供有利于正确决策的信息、指引及其他资源参考。 

我们希望，大家在阅读过本守则后，能够更好地了解自己在维护公司的道德声誉和标准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以及在公司工作的荣幸和责任。 

 

 

 

 

 
  

我们的价值观、道德守则及专业责任：
我们的声誉紧握在我们每一个人手上 

游少萍 

德勤中国专业操守主管 

曾顺福 

德勤中国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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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的专业操守及法规遵循计划
我们的专业操守计划以德勤全球
守则及价值观为基础。这些价值
观奠定了我们 共有的基本信念，
而全球守则厘定了对德勤有限公
司成员所全体员工的专业行为的
具体标准。 

德勤企业财务的专业操守计划包
含了我们应用于管理道德操守及
法规遵循行为的监管及沟通机
制。 

本职业道德及专业行为守则
（“本守则”）是德勤企业财务
的专业操守及法规遵循计划中最
显著 的组成部分。本守则概述了
我们对德勤企业财务员工专业行
为的要求及期望，并提供了有关
专业操守主管、德勤正义之声及
员工可使用的其他众多资源的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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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理解及遵守的职责 

本公司的全体合伙人及员工都有责任认识、理解及遵守已涵盖全球守则的本守则。倘若任何人作出违反本守则
的行为，可能会为整个公司及全体员工带来重大的风险，此人同时亦会受到纪律处分。另外，某些专业人士可
能因其专业资格须遵守其他的专业行为准则。（例如，注册会计师亦须遵守香港会计师公会（HKICPA）、中
国注册会计师协会（CICPA）或澳门核数师暨会计师注册委员会的专业行为准则、律师必须遵守律师行业的专
业责任准则、持牌人或注册人须遵守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的操守准则） 

报告的职责 

专业操守计划旨在创造一个鼓励大家公开表达相关的职业道德操守及法规遵循问题的环境，并使所有员工具备
一定的能力，指出及报告可能的违规现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通过报告、咨询或其他方式，提出我们所发
现的潜在的欺诈、违法或不道德的情况。当我们发现或意识到可能的欺诈、违法、不道德的行为或其他违反本
公司政策的事件，不论犯事者是我们的同事、客户、供货商、承包商、合作伙伴，或是与本公司有关连或业务
关系的人士，我们都有责任通过适当的渠道报告相关的情况并全面协助调查。 

向谁求助及如何报告 

当面临道德两难境地时，你应当遵行以下道德决策流程： 

1. 识别困境所在，并评估公司、其他方及你本人可能发生的潜在风险 
2. 考虑多种替代行动及每项行动的潜在后果 
3. 决定最佳行动方案并贯彻执行 
4. 评价采取行动的结果-包括不采取行动的结果 
 
倘若不确定应当采取什么行动，你应寻求适当的建议。 

你应当在本公司内寻找一位你认为可倾诉的合适对象，寻求关于专业操守及法规遵循性事项的协助及报告潜在
的违规行为。这名人士是否合适取决于你在本所的职位。这人可包括你的： 

• 直属上级 
• 辅导者 
• 职能部门领导人 
• 办事处领导人 
• 区域的职能部门领导人 

如果他们无法解决你的问题（或者你对于和他们讨论这类问题感到不安）你应当向其他部门寻求协助，例如： 

• 人力资源部门 
• 声誉及综合风险管理部 
• 专业操守主管 

  

我们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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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正义之声在下列情况下你应使用德勤正义之声： 

• 如果你认为通过现有的行政管理系统或其他的报告途径，无法解决有关的专业操守及法则遵循性问题。 
• 如果你对于通过常规渠道进行报告感到不安。 
• 如果你希望就专业操守及法规遵循性问题得到保密的协助。 
• 如果你希望提交匿名报告。 

我们对那些出于善意报告专业操守及法规遵循性潜在违规情况的人，不会釆取惩罚性行
动。 

实用建议：使用德勤正义之声 

德勤正义之声是一项保密的服务，在一年 365天、一天 24小时，及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使用。你可以以匿名或
公开姓名的方式向我们提交报告。德勤正义之声由第三方进行管理，以确保如被要求时，其保密性及不披露举
报人的姓名。 

任何人都可以登陆有关网站或拨打相关电话，以寻求协助或报告有关专业操守及法规遵循性的潜在违规情况。
我们会采取一切合理的措施，对检举人士的身份尽量保密，确保符合最佳商业常规。为了协助调查，我们鼓励
举报人士表明身份。但是，我们同样接受匿名报告，并会尽最大努力进行调查。 

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们的合伙人及员工对其合理认为客户可能存在的、不合法或不
恰当的财务报告或其他商业活动提出挑战。 

 

  

德勤正义之声： 
 
网址：www.deloittespeakup.ethicspoint.com 
电话：以下地区提供免费电话： 
 
香港 
直线电话：打入，请拨 800 901 767 
中国大陆 
直线电话：打入，请拨 400 120 3078 
澳门 
第一步：请拨电话 0 800 111 (无法通过 Skype 接通该号码) 
第二步：接通后，拨打 866 294 8693 
 
呼叫中心配备翻译人员，可翻译包括普通话及粤语在内的超过
120种语言。 
 
*蒙古：请通过网页提交报告 

专业操守主管 
你可以通过电邮或邮寄的方式
将报告（中文或英文）至： 
 
游少萍 
香港金钟道 88号 
太古广场一座 35楼 
电话：+852 2852 6408 
电子邮件：
viryou@deloitte.com.hk 

http://www.deloittespeakup.ethicspoint.com
mailto:viryou@deloitte.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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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免遭报复政策重申本所长期致力于营造一个免遭报复的工作环境，并旨在保护善意报告职业道德、合规性或
其他相关事项或参与职业道德或有关调查的合伙人和员工免遭报复。 

免遭报复的承诺 

我们致力于营造一个促进员工之间进行持续和坦诚沟通的工作环境，且绝不容忍针对任何有下列行为的人士施
加的报复行为: 

• 善意报告职业道德、合规性或其他相关事项；  
• 协助或参与职业道德、合规性或有关调查或程序。 
 

报复：可定义为针对任何善意报告职业道德、合规性或其他相关事项或者协助或参与职业道德或有关调查或程
序的人士实施的任何负面行动。报复的示例可包括但不限于骚扰、恐吓、威胁、胁迫、歧视、或未能反映实际
表现的负面绩效反馈。 
善意报告：是指个人有合理理由认为、觉察或猜测所报告的信息是真实可信的。 
 
事务所所有合伙人和员工均有责任报告涉及报复行为的事项。任何基于合理判断或有依据的怀疑而对实际或企
图实施的报复行为进行的披露或报告都将被认为是善意的（即使随后发现并无充分证据支持该报告）。 

报告程序 

当您认为自己成为报复对象或者知悉实际或潜在违反本所免遭报复政策的行为时，应当遵循下列程序。应向下
列人士之一报告相关的情况或行为： 

• 您的直属上司或辅导者 
• 职能部门领导人或区域职能部门领导人 
• 办公室领导人 
• 人力资源部 
• 专业操守主管 
或通过现有的职业道德报告渠道（包括德勤正义之声） 
 

任何知悉实际或潜在违反免遭报复政策（无论是否已提交报告）的主管或管理层人员均有义务通过现有的本所
职业道德报告渠道举报相关情况。我们并未对涉及报复的报告形式或内容作出规定，只要出于善意即可。报告
可以是口头或书面形式。如果是口头举报，我们会编制一份书面记录概述举报的内容。建议举报人提供尽可能
多的关于报复性事件或行为的信息，例如： 

• 对事件的详尽描述 
• 所涉及人员的姓名 
• 事件发生的日期和时间 
• 事件发生的地点 
• 证人姓名（如有） 
• 支持文件（如有） 
 

免遭报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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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相关人员不应仅因为无法识别证人或无法提供关于报复的充分证据而对是否报告报复行为犹疑不决。 

调查 

我们承诺及时调查所有关于报复行为的报告。如果我们发现该行为属于报复性质或发现恶意举报，我们将按照
当地法律法规采取当前情况下任何适当的行动，最严厉的处罚可包括终止雇佣。 

在确保需要执行充分调查的前提下，应尽可能按照当地法律法规严格确保所涉及各方的保密性。此外，如果个
人在为本所工作过程中，认为客户或者客户的雇员或代理对其实施或企图实施报复，应当遵循相同的程序来报
告该报复行为。尽管我们可能无法针对实施报复的外部人员执行如同本所员工一样的控制措施，但我们仍会及
时核查关于报复的报告并根据具体情况采取适当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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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道德及专业行为守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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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令德勤有限公司成员所的员工团结一致，并籍此建立了一种共同文化。这些价值观是我们永恒的基石，
保证我们永远做对的事、持续获得公众信任、履行对客户的责任及实现对彼此间的承担。 

我们的价值观是： 

1.勇于领先 

德勤不仅引领行业的发展，也在重塑行业的未来。同时，我们致力于创造机会并引领市场实现更大程度的可持
续发展。 

• 定义、塑造及引领行业 
• 做出符合领导者的大胆选择 
• 为客户提供德勤最优质的服务  
• 高瞻远瞩、着眼未来 
• 成为社会影响力的佼佼者 

 
2.诚信为本 

通过秉承职业道德行事及恪守诚信，德勤赢取客户、监管机构和公众的信任。维护信任是我们最重要的责任。 

• 始终正确行事 
• 敢于发声并将德勤声誉视为自己的声誉来保护 
• 维护来自客户、监管机构、我们的员工及公众的信任 
• 在质量上决不妥协 
• 遵循法律和准则的条文及其精神 

 
3.关怀互助 

我们互相关怀，并以尊重、公平、发展和美好生活作为关注重点。 

• 推己及人地领导 
• 负责任 
• 引起共鸣 
• 赏识并奖励优点；培养并发展他人 
• 优先美好生活 

 
4.促进包容 

当我们促进包容性文化并接纳各种形式的多元化时，我们将成为行业翘楚。我们了解这将吸引顶尖人才、推动
创新、并有助于提供全面完善的客户解决方案。 

• 好奇并接受不同的观点 
• 表露想要理解他人如何感知世界的意愿 
• 认识到潜在的偏见并勇敢地加以解决 
• 处理有悖于我们的价值观的行为 

 
 
 

价值观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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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协作共赢 

我们以协作的思维方式开展工作，并在跨业务、区域和技能方面进行团队合作，从而发挥切实的、显著的影响
并成就不凡。 

作为一个团队思考和行动，以交付客户所需的解决方案 
始终发挥切实和显著的影响 
认识关系的重要性 
设立目标并超越预期 
激励自己和他人拓展能力并推动创新 

关于职业道德及专业行为守则： 

本守则反映了我们对所有德勤企业财务员工的期望。本守则如下部分包括专业操守及法规遵循性的标准，涉及
我们对于维持公信力、对客户及对彼此等各方面的责任。为了达到这些标准，我们应该向自己提出以下问题，
从而帮助我们作出正确的决策。 

• 我的行为违法或不道德吗？ 
• 我是否公正及诚实？ 
• 我是否不愿或感到尴尬告诉我的家人、朋友或同事？ 
• 如果我的行为在媒体上曝光，会否损害德勤企业财务的声誉？ 
• 我是否对该行为感到不安？ 
• 我的行为会否危及他人的生命、健康、安全或声誉？ 
• 我的行为会否令第三者觉得不当？ 

在详细考虑上述问题后，如果你仍然不能确定应该如何做，那么，你可以向你的职能部门负责人或通过本守则
所述的其他办法咨询及寻求额外指导。 

相关政策及专业操守的列表载于本守则末的“其他指引及查询”一节。 

相对于客户或约定项目而言，我们对维系公众信任、承诺择善而行、及维护良好声誉的
责任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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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核心价值观 

• 在人际交往和商业往来中，我们诚实守信、坦诚相待。 

工作质量 

• 我们根据所有适用的专业准则提供高质量的专业服务。 
• 我们以适度的专业怀疑态度来进行我们的工作。 

专业意见及结论的独立性及客观性 

• 我们不容许任何成见、偏见、利益冲突或其他人的不当影响凌驾于我们客观的专业或业务判断之上。 
• 如果我们有理由相信客户涉及非法或不当的财务报告或其他商业活动时，我们应指出客户的问题并向相关
的上级报告。 

企业责任 

• 我们在支持发展本行业的同时，亦非常支持我们所生活及工作的小区的发展。除了公司及员工的财务捐款
外，我们也积极参与、鼓励、支持、及奖励小区志愿服务事业。 

• 我们以注重道德价值和尊重人、小区及自然环境的方式开展业务。 

政府交易及关系 

• 在向政府实体提供服务或与其来往时，我们不仅遵守本守则的规定，而且遵守政府的道德标准。 
• 我们严格遵守一切禁止游说或试图影响政府官员决策的适用规定、法律、指引及法规。 
• 在未经适当批准的情况下，我们不得利用事务所的名义或其资源支持任何政治活动。 

外界的查询 

• 我们不得将有关机密、私人或商业信息披露予媒体、政府官员或其他无权获知的人士。 
• 我们必须将所有外界的查询（例如媒体及监管机构）提交予合适的部门（客户与市场战略或声誉及综合风
险管理部）以作出响应，该等响应可能会受到保密要求及其他相关的限制。 

• 只有经过本所授权方可对拟定法规或专业准则提出专业意见，并须符合资本市场及本行业的长远利益。 

诚信真实的沟通 

• 我们在客户服务建议书、市场营销、招聘及其他推广活动中，应确保秉承诚信真实的态度披露所有有关我
们的能力、政策及员工的数据。 

法律与法规 

• 我们严格遵守所有营业所在地的法律、法规及专业准则。我们不得参与任何根据法律解释及精神是违法或
有损事务所声誉的活动。 

 

 

 

 

 

维护公信力

法律条文和法律精神 

法律条文是对法律文书的字面和规范的解释。法律精神通常更为广泛，并且反映法律背后的意图。
虽然该意图通常很明显，但可能未作明确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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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败 

• 我们不得提供、给予、诱使发生或收受任何形式的贿赂、回扣或非法的疏通费，也不得诱使或允许任何其
他方以我们的名义这样做。公司支付的或以公司名义支付的任何款项均必须是合法的，且仅出于正当的商
业目的。 

• 我们不得出于贪污或不恰当的目的向第三方承诺或提供依据适用法律可能构成非法贿款或回扣并可导致严
重的民事及刑事处罚的有价值物品（包括但不限于礼物、款待、招待、政治捐款、慈善捐款、及雇佣机
会）。 

反洗钱 

• 我们不得参与洗钱活动或帮助其他人士这样做。 
• 我们不得以任何方式妨碍任何官方的洗钱调查。 
• 我们将任何涉嫌洗钱的活动报告给反洗钱法规遵循主管。 

尊重竞争 

• 我们尊重我们的竞争对手及整个行业。我们决不容忍任何损害竞争对手的行为。 

记录的准确性 

• 根据监管、税务及财务报告要求，我们保存准确及完整的记录（包括但不限于客户的记录、本公司的时
间、开支、客户收费、法规或其他财务报表等业务记录） 

记录的管理 

• 我们清晰及充分地将工作结果记录在案。 
• 我们根据本行业所适用的法律及商业要求维护所有记录。 
• 我们遵循所有现行的适用记录保存政策及程序（包括如何分享、存储和提取数据以及于何种情况下可处置
数据）。 

• 我们不会为任何非法或不当目的销毁、更改或引起毁坏或更改记录，包括但不限于纸质档案、电子文件、
录像及录音等。 

隐私及数据保护 

• 我们遵循所有关于隐私和个人资料保护的适用法律及法规。我们仅出于合法经营及合法的目的收集所必需
的个人信息。 

• 我们保持信息的准确性并及时有系统地更新；仅将信息用于其预期的、合法目的；保持信息的安全性和机
密性；以及仅在适用法律及本公司政策所规定的合法期限内予以保存。 

• 我们不得向公司内的任何人士披露其他员工的个人信息，除非其为执行特定的授权任务而必须获取此类信
息。在未经明确授权的情况下，我们亦不得向公司外部的任何人士或实体披露其他员工的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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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于客户 

• 我们严格遵循公司的独立性政策以及与专业独立性相关的所有法律和法规。 
• 我们在提供专业服务的过程中，无论在事实上还是表面上均独立于我们的客户。 
• 所有适用该规定的员工均须在财务上独立于德勤中国的鉴证客户，且在向所有客户提供服务时须保持独
立、客观的态度。 

与客户或第三方的利益冲突 

• 我们识别并解决提议约定项目承接和提议与客户或第三方建立业务或财务关系所产生的潜在利益冲突。 

服务范围 

• 我们既不夸大公司提供服务的能力，也不给予或提供任何有损公司或客户声誉的服务。 
• 我们只提供那些我们有能力提供及监督的专业服务，我们的服务范围不包括任何可能影响公司的声誉及独
立性、诚信及客观性的服务。 

专业服务收费 

• 我们根据适用的政策适当地在有关时间和开支报告系统中记录工时及发生的开支。 
• 我们只会根据协议条款向客户收取正确的费用及代垫费用。 

机密及专有信息 

• 我们不得向以下各方披露有关客户的机密信息： 
‒ 非隶属于客户组织的任何人。 
‒ 隶属于客户组织但无需了解相关信息的任何人。 
‒ 隶属于本公司或其他德勤有限公司成员所的任何人，除非存在进行披露的法定或职业权利或义务，或者
已取得相关的书面许可。 

• 对于有关客户或公司的私人及敏感性质的信息，须采取负责的态度加以使用、予以控制、并提供保护，以
防止因随意及粗心导致的披露。 

• 不得利用因受雇于公司而获取的有关我们的客户、公司或其他方的机密或专有信息为个人或第三方谋取利
益。 

• 只有在得到客户允许的前提下，方可将客户名称（除非其为公开信息）或商标用于服务建议书、市场营销
或招聘材料中。 

内幕交易 

• 不得利用我们客户及其他公司的“内幕”信息非法买卖任何证券，或与可能买卖有关证券的其他人士谈论这
些信息。 

 
 
 
 
 
  

履行对客户的责任

“重大非公开信息”是指对证券价格产生正面或负面影响而公众投资者一般无法获取的信息。此类
信息通常被称为“内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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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能力及应有的谨慎 

• 在执行工作时，我们务求达到专业水平并采取应有的谨慎态度。 
• 在提供服务时，我们遵从公司的政策以及本行业所适用的专业准则和法规要求。 

礼物及款待 

• 我们致力于营造以所提供的服务质量和价值为核心的竞争力。我们不应通过提供或接受任何礼物、款项或
采取不当行动使任何约定项目获得便利。同时，奢华或不恰当的商务款待也是禁止的。 

• 我们不得接受或馈赠可被合理认为导致下列情况的礼物及款待： 
‒ 不当地影响德勤与客户﹑供应商﹑承包商或合作伙伴之间的任何业务关系或会对其造成任何义务。 
‒ 违反法律﹑职业准则及规定﹑或德勤中国《职业道德及专业行为守则》。 
‒ 构成一项不公平的商业诱因。 
‒ 德勤处境尴尬或对德勤造成负面影响。 

• 无论我们还是我们的直系亲属均不得利用我们在德勤中国的职务诱使发生来自任何客户﹑供应商﹑承包商
或合作伙伴的任何现金﹑礼物或免费服务以为我们本人或任何其他人谋取私利。 

• 在所有情况下，我们均有责任熟悉和了解德勤中国礼物及款待政策。同时，我们亦应知悉客户自身关于涉
及其人员的可接受的礼物及款待的政策。 

向客户购买商品和服务 

• 只有在有关交易属于一般业务范围并基于公平原则的情况下，方可向客户购买其商品及服务。如果由于交
易性质异常或金额重大而可能导致我们的独立性受损，我们应适当地咨询专业人士。 

• 除非这些优惠是提供给一般大众的，否则在没有事先得到同意的情况下，我们不得接受客户的优惠。例
如，我们不接受客户提供的雇员的折扣优惠，除非该等折扣优惠计划乃针对所有其他类似的服务机构或供
货商（即雇员折扣优惠乃向所有产品与服务机构提供，而非仅向德勤企业财务一家提供）。 

与供货商、承包商及合作伙伴的关系 

• 我们在选择供货商、承包商及合作伙伴时，应考虑所需商品和服务的质量、价格、服务、送递及供应情况
等，必须遵守客观性原则，而不能以个人利益或偏好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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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实及信任 

• 我们在为对方作出承担及与对方交往时，秉承诚信的态度。 
• 我们始终相信，我们的同事都是本着最好的意图，并在共同信任及尊重的基础上通力合作。 
• 我们保护事务所的机密及专有信息。在没有得到同事明确同意的情况下，我们不会披露同事的个人及其他信息。 
• 我们在适当情况下向上级主管、同事及下属给予公平、建设性及诚实的反馈及评价。 
• 我们不参与任何有损本公司声誉的不恰当行为。 

尊重及公平对待 

• 我们设法理解及尊重他人的信念及价值观。 
• 我们积极聆听他人意见及充分沟通。 
• 我们不容许员工存在非法歧视、口头或实际的骚扰或辱骂、或侵犯行为（无论是否与性有关）。 

人际关系 

• 以我们公司的规模，同事之间或与客户的雇员存在或发展亲属、爱情或其他人际关系的情况时有发生。倘
若有理由相信这种人际关系的存在可能影响我们的判断及表现，或被他人意识到有这种倾向，有关当事人
须向本公司的适当人士咨询，以决定采取（如有需要）适当的行动。 

内部政策及程序 

• 我们严格遵守本公司的所有内部政策及程序，以及雇佣合同或股东协议规定的条款。 

多元化及包容性 

• 我们创造一种多元化且具包容性的文化，我们尊重并珍惜本公司内多样化的人才、观点、才能及经验。 
• 我们遵守与平等就业机会、骚扰、及多元化有关的所有法律和法规。 
• 我们是平等机会雇主，且在员工的招聘、雇佣、培训、报酬支付、及晋升方面不考虑种族、性别、年龄、
宗教、残疾、性取向、家庭或婚姻状况、文化、信仰或任何其他受法律保护的情况。 

• 我们设法在工作和生活上取得平衡，给予同事、家庭及朋友必需的关心及支持。 

专业证书 

• 所有持有专业证书的人员有责任及时更新证书，确保证书的有效性，并在需要的情况下参加适当的专业后
续教育。 

寻求咨询 

• 我们致力于创建一种咨询文化，我们就非常规或新近出现的问题或实务寻求咨询。 
• 不允许个别合伙人、主管、总监、或雇员忽视专业实务总监、职能部门风险管理领导人、声誉及综合风险
管理部或其指定人员所提供的专业技术方面或其他与实务有关的决定。 

• 我们通过寻求咨询以开明及专业的态度及时解决有关专业、专业技术、或服务等方面的问题。 
 

  

为对方作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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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冲突 

• 我们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与本公司存在竞争或利益冲突的活动。 
• 我们负有避免作出将个人利益置于本公司利益之上的业务决策的责任。 
• 有关潜在的冲突情况的某些示例包括： 

‒ 担任某个实体的董事、合伙人、顾问、或雇员，而该实体是本公司的竞争对手或向本所的竞争对手提供
服务、日用物资、或设备。 

‒ 拥有可能妨碍在本公司就业或成为本公司合伙人的第二份工作。 
‒ 员工本人或其直系亲属拥有某个实体的财务权益，而我们向该实体提供专业服务或该实体是本公司的竞
争对手、供货商、或客户。 

‒ 作出涉及本公司合伙人、主管、及总监的近亲的聘用决定。 

健康、安全及环境 

• 我们致力于为全体员工创造一个安全、健康及高效率的工作环境。 
• 我们禁止在客户公司或其他业务环境中存在因服用药物、酒精或其他物品导致的不恰当行为。 
• 不得在工作场所对同事或他人作出威胁、挑衅、辱骂或口头或实际的骚扰（无论是性骚扰或是其他）行
为。 

通讯系统 

• 我们有效地利用公司的通讯系统，同时确保维护及提升公司的公众形象。员工应尽量减少使用电子邮件、
互联网、电话及传真作个人用途，并应遵守本守则及本公司制定的其他政策及程序。 

• 我们禁止使用任何构成侵权的未经授权软件。 
• 我们遵循本公司有关保密性、使用信息技术和通讯系统的政策以及其他相关的事务所信息安全指引。 

使用社交媒体 

• 在使用社交媒体时，我们遵循本公司有关保密性、外部沟通、电子通讯、版权、和隐私等的政策及指引以
及本守则。其中涵盖帖子的来源可能被识别为公司或公司人员的个人社交媒体（例如个人的 Facebook或
微博），无论是出于个人还是商业意图，也无论是否发布免责声明。 

• 我们处理并报告任何违反本公司政策或损害本所声誉的沟通内容。 

使用公司资产 

• 禁止因个人私利或任何非法的、未经授权或不道德的目的使用公司资产，包括但不限于计算器设备、通讯
设施、研究设施及家具。 

• 我们保护公司的计算器硬件、软件、数据及设施免于遭受潜在的毁坏、失窃或滥用。 
• 我们通过使用员工卡、密码、或其他安全码、及实物安全性措施（例如，使用计算机锁、不让计算器处于
无人照看的状态、及其他正常的防范措施）防止未经授权的访问。 

• 未经版权所有者准许，不得复制、分发或更改受版权保护的材料（如书籍、音乐、软件及杂志等）。 
• 所有合伙人及员工都应遵守本公司有关向本所报销的开支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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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守则并无概括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或难题，它只提供了一个整体的框架，指导大家如何去思考，以及指引同
事如何从列载于第 24至 28页上的资源获取进一步的信息。例如，本所的 iNet网络及部门或个别实体的内部
网络上载有提供德勤中国及其附属公司内部政策的《德勤政策守则》(DPM)，为大家提供了额外指引，并详细
地告诉大家如何处理涉及的风险。 

请时常谨记，寻求职业道德及履行专业职责的指导及援助，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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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目的：德勤企业财务致力对可能涉及违反法律、专业准则与法规、政策或本守则的专业操守及法规遵循性问题
作出合适的响应。作出是否违规的决定关系重大，必须根据个案的事实及具体情况而定。 

程序：德勤企业财务的主管或其他管理人员在获知涉嫌违反法律、专业准则与法规、政策或本守则的情况后，
应立即通知专业操守主管。应在专业操守主管及任何指定的专责事项专家（包括总法律顾问、及/或人力资源
部门）的指示和指引下根据现有程序对涉嫌的违规行为进行初步调查，并在适当情况下要求职能部门管理人员
协助。每项调查均在保密的情况下执行。倘若初步调查判定可能存在违规行为，专业操守主管将决定对违规行
为采取适当的纠正措施及作出适当的响应。 

纠正及回应违规行为 

目的：倘若有关调查结果判定可能存在违规行为，专业操守主管将监督德勤企业财务采取纠正的措施。 

程序：在调查后采取的纠正措施应在德勤企业财务合适管理人员的指导下进行，并咨询专业操守主管的意见。
在调查完成后，专业操守主管在与有关部门（例如人力资源部门、总法律顾问及职能部门管理人员，如适用）
磋商后，将提出有关纠正措施（如有）的建议。在处理所有识别出的专业操守违规行为或情况时，均应尽量做
到保密及保护隐私。 

任何德勤企业财务的合伙人、主管、总监或员工违反法律、专业准则或法规、政策或本守则，都可能受到纪律
处分。有关处分须遵守公平及一致性原则。 

有关违规行为和纪律处分的决定通常是具有结论性的，但有关发现违反政策的行为及采取纪律处分的要求，应
连同额外的信息一起向专业操守主管提出，以便其作出进一步考虑。 

所有专业操守报告及相关调查/与决议有关的信息以文件形式记录下来并按照相关法律和法规所要求的期限予
以保存。 

我们对那些出于善意报告专业操守或法规遵循性潜在违规情况的人，不会采取惩罚性行动。 

向高级管理层及董事会汇报 

在某些情况下，专业操守主管须向高级管理层（德
勤中国管理团队，首席执行官）及德勤中国或/及
德勤有限公司的董事会报告。在决定是否向高级管
理层报告时，应考虑以下因素： 

• 调查结果 
• 问题的可信性 
• 问题的严重性 
• 被指控违规者的动机 
• 对德勤企业财务的声誉、诚信、信任或品牌的
影响 

• 被指控违规者的职位 
 
德勤企业财务的高级管理层亦可能因其作为调查人员的身份或是对某类违规行为的关注而收到有关报告。此
外，专业操守主管将定期向德勤中国的高级管理层及董事会汇报有关计划的实施情况及有效性。

执行及实施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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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可通过以下途径取得更多关于本职业道德及专业行为守则内容的资料： 

德勤正义之声 

网络：www.deloittespeakup.ethicspoint.com 

电话：以下地区提供免费电话： 

香港 
直线电话：打入，请拨 800 901 767 

中国大陆 
直线电话：打入，请拨电话 400 120 3078 

澳门 
第一步：请拨电话 0 800 111 (无法通过 Skype接通该号码) 
第二步：接通后，拨打 866 294 8693 

蒙古  
请通过网页提交报告 

声誉及综合风险管理领导人 

Richard George先生 
电话：+852 2852 6348 
电子邮件：richgeorge@deloitte.com.hk 

专业操守主管及反腐败事务主管 

游少萍女士 
电话：+852 2852 6408 
电子邮件：viryou@deloitte.com.hk 

独立性事务总监 

潘智理先生 
电话：+852 2852 6492 
电子邮件：jerpoon@deloitte.com.hk 

业务安全领导人及全国隐私主管 

廖福良先生 
电话：+852 2531 1808 
电子邮件：marcoliu@deloitte.com.hk 

 

其他指引及查询

http://www.deloittespeakup.ethicspoint.com
mailto:richgeorge@deloitte.com.hk
mailto:viryou@deloitte.com.hk
mailto:jerpoon@deloitte.com.hk
mailto:marcoliu@deloitte.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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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法律顾问 

Jim Jamison先生 
电话：+852 2852 6582 
电子邮件：jimjamison@deloitte.com.hk 

反洗钱主管 

张丰裕先生 
电话：+86 10 8512 5353 
电子邮件：chrcheung@deloitte.com.cn  

首席人才官 

王大威先生 
电话：+86 10 8520 7807 
电子邮件：junglewong@deloitte.com.cn 

全国人力资源领导人 

常婧夷女士 
电话：+86 21 6141 2968 
电子邮件：jeachang@deloitte.com.cn 

媒体查询 

盛莉女士 
电话：+86 21 6141 2692 
电子邮件：lsheng@deloitte.com.cn 

高巍女士 
电话：+86 10 8520 7030 
电子邮件： wgao@deloitte.com.cn 

资讯技术服务热线 
1200分机 

 
与本职业道德及专业行为守则内容相关的政策： 

由以下专业机构发布的行为守则： 

• 香港会计师公会 
•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 澳门核数师暨会计师注册委员会  

mailto:jimjamison@deloitte.com.hk
mailto:chrcheung@deloitte.com.cn
mailto:junglewong@deloitte.com.cn
mailto:jeachang@deloitte.com.cn
mailto:lsheng@deloitte.com.cn
mailto:wgao@deloitt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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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政策及程序手册 

市场与国际 

请在 iNet上查看媒体指引： 

iNet>Markets and Global Network（市场与国际）> Corporate Communications and 
Media Affairs （全国媒体与企业传播） > Guidelines（指引） 

学习与发展 

有关持续专业发展（CPD）的信息发布在 iNet上： 

iNet>Internal Client Services （内部服务部门）> Learning & Development Home（学习
与发展） > Learning Standards and Policies （学习准则与政策）>>CPD（持续专业发展） 

财务部 

差旅/业务招待费报销政策的详情发布在 iNet上： 

iNet> Quick Links（快捷链接）> Firm Expense Policy （差旅及费用报销制度）> Deloitte 
China Travel and Expense Policy for Partners and Directors/ for Employees （德勤中国
差旅和费用报销制度—合伙人和总监适用/ 员工适用） 

人力资源部 

请在 iNet上查看员工手册： 

iNet> Quick Links（快捷链接）>Employee Handbook（德勤中国员工手册）> Employment 
at Deloitte – Deloitte China Employee Handbook (version 2.0) （就职德勤-德勤中国员工
手册（第二版）） 

资讯技术服务 

请在 iNet上查看信息技术服务政策与准则： 

iNet> Internal Client Services （内部服务部门）> Information Technology（资讯技术服
务)>IT Policy & Standards (IT政策与准则) 

专业环境服务 

请在 iNet上查看有关办公室安保及消防安全的详情： 

iNet>> Internal Client Services （内部服务部门）> Professional Environment Services
（专业环境服务）> Office Security & Safety（办公室安保及消防安全） 

安全及保安 

有关安全方面的信息发布在 iNet上： 

iNet> Internal Client Services （内部服务部门）> Security & Risk（安全及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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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誉及综合风险管理部 

请按以下地址查看 iNet上的德勤专业操守计划和职业道德及专业行为守则的详情： 

iNet> Internal Client Services （内部服务部门）> Reputation & Risk Group（声誉及综合
风险管理部）>Ethics（职业道德） 

请按以下地址查看 iNet上的反腐败政策的详情： 

iNet> Internal Client Services （内部服务部门）> Reputation & Risk Group（声誉及综合
风险管理部）> Anti-Corruption（反腐败） 

礼物及款待政策发布于 DPM 1550 附录二中，并可通过以下地址在 iNet中查看： 

iNet> Internal Client Services （内部服务部门）> Reputation & Risk Group（声誉及综合
风险管理部）> Anti-Corruption（反腐败）> Anti-Corruption Policy （反腐败政策）> Gift 
and Entertainment Policy （礼物与款待政策） 

德勤的独立性政策包含在《德勤政策守则》（DPM）第 1420章内，请在 iNet上查看相关内容： 

iNet> Internal Client Services （内部服务部门）> Reputation & Risk Group(声誉及综合风
险管理部)>Independence and Conflicts (独立性和冲突)>Policies and Guidance(政策及指
导) 

德勤的业务关系政策发布在 iNet上： 

iNet> Internal Client Services （内部服务部门）> Reputation & Risk Group（声誉及综合
风险管理部）>Independence and Conflicts（独立性和冲突）> Business Relationship (业务
关系) 

请在 iNet上查看全球独立性监察系统（GIMS）： 

iNet> Internal Client Services （内部服务部门）> Reputation & Risk Group（声誉及综合
风险管理部）>Independence and Conflicts（独立性和冲突）> Quick Links （快捷链接）> 
GIMS（全球独立性监察系统）（GIMS） 

请在 iNet上查看德勤有关风险管理活动的政策： 

iNet> Internal Client Services （内部服务部门）> Reputation & Risk Group（声誉及综合
风险管理部）>Risk Management（风险管理） 

请在 iNet上查看德勤有关保密性、隐私、使用社交媒体等政策： 

iNet> Internal Client Services （内部服务部门）> Reputation & Risk Group（声誉及综合
风险管理部）>  Confidentiality Program and Policies （保密性项目和政策）> Related 
Links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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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中国业务的联络详情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针织路23号楼 
中国人寿金融中心12层 
邮政编码：100026 
电话：+86 10 8520 7788 
传真：+86 10 6508 8781 
 
长沙 
中国长沙市开福区芙蓉北路一段109号 
华创国际广场3号栋20楼 
邮政编码：410008 
电话：+86 731 8522 8790 
传真：+86 731 8522 8230 
 
成都 
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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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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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 
中国大连市中山路147号 
森茂大厦15楼 
邮政编码：116011 
电话：+86 411 8371 2888 
传真：+86 411 8360 3297 
 
广州 
中国广州市珠江东路28号 
越秀金融大厦26楼 
邮政编码：510623 
电话：+86 20 8396 9228 
传真：+86 20 3888 0121 
 
杭州 
中国杭州市上城区飞云江路9号 
赞成中心东楼1206-1210室 
邮政编码：310008 
电话：+86 571 8972 7688 
传真：+86 571 8779 7915 / 8779 7916 
 
哈尔滨 
中国哈尔滨市南岗区长江路368号 
开发区管理大厦1618室 
邮政编码：150090 
电话：+86 451 8586 0060 
传真：+86 451 8586 0056 

合肥 
中国安徽省合肥市 
政务文化新区潜山路190号华邦ICC 
写字楼A座1201单元 
邮政编码：230601 
电话：+86 551 6585 5927 
传真：+86 551 6585 5687 
 
香港 
香港金钟道88号 
太古广场一座35楼 
电话：+852 2852 1600 
传真：+852 2541 1911 
 
济南 
中国济南市市中区二环南路6636号 
中海广场28层2802-2804单元 
邮政编码：250000 
电话：+86 531 8973 5800 
传真：+86 531 8973 5811 
 
澳门 
澳门殷皇子大马路43-53A号 
澳门广场19楼H-N座 
电话：+853 2871 2998 
传真：+853 2871 3033 
 
蒙古 
15/F, ICC Tower, Jamiyan-Gun Street 1st 
Khoroo, Sukhbaatar District, 14240-0025 
Ulaanbaatar, Mongolia 
电话：+976 7010 0450 
传真：+976 7013 0450 
 
南京 
中国南京市新街口汉中路2号 
亚太商务楼6楼 
邮政编码：210005 
电话：+86 25 5790 8880 
传真：+86 25 8691 8776 
 
上海 
中国上海市延安东路222号 
外滩中心30楼 
邮政编码：200002 
电话：+86 21 6141 8888 
传真：+86 21 6335 0003 
 
沈阳 
中国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1-1号沈阳市 
府恒隆广场办公楼1座3605-3606单元 
邮政编码：110063 
电话：+86 24 6785 4068 
传真：+86 24 6785 4067 
 

深圳 
中国深圳市深南东路5001号 
华润大厦9楼 
邮政编码：518010 
电话：+86 755 8246 3255 
传真：+86 755 8246 3186 

 
苏州 
中国苏州市工业园区苏绣路58号  
苏州中心广场58幢A座24层 
邮政编码: 215021 
电话：+86 512 6289 1238 
传真：+86 512 6762 3338 / 3318 

 
天津 
中国天津市和平区南京路183号 
天津世纪都会商厦45层 
邮政编码：30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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