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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的职责与经验  

德勤立足于客户服务，依托优越的本土布

局和优质的国际资源为客户提供全球服务 
 

德勤为跨越各个行业的众多公共和私营客

户提供审计，税务，企业管理咨询以及财

务咨询服务。无论客户在世界各地的任何

地方开展运营，遍布近150个国家和地区

的德勤成员所组成的全球网络，凭借德勤

世界级的专业能力和深广的本土专业经

验，都能协助客户达成所愿。 

 

德勤约有20万致力于树立专业典范的专业

人员，借由相互协作的企业文化凝聚在一

起，以恪守诚信、卓越服务、同心协力和

融贯东西为本。我们的专业人员享受德勤

持续学习的环境，具有挑战性的体验以及

丰富的职业发展机会，致力于增强企业责

任，坚守诚信以及积极投入社区建设和承

担社区责任，为积极影响社区做出贡献。 

如果客户所面临的问题位于其所不熟悉的

司法辖区或领域，德勤灵活的调配方案可

确保专业人员就地作出反应。我们成员所

的全球网络布局的目标是无论客户在何

地，都能及时快速地提供专业、有效的商

业解决方案。 

 

 

此外，德勤在全球范围共享同一使命，愿

景和价值观。 

我们的愿景是 “树立卓越典范”。 

 

我们的使命是“为我们的客户和我们的

人才成就不凡”。 

 

我们的共同价值包括: 

 

• 恪守诚信; 

 

• 赋予市场和客户优越的价值; 

 

• 信守同事彼此间的承若; 以及 

 

• 汲取多元文化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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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利，德勤在审计和咨询方面的增长位居业界前茅。 

 

自德勤于1923年在智利建立公司以来，我们已深刻

意识到创新的愿景和行业专识是我们能够预见挑

战，并以务实的态度迎接挑战，从而为客户增加价

值的必要前提。 

 

我们的智利公司拥有85个合伙人和超过2千名专业人

员，专注于保持最高专业服务标准，凭借广泛的地理

覆盖范围，为客户提供高品质服务。 

 

我们的规模，多元化的人才以及专业化的业务能力，

为我们赢得了市场的认可，成为在智利提供专业服务

名列前茅的专业公司。德勤担任3千多家企业的顾

问，其中包括私人，上市和政府机构，大型和小型公

司，闭锁性公司和家族企业，国内和跨国企业。我们

深知清楚了解每个客户的业务特性是提供最高水准专

业服务所必不可少的重要前提。 

 

我们超过2千多名的专业人员，持有包括工商管理，土

木工程，IT工程，心理学，法律，税务审计和审计会

计等在内的学位，能够结合知识与经验，从不同角度

为贵公司分析业务运转流程。 

  

安托法加斯塔 

比尼亚德尔马 圣地亚哥 

德勤智利办公地点 

康塞普西翁 

蒙特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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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组合 

 

作为专业服务的佼佼者，德勤协助我们的客户成功

应对瞬息万变的市场。 

 

我们在世界各地的经验告诉我们，横向协作是实现最

佳成果的工作方式，因此我们与德勤加拿大建立了战

略联盟。由于我们着重的行业领域相同，因此我们能

够结合各方知识与经验，全面提升客户服务能力。 

 

我们在智利和其他成员所的专业人员组成了超过20万

人员的智力资本，秉承相同的技术标准，方法，技术

和培训项目，无论我们的客户在何地，德勤都将始终

能够提供优质服务。

Canadá 

Chile 

加拿大 

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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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服务 

审计 

除审计财务报告以外，我们的审计专业人

员还具备包括尽职调查，财务预测及预

算，本地和国际股票市场注册的咨询，特

定标准下的审计，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

的实施，以及确认公允价值等专业能力与

经验。我们的审计团队根据行业分组，确

保从规划到出具最终报告的整个流程中，

我们的客户都可享有深入了解其所在行业

的业务环境和重大突发事件的德勤专业人

员的协助。 

 

企业管理咨询 

我们的咨询顾问详细研究贵公司的相关信

息，运用最佳实践，优化贵公司的运营，

财务以及人力资源。我们备受认可的人力

资源团队可协助贵公司找到符合公司需求

的最佳员工，并提供新职介绍服务，薪酬

咨询，培训，组织环境或全面受托负责公

司的人力资源管理事宜。 

我们的专家可在技术和流程方面提供战略

规划，从而为公司增值和提高公司竞争优

势。通过设计更高效和更有效的流程，支

持技术管理以及其与价值链的关系而实

现。 

 

税务与法律 

我们的律师和税务审计师的任务包括为您

的企业制定最佳业务架构，评估您的投资

业务中的重大税务事宜，以及提供税务和

商业事项的法律咨询服务和诉讼事宜。 

我们的税务专家协助审计和审核净应税收

入和收入所得税准备金。我们的服务包括

尽职调查，国际税务，税务诉讼，外国投

资以及企业咨询服务。 

 

业务流程方案 

我们的BPS (业务流程方案) 团队专注于会

计和工资事宜，并为业务流程重组提供外

包协助。 

将部分内部流程外包给专业人员，是一种流行

的现代管理工具。基于管理流程，对程序，系

统和控制中的结构和文化的变化着重考量，流

程外包使得客户能将业务重点放在关键业务领

域上。 

做出战略管理决定，借势会计，行政，税务和

工资处理流程的外包的目标只有一个：提高公

司的盈利能力。 

 

风险咨询 

全球市场，监管机构以及投资人要求公

司，公司的管理者和董事有效管理其业务

所涉风险。 

在客户关注自身业务目标时，我们的专家

帮助他们提高其运营，系统和信息的可靠

性，为其公司增值。我们的专业团队专门

为客户实施内控模块和改善企业治理，如

满足“萨班斯 - 奥克斯利法案” 第404章

节要求等。我们通过公司自行开发的方案

与工具，为企业提供流程风险评估和建

模，控制和识别整合ERP或其他系统的相关

风险，以及开展内部审计。 

 

财务咨询 

在财务领域方面，我们的专家顾问将协助

贵公司构架融资资源；确定企业价值。他

们将在并购过程中或为贵公司资产进行证

券化时为您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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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中国服务部 

中国企业全球化，德勤伴您同行 
 

 

过去十年，“走出去”战略是中国经济

转型的重要推动力量，同时也帮助很多

中国企业实现了海外业务的扩张，引入

崭新技术和最佳实践，成功跻身国际市

场。然而，商机当中往往也会隐藏着一

些风险。中国企业全球化的过程中，德

勤肩负着引领企业合理规避风险的重大

使命。 

 

德勤全球中国服务部创建于2003年，致

力于服务中国企业拓展全球市场以及在

中国运营的跨国企业。我们在全球130多

个国家及地区部署了会说中文或是了解

中国市场及中国企业文化的90多个专业

团队，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提供各种专

业服务和策划。 

德勤致力于协同我们的客户一起拓展我

们的海外足迹，过去五年中我们为超过

1/3百亿美元级的海外投资项目提供咨

询服务，参与主导重大海外并购交易，

并为财富世界500强榜单中超过半数的

中国企业提供全过程、全方位海外投资

服务。 

 

德勤将继续顺应市场动态，始终将客户

需求置于首位，为客户遇到的复杂的业

务挑战提供专业建议及解决方案。 

 

 

 

 

 

  

作为一个凝聚中国专业人员，平衡文化差异的平台，我们致力于为客户提供跨国家、跨行业、跨职能以及跨领域的全方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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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retta Yuen| 袁群娟 
Director, Chinese Services Group 

中国服务部总监 

lyuen@deloitte.ca 
+1 416 601 6222 

Paula Osorio | 欧宝娜 

Partner, Corporate Law 
Tax & Legal  

企业法，税务与法律合伙人

posorio@deloitte.com   
+56 2 2729 8352 

Arturo Platt | 裴安途 

Partner 
Leader of Chinese Services Group 

中国服务部领导及合伙人

aplatt@deloitte.com  
+56 2 2729 7361 

Yu- Chen Chen| 陈郁丞 

Senior, Chinese Services Group 

中国服务部高级专员 

yuchen@deloitte.com  
+56 9 5750 1456  

Victoria Villagrán | 韦雅然 

Lead Advisor, Marketplace Committee 

市场委员会首席顾问

vvillagran@DELOITTE.com 
+ 56 2 2729 8906 

mailto:lyuen@deloitt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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