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键时刻系列
财务人才转型进行时
财务人才、财务工作和办公场所的现状及未来



1 我们对财务人才的需求与以往几

年截然不同。如何才能找到他们？

2 我们能让财务人才回到办公室吗？

他们想回到办公室吗？如果我们

按照公司规定让他们回来，他们

会有什么反应？

3 我们知道，不同的财务人才（不同性别、

年代或背景）有时想要的东西不同，但

他们的核心诉求是什么，以及我们如何

能长期留住财务人才？

4 我们的财务团队应该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他们不再只做报表。

5 我可以继续提问，但我想您已理解要点。

（无论问题是什么，答案是明确的：是时候现在开始采取行动了。）

是什么困扰着首席财务官？

快速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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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illustrative purposes
only.

尊敬的首席财务官,

我一直在思考如何写这封信，但我要直言不讳地说：我非常感激公司

多年来对我的培养，但我最终还是决定选择新的工作机会。新公司为

我提供了更多的职业发展机会，允许我在新冠疫情期间保持灵活的办

公方式。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但请考虑我的辞职申请。

我非常热爱我的工作，过去几年里也很好的展示了我能在灵活办公方

式下胜任我的工作，在此期间我也学会了如何合理的安排工作和生活，

在家工作能使我避免办公室的干扰，从而使我能投入更多的精力在工

作中。

作为一个拥有独立思想的个体，我并非电子表格中的数字，我想追求

更多。我期望一个能充分发挥我的技能并让我持续学习的工作场所。

我期望一个能够依赖于我所创造价值的新的挑战，如同过往几年中，

令我获益匪浅的个人领导力、解决问题能力和适应能力等。我希望能

感受到我所从事工作对公司的重要性，同时也希望有一位领导能了解

我的技能并指导我的职业发展。

我想让您真正看到我能做什么，我的潜力能做什么，以及我是什么样

的人，在公司没有人能看到这点，所以我选择了我相信可以再次让我

找回激情的新工作。但我也知道，我不是唯一想知道未来将是什么样

的财务专业人士。

感谢您的阅读，祝一切顺利。

一封来自前财务雇员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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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财务领导者们已经在打造“未来财务人才团队”。数字化技术正在重塑企

业、财务团队和财务工作本身，创造新的工作方式并带来对新技能的需求。财务团

队已经开始让财务人才专注于更复杂的工作，如侧重更高价值的数据分析，或与业

务合作探索创造价值的新路径。一位首席财务官曾告诉我们：“我们非常确定未来

财务团队的人才画像和结构将发生变化，但也许不会像我们曾经想象的那样快。”

1

我们自以为知晓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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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时遭遇了社会动荡、地缘政治威胁

和全球新冠疫情。世界在我们眼前演绎着

种种变革，在各企业正致力于应对那些可

能重创其员工团队甚至挑战企业生存的危

机之际，财务团队必须保持前行。

随着新冠疫情席卷全球，财务团队完成账

务处理，支付账单，编制执行计划，并建

立动态预测机制，以便企业能够预测即将

发生的事情，所有这些工作很可能都是居

家办公完成的。与此同时面对疫情影响，

许多企业作出了积极响应，并公开对他们

的员工承诺推进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

的办公举措。

财务对于企业的意义，或许一直是身处幕后

默默无闻的奋斗者。随着世界开始了一场没

有任何放缓迹象的变革，首席财务官们开始

思考什么对于他们的财务人才是有意义的，

财务人才们在寻找新的方式与企业合作，展

现他们的灵活性。同时，他们现在对工作内

容、雇主和职业发展有了更高的要求。

对许多财务人才而言，以往几年的经历恰恰

表明哪些工作内容并不是他们在职业生涯想

要的，但也启发他们去思考在工作中最看重

的是什么，他们并不仅仅追求灵活的工作时

间。

员工对工作中所感受到的信任度、幸福感和认

可度的期待日益高涨，持续触发着离职潮，2

并促使员工择业时，有新的优先考虑事项及择

业理由，也给了员工持续寻找新工作的理由。

（数据显示，2021年美国有7530万人被雇佣

和4740万人辞职。3） 对于许多员工和希望雇

佣并留住他们的企业来说，一个让员工感受到

自己的价值感且被接纳的环境至关重要。一定

别忘了他们为什么会在这里：薪酬、有意义的

工作内容以及在职业生涯中成长的机会。

我们自以为知晓未来

员工对工作中所感受到的信任度、幸福感和认可度的期待日益高涨，持续触

发着离职潮，并促使员工择业时有新的优先考虑事项及择业理由，也给了员

工持续寻找新工作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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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有前瞻性的首席财务官们需要重新思

考一些基本问题： 他们所做的工作，他们需要

的财务人才，以及财务人才想要和需要的工作

环境应该是什么样的？财务团队如何在实现期

望目标的同时拥抱变革？考虑到可持续性、气

候变化以及日益复杂的监管氛围，如何创造一

个公平、包容的工作环境？如何利用下一代技

术和人力资源所带来的优势来拓展并升级财务

团队的使命？ 如何使财务人才能够帮助企业了

解业务存在的可能性，并推动决策来实现，同

时保持足够的灵活性来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各

种情况？

这对于企业而言是一个将其财务职能重新

定义为一项动态能力的机会，将使企业能

够做到更多事情：通过应用技术解决方案

重构财务工作内容并实现新成果、新价值。

通过匹配合适的技能、人才以及岗位需求

来释放员工潜能——应用适配的技能、合

适的团队来高效完成工作。让员工参与到

新兴工作模式的创造中来。并调整办公环

境，加强文化建设，以满足员工对团队协

作的要求、现场及远程办公的偏好，创造

包容、公平的工作环境。

改变整个职能部门的人才队伍、工作方式，以

及工作内容本身绝非易事。所以让我们一件件

地来看。当您阅读至此处时，请思考：您的组

织当下的处境如何？您和您的团队诉求是什么？

通过匹配合适的技能、人才以及岗位需求来释放员工潜能——应用适配的

技能、合适的团队来高效完成工作。

7

我们自以为知晓未来
01

02

03

04

05

06

01

07

08

09



关键发现

疫情对企业的经营以及员工个人都有着诸多影响，在企业与员工应对疫情冲击的过程中，我们发现：

数字化办公环境

财务的办公场所未必就是财务

人员所在之处。财务团队长期

以来更多通过数字化共享和协

作工具进行线上办公。换而言

之，这仍然是关于如何在线上

工作与线下面对面工作之间寻

求最优平衡的问题。财务应该

是一项团队协作和交流的职能，

财务人员仍然需要在讨论重要

问题时有意识地聚集在一起。

25%的受访财务主管表示，他

们高度关注如何在面对面工作

和线上工作之间找到恰当的平

衡。

多元的办公地点

首席财务官需要重视办公地点

的选择策略。无论他们如何决

策，从完全回到办公室到无限

期远程再到两种方式相结合，

其影响都将是巨大的，需要通

过精心的思考和设计来进行决

策。如果不积极地让财务人才

参与讨论而直接将新的办公方

式常态化，可能会让一切都处

于风险之中：员工文化、战略

执行，甚至团队的执行能力。

按需招聘的人才

自由职业者和临时工从新潮成为

主流，且成为忙季（如：税务缴

纳期、季度和年终结算等）急需

的人才。自由职业者为企业带来

了娴熟的专业技能和新技术专业

知识，但这些人才通常成本太高

难以持续，而且他们缺乏传统财

务背景。临时工开辟了新的人才

渠道，并且可针对专业技能诉求

筛选简历。

做重要的事情

如今，各企业已开始将聘请员工

的技能与需要完成的工作相匹配。

这给了员工们更多的选择、机会

和公平（更不用说意义和满意

度）。当员工们做着让他们精力

充沛的工作时，他们会更加投入，

这对领导者们来说也意味着双赢：

员工们的生产力和敬业度更高，

工作更出色，价值更高。

新的期望

职业倦怠和大规模的辞职潮使

得财务人才们开始重新审视自

己的工作，他们现在的期望与

几年前大不相同。财务人才们

想要更多，但他们的核心诉求

是什么？财务领导者们需要寻

求答案。惯常的人才参与度调

查可能还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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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问财务人才他们想要什么
这是他们的回答。

我们想知道财务人才对职业未来的真正想法以及他们的核心诉求。通过调查发现：
财务人才们虽致力于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发展，并在岗位上努力表现，但他们想要的
远不仅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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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期望

灵活度

“ 我希望能够获得远程办公或至少混合模式
的办公方式选项。”

“能根据工作内容选择自己的办公场所。”

报酬

“不可否认，我现在正在努力获得更多薪水。” 

“获取更多薪水的潜力。”

职业发展和机遇

“标准化的绩效管理流程，正
式和非正式的辅导机会，定期
反馈以持续提升我的绩效。”

“额外的培训，以满足持续
发展的工作岗位需求。”

“我绝对热爱我的工作，我
也会继续学习财务知识。”

有意义的工作

“给我们的客户和社区带来影响。
为了有这种感觉，我可能想知道我
现在的工作有什么影响力。”

“我与客户互相激励对方。所以我

真的找到了归属感，我真的觉得我
正在改变我们客户的工作。”

认同

“我希望领导层能够更好地理解我的

工作是多么困难和耗时。”

“我的工作得到认可和赞扬会让我更
有动力。”

Quotes from finance workforce research conducted in February
2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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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继续阅读之前，请问问自己:

我们的财务团队现在需要做什么才能

实现最大价值？

我们对财务人才队伍还缺乏哪些了解？

我们的认知保持一致吗？我们了解每

个财务人才需要什么吗？

财务人才们认为有价值的工作内容是

什么？他们是否了解自己的工作对企

业和利益相关者的价值？他们知道为

什么要做这项工作吗？

他们是否感到压抑，为什么？是什么

困扰了他们？

他们需要什么支持来维系彼此和团队

之间的联系，并感受到价值？

他们觉得在哪里工作以及如何工作最

舒服？我们如何改变我们的工作模式

以提高弹性和减少疲劳？

为什么他们现在想在我们公司工作？

（提示：对一些人来说，这可能不再

只是薪水问题。）

他们的价值观是什么，他们在工作中是

如何实现的？他们是否希望自己的价值

观在工作中得到体现？

他们六个月后的目标是什么？我们怎样

才能帮助他们实现？（如今，对大多数

财务人才来说，五年计划太长了。）

在我们的财务部门工作能让财务人才在

职业生涯中持续进步以满足新需求吗？

我们应该怎么做？

满足您的财务人才的需求，可以归结为一句话：重新构思。为了让您的财务团队有能力做一些不同的事情并向前迈进，请后退一步，重

新构思您的人才队伍的组成、他们所做的工作内容、做到何种程度以及这一切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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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会因为一个数字而做决策。
他们需要一个故事。”

——Daniel Kahneman《思考，快与慢》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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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

财务人才：

作为故事叙述者的财务

财务人才们历来都致力于通过定期报告、管控

体系和其他策略来回顾并讲述过去发生的事。

但是疫情加速了财务团队成为企业战略决策关

键支柱的必要性，也提升了财务团队向企业内

外不同的利益相关者讲述各个层次故事的能力

要求。

例如，一位身处困境的首席财务官需要能

够自信地向华尔街讲述他的公司丰富多彩

的故事。由此，分析师和公众对公司的信

心才可能对其股价产生积极的影响。但企

业内部的故事叙述也很重要。能够让投资

者愿意买入公司股票的故事同样也必须告

诉企业的各个部门。如果不了解，企业员

工可能会与工作、企业的目标脱节。

组建财务团队是为了能够讲述企业未来的故

事，解释潜在的机遇，而不仅仅只是聚焦在

数字上或者发现财务数据的趋势。

财务团队可以成为变革的催化剂，等人们应

用技术协同工作时，近乎即时获取的数据让

工作效率大为提高，也激发了团队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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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财务团队可以对战略决策提供支持并使问题清晰化，例如：

随着人才的流动变得越来越无边

界，什么可能成为财务团队的潜

在负担（企业的领导和人力资源

部如何减轻此种负担）？

企业每周、每月、甚至更长

时间周期的现金流需求应该

如何计算与预测？

因员工在不同税收辖区居住，

会对企业和员工计算与缴纳税

款的时候，带来哪些问题？

通货膨胀和地缘政治动荡等宏观

经济因素如何影响整个企业经营？

在研发、人才和其他方面进

行投资的潜在回报是什么？

招聘政策和规定的改变对多样

化的、公正的招聘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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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随着远程工作的员工逐渐增多，

更换办公地点可以节省多少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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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

财务工作：人类+机器

财务工作应该朝着成为真正的战略合作伙

伴和推动重大决策方向发展。当然，这意

味着财务人才们需要充分应用技术工具，

但不是强迫他们适应技术的需要，而是意

味着技术工具将帮助他们做更多增加价值

的战略相关工作。试着罗列出您需要完成

的工作内容。然后，想想提升这项工作所

需的技能——然后想想拥有这些技能的人

才是什么样子，以及理解这项新工作对执

行者的智力、直觉和能力的要求是什么。

(领导者们，这是第一步。随着这种转变的

形成，你可能需要继续重新构思并努力推

动改变。)

同样的工作，更高的效率：

• 手工对账

• 内部抵消

• 报表搭建

• 财务报表关账（例如：关账流程更接

近于无沟通状态、关账周期所需时间

缩短）

承担更多的工作，为企业增加价值:

• 前瞻性预测、情景分析、基于驱动的分
析和假设分析，通过数据驱动的财务决
策推动业务发展

• 战略性采购和供应商管理：密切关注您
的供应商，以确保在供应链中断的情况
下，可以识别节省开支的机会和灵活选
用新供应商

• 从宏观角度考虑应对外部干扰因素和全
球流动性的税收策略

• 通过提升关账效率，实现有效监管（通
过改进的关账流程，管理团队加强他们
会计专业性，适应新的法规要求，如可
持续性要求和新的ESG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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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人才需要的技能

概念性思考 情商

接受风险

建立关系

乐于尝试

个人和团队的发展

项目管理 社会灵活性

接受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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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

办公场所：

灵活办公，但紧密相连
通过调查，近70%的受访高管表示，他们计

划在新冠疫情后实施多元化工作模式，或保

持远程化办公状态。各团队的实际工作场所

将取决于成本、可行性和员工数量。39%的

高管预计实际工作空间将减少20%。9 毕竟，

如果工作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为什么每年

要花数百万美元来购置那些很少被占用的空

间呢，被占用的空间大多是员工单独使用，

他们戴着耳机远程讨论着电子表格。

我们预计新冠疫情后的实际工作情况

会出现钟形曲线，大多数团队处于中

间位置：以发展多元化工作模式和酒

店式工作为主，团队或个人可在必要

时预订当天会议室用于重要会议。虽

然在一些必要的时刻聚在一起是很重

要的，但我们希望多元化工作模式能

够长期持续。最后一点：多元化工作

模式没有固定规则，灵活才是关键。

超过70%的员工希望继

续保持灵活办公模式，

并保留远程工作选项。

34%的高层认为全部工作

都能由员工独立完成。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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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财务主管制定其办公场所策略时，下列内容
需要予以关注： 5 考虑人才发展周期中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的时刻所需

要的支持：入职、岗位变动、晋升、挑战等。

以灵活的薪酬和福利方案吸引并留住优秀员工。
制定明确的政策和实施工具，并设置权限、审批要求

以及期望。1

2 与开展远程或多元化办公相关的税务和监管问题。

6

7 企业办公场所购置方案应多方面分析，并考虑到未来的灵

活性。

3
财务人才类型多样化：如全职员工、合同工、境外用工

等，以及与其相关的各项监管和安全问题。 8
办公场所购置成本的节省可来自于从指定分配到轮换

使用理念的转变，如座位共享、会议室或办公桌的轮

换使用。

4
变革计划：根据财务人才的工作状态、需求和工作内

容重要性等因素，灵活调整工作场所。 9 变革管理是关键：办公场所的改变从来都不简单，随着转

型的展开，领导层需要与员工保持更多互动。

办公场所设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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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来

如今的财务工作、财务人才和办公场所相互关联，相
互依存。通过改善某项条件，企业领导者可以提升整
体工作环境，更好的工作条件会吸引更敬业的人才加
入，同时也会提高办公场所的活力。但变化是持续的，
无论未来如何，首席财务官都需要采取行动。需要对
工作内容、人才组成和办公场所进行持续的构思，如
企业技术应用、员工技能储备、工作地点等。更重要
的是，首席财务官需要思考重新设计这一切的原因，
以及财务未来的发展趋势。

在新冠疫情之前，财务已经开启变革之路。展望未来，
我们可以保留行之有效的策略，如保持工作场所的灵
活性和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这些可以减少人才工作
中的疲惫感和孤立感。在构建未来财务团队时，对未
来发展趋势有更多思考和理解的首席财务官将有机会
成为财务团队所需要的领导者。（这些领导层必须来
自财务部，而不是人力资源部门）当企业的财务团队
拥有了更强大的工作动力、卓越技术以及灵活有效的
办公工作场所，方可应对未来未知的变化与风险。

展望未来，我们可以保留行之有效的策略，如保持工作场所的灵

活性和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

19

0909

02

03

04

05

06

01

07

08

09



作者

Jonathan Pearce 

合伙人, 咨询部, 

人力资本服务

德勤咨询公司

电话: +1 646 301 1407

邮箱: jrpearce@deloitte.com

Jessica Bier

总经理，咨询部, 

人力资本服务

德勤咨询公司

电话: +1 415 783 5863

邮箱: jbier@deloitte.com

Beth Kaplan 

总经理, 风险管理咨询部, 

管理服务

德勤会计师事务所

电话: +1 619 237 6848

邮箱: bkaplan@deloitte.com

Dorthe Keilberg

合伙人, 咨询部，

财务转型与绩效管理服务

德勤咨询公司

电话: +31 882883944

邮箱: dorkeilberg@deloitte.nl

Priya Ehrbar 

总经理，客户和市场服务部,

金融转型服务

德勤服务公司

电话: +1 312 486 1451

邮箱: pehrbar@deloitte.com

Casey Caram

高级经理,咨询部, 

人力资本服务

德勤咨询公司

电话: +1 415 783 6802

邮箱: ccaram@deloitte.com

Taylor Grow 

咨询顾问,咨询部, 

人力资本服务

德勤咨询公司

电话: +1 512 726 2773

邮箱: tgrow@deloitte.com

撰稿人

Darin Buelow

Michael Clarke 

Jonathan Englert 

Sarah Fedele 

Steve Gallucci

Ravi Gupta 

Steven Hatfield

George Henderson 

Susan Hogan

Caroline Leis

Diane Ma

Eric Merrill 

Kirti Parakh

Prashant Patri

Aprajita Rathore 

Chris Ruggeri 

Aimee Shafer 

Candice Sieg

Matt Soderberg 

Kristen Sullivan 

Ryan Sullivan 

Scott Szalony

Emily VanVleet 

Eric Vroonland

Kelli Wilson

致谢

20

0909

02

03

04

05

06

01

07

08

09

mailto:jrpearce@deloitte.com
mailto:jbier@deloitte.com
mailto:bkaplan@deloitte.com
mailto:dorkeilberg@deloitte.nl
mailto:pehrbar@deloitte.com
mailto:ccaram@deloitte.com
mailto:tgrow@deloitte.com


联系人

21

黄耿

领导合伙人，深圳

财务转型与绩效管理服务

德勤管理咨询中国

电话：+86 755 3353 8198

邮箱：anhuang@deloitte.com.cn 

陆沛

合伙人，北京

财务转型与绩效管理服务

德勤管理咨询中国

电话：+86 10 8520 7849

邮箱： plau@deloitte.com.cn

单艺

合伙人，上海

财务转型与绩效管理服务

德勤管理咨询中国

电话: +86 21 2316 6600 

电子邮件: yishan@deloitte.com.cn 

靳达

合伙人，北京

财务转型与绩效管理服务

德勤管理咨询中国

电话：+86 10 8512 4867

邮箱：djin@deloitte.com.cn

栾宇

合伙人，北京

财务转型与绩效管理服务

德勤管理咨询中国

电话: +86 10 8512 5831 

电子邮件: yluan@deloitte.com.cn

项松林

合伙人，南京

财务转型与绩效管理服务

德勤管理咨询中国

电话: +86 21 2316 6408

电子邮件: slxiang@deloitte.com.cn

金睿

合伙人，上海

财务转型与绩效管理服务

德勤管理咨询中国

电话：+ 86 21 2316 6317

邮箱: mijin@deloitte.com.cn

Nyamdorj Enkhzava

合伙人，上海

财务转型与绩效管理服务

德勤管理咨询中国

电话: +86 21 6141 1008

电子邮件: enyamdorj@deloitte.com.cn

杨扬

合伙人，上海

财务转型与绩效管理服务

德勤管理咨询中国

电话: +86 21 2316 6682 

电子邮件: teveyang@deloitte.com.cn

刘寅石

合伙人，北京

财务转型与绩效管理服务

德勤管理咨询中国

电话：+86 10 8512 5803

邮箱：ysliu@deloitte.com.cn

邱珮强

合伙人，上海

财务转型与绩效管理服务

德勤管理咨询中国

电话: +86 10 85124868

电子邮件: pqiu@deloitte.com.cn

周杰

合伙人，上海

财务转型与绩效管理服务

德勤管理咨询中国

电话: +86 21 6141 2688 
电子邮件: carloszhou@deloitte.com.cn

0909

02

03

04

05

06

01

07

08

09



1 德勤于 2019 年 9 月至 2019 年 12 月对首席财务官进行的采访。

2 德勤，“德勤 2022 年财务员工调查报告”，2021 年。*

3 Steven Hatfield et al.， 从伟大的辞职到伟大的重新想象，德勤全球, 2022。

4 德勤， “德勤 2022 年财务员工调查报告” ，2021年。*

5 “自由职业者: 从事某项职业而没有对任何雇主作出长期承诺的人；零工：通常

在服务行业以独立承包商或自由职业者的身份从事临时工作的人” ，来自网站

Merriam-Webster.com的定义，于2022 年 6 月 24 日访问。

6 Sue Cantrell， “技能：新的员工操作系统” ，德勤，2021 年 10 月 21 日。

7 德勤，“德勤 2022 年财务员工调查报告”，2021 年。*

8 同上。*

9 德勤， “德勤 2021 年重返工作场所的调查报告,” 2021。

10 Hatfield et al.，从伟大的辞职到伟大的重新想象。

11 德勤，“德勤 2022 年财务员工调查报告”，2021 年。*

* 作为“关键时刻”调查报告的财务团队，德勤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在2022年2月使用三种研究方法进行了初步研究：

移动性研究：对20名财务员工的日常工作进行持续记录，并开展访谈“财务工作者之声”活动 ，直面了解员工对工作、环境和未来发展

的期望。

MindSumo思维挑战：对61名青年财务工作者和求职者发起“挑战”任务，以了解他们对职场所需技能、工作环境和职业发展的看法。

定量调查：总共1800名美国员工和全球员工参与，其中包括较多的年轻的财务工作者和高级领导。该调查使用了三种定量调查平台的方式

对不同职场环境的数据进行了统计和收集。参与者包括300名全球财务领袖、500名国际财务工作者和1000名美国财务工作者。

尾注

22

0909

02

03

04

05

06

01

07

08

09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global/Documents/gx-the-great-reimagination-report.pdf
https://www2.deloitte.com/us/en/blog/human-capital-blog/2021/skills-based-talent-strategies-part-2.html
https://www2.deloitte.com/us/en/blog/human-capital-blog/2021/skills-based-talent-strategies-part-2.html
https://www2.deloitte.com/us/en/blog/human-capital-blog/2021/skills-based-talent-strategies-part-2.html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us/Documents/human-capital/us-2021-return-to-workplaces-survey.pdf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us/Documents/human-capital/us-2021-return-to-workplaces-survey.pdf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us/Documents/human-capital/us-2021-return-to-workplaces-survey.pdf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us/Documents/human-capital/us-2021-return-to-workplaces-survey.pdf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global/Documents/gx-the-great-reimagination-report.pdf


关于德勤
德勤中国是一家立足本土、连接全球的综合性专业服务机构，由德勤中国的合伙人共同拥有，始终服务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前沿。我们的办公室遍布中国30个城市，现有超过2万名专业人才，向客户提供审计及鉴
证、管理咨询、财务咨询、风险咨询、税务与商务咨询等全球领先的一站式专业服务。

我们诚信为本，坚守质量，勇于创新，以卓越的专业能力、丰富的行业洞察和智慧的技术解决方案，助力各行各业的客户与合作伙伴把握机遇，应对挑战，实现世界一流的高质量发展目标。

德勤品牌始于1845年，其中文名称“德勤”于1978年起用，寓意“敬德修业，业精于勤”。德勤专业网络的成员机构遍布150多个国家或地区，以“因我不同，成就不凡”为宗旨，为资本市场增强公众信任，为客户转型升
级赋能，为人才激活迎接未来的能力，为更繁荣的经济、更公平的社会和可持续的世界而开拓前行。

Deloitte（“德勤”）泛指一家或多家德勤有限公司，以及其全球成员所网络和它们的关联机构（统称为“德勤组织”）。德勤有限公司（又称“德勤全球”）及其每一家成员所和它们的关联机构均为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
法律实体，相互之间不因第三方而承担任何责任或约束对方。德勤有限公司及其每一家成员所和它们的关联机构仅对自身行为承担责任，而对相互的行为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德勤有限公司并不向客户提供服务。

德勤亚太有限公司（即一家担保有限公司）是德勤有限公司的成员所。德勤亚太有限公司的每一家成员及其关联机构均为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法律实体，在亚太地区超过100个城市提供专业服务。

请参阅 http://www.deloitte.com/cn/about了解更多信息。

本通讯中所含内容乃一般性信息，任何德勤有限公司、其全球成员所网络或它们的关联机构（统称为“德勤组织”）并不因此构成提供任何专业建议或服务。在作出任何可能影响您的财务或业务的决策或采取任何相关行动
前，您应咨询合资格的专业顾问。

我们并未对本通讯所含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作出任何（明示或暗示）陈述、保证或承诺。任何德勤有限公司、其成员所、关联机构、员工或代理方均不对任何方因使用本通讯而直接或间接导致的任何损失或损害承担责任。
德勤有限公司及其每一家成员所和它们的关联机构均为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法律实体。

© 2022。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德勤中国。

http://www.deloitte.com/cn/abou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