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全球贸易环境风起云涌，各国市场监
管与要求愈发严苛，企业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和跨境贸易的管理难
度亦见加大。

如何努力跟上不断演变的政策和法规的节奏，如何满足新消费需
求和复杂供应链的发展，如何顺应“无接触、数字化”的趋势，
大部分企业仍缺乏必要的、系统化的方法，帮助其在瞬息万变的
世界贸易环境中蓬勃发展。

德勤认为，要打破企业全球贸易各环节的信息壁垒，识别全球贸易
合规的风险点并加以防范，以较少的成本最大程度提升效率，实现
全球贸易管理的合规、增效、降本、提速，让企业更专注于业务发
展本身。

一直以来，德勤深知企业的全球化愿景，理解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我们为跨境贸易化繁为简、防患未然、推陈出新。

企业面临的主要难题：

企业亟需投入资源建立高效率、低成本、低管理风险及无缝合规
的全球贸易管理模式。

德勤全球贸易服务在合规、海关及优惠贸易协定等方面实施经验
丰富，协助众多企业扬帆远航。

化繁为简

防患未然

合规

提速
推陈出新

完善一个体系

建立统一的全球贸易合规管理制度

组建完整的全球贸易合规风险管理体系

导入一套标准

全球贸易合规和SAP Global Trade 

Services (SAP GTSTM) 开发及实施
建立集团全球贸易合规管理操作标准

完善一批流程

梳理和规范现有全球贸易合规流程

识别全球贸易合规的风险点
建立完整的全球贸易合规管理链条

培养一批人才

借外脑培养企业全球贸易合规管理

专家团队
实现全球贸易合规管理体系的长效运营

增效

降本

全球贸易的机遇与挑战

监管复杂，欠缺理解，应变困难

• 法律环境复杂多变

• 监管部门众多

• 清关要求时常变更

• 流程繁琐

手工管理，效率低下，信息壁垒

• 高错误率，高风险

• 能见度低，不可追溯

• 标准不统一

• 占用资源

决策单一，多头管理，执行分散

• 决策缺乏数据支撑

• 不能预警风险

• 应付突发状况

德勤观点 德勤经验

智见天下 畅行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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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全球贸易服务提供基于SAP GTSTM 技术支持的灵活高效的企业进出口贸易业务解决方
案。它通过对进出口业务流程以及国际贸易合规的信息化、系统化管理，帮助企业实现
其全球发展战略。

德勤全球贸易服务解决方案 全球贸易管理

海关管理 合规管理 贸易协定管理

• 避免推迟清关，快速交付客户

• 加快通关速度，减少库存时间及费用

• 实现贸易数据一致性

• 进出口自主报关与报检

• 运用特定的海关政策以最大化政策优惠
(如自由贸易区、保税仓库、加工贸易等)

• 管理进出口许可证，包括网上申请及
修改申请

• 减少违规引发的处罚和供应链延迟

• 黑名单扫描（业务伙伴和金融机构）

• 禁运国检查

• 出口管制产品分类

• 优化自由贸易协定的运用

• 供应商原产地声明管理

• 客户声明处理

• 贸易协定决策与原产地规则分析

主数据及交易数据

SAP S/4HANA

技
术

–
SA

P
 G

TS
服
务

全球综合性实施经验 系统运行及维护服务

SAP  GTS 市场领导者SAP GTS 精英中心 数据分析

SAP S/4HANA 部署

文件管理解决方案 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产品归类）

智能应用程序（FIORI Apps）

管理服务（制裁方筛查，
产品归类）

• 全业务、全流程信息化支持

• 集团范围全球贸易统一管理

• 供应链协同及规范化运作

• 全球贸易合规标准嵌入

• 过程溯源，可视化管理

德勤自有标杆产品：

法律要求

• 熟悉不同国家和地区全球贸易规
则及其协同效应

• 为客户提供全球贸易咨询服务

• 与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海关密切
合作

实施伙伴

• 专深于SAP GTSTM和国际贸易- 60 
+项目经验

• 享有盛誉的客户池

• 与SAP的全球战略伙伴关系与紧
密合作

重组和流程再造

• 组织设计 -关键角色

• 全球贸易合规专家培训

• 流程跟踪，优化的贸易合
规流程，并降低成本

• 德勤创立用户组和社区

成本和速度

• 企业价值交付（EVD）方法论在
Smart SAP GTS实施中的运用

• 全球贸易行业手册（领先实践资
料库）

• 一套用于SAP GTS实施的预建模板

质量

• 现有ERP系统的数据质量
工具和控制

• 海关和全球贸易主数据分
析及管控框架

• 专家评估数据质量和共享
数据库底层信息

• 国际贸易分析工具–灵活集成数据，可视化
分析报告

• Smart GTS 快速实施产品–敏捷、高效的进出
口业务基本流程解决常用、复用需求

• Smart GTS机器人解决方案–与人工智能结合
实现重复性流程自动化

德勤SAP GTS 服务目标：

全球贸易咨询与SAP GTSTM领先技术实施融合，打通海关管理和合规
管理的业务全流程，深度集成，无缝连接。

德勤全球贸易咨询、合规咨询到系统落地一个团队全面服务。

整体解决方案

一站式服务

基于SAP GTS，德勤的独有能力

全球贸易服务“直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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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漏承担责任，而对相互的行为及遗漏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德勤有限公司并不向客户
提供服务。请参阅 www.deloitte.com/cn/about 了解更多信息。

德勤是全球领先的专业服务机构，为客户提供审计及鉴证、管理咨询、财务咨询、风险
咨询、税务及相关服务。德勤透过遍及全球逾150个国家与地区的成员所网络及关联机
构（统称为“德勤组织”）为财富全球500强企业中约80%的企业提供专业服务。敬请访
问www.deloitte.com/cn/about，了解德勤全球约312,000名专业人员致力成就不凡的更多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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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城市提供专业服务，包括奥克兰、曼谷、北京、河内、香港、雅加达、吉隆坡、马尼
拉、墨尔本、大阪、首尔、上海、新加坡、悉尼、台北和东京。

德勤于1917年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德勤品牌由此进入中国。如今，德勤中国为中国本地
和在华的跨国及高增长企业客户提供全面的审计及鉴证、管理咨询、财务咨询、风险咨
询和税务服务。德勤中国持续致力为中国会计准则、税务制度及专业人才培养作出重要
贡献。德勤中国是一家中国本土成立的专业服务机构，由德勤中国的合伙人所拥有。敬
请访问 www2.deloitte.com/cn/zh/social-media，通过我们的社交媒体平台，了解德勤在中
国市场成就不凡的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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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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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联络德勤：

• 全方位——法律、流程和技术

• 全覆盖——100多国家，700+专职顾问，7,700+SAP实施专家，90+SAP GTS专家

• 全链接——全球贸易和海关顾问与技术专家无缝连接

该企业在应用SAP供应链支持系统的基础上实施SAP GTSTM ，在中东以迪拜为物流中
心，实现与当地海关系统对接进行高效率进出口贸易通关及合规查验：

该企业实现了全球贸易合规管理的数字化，有效协助降低合规风险，助力业务国际
化合规发展。

张晓洁Dolly Zhang

德勤
税务及商务咨询合伙人
+86 21 6141 1113
dozhang@deloitte.com.cn 

风险防控：在系统中管理业务伙伴、订单，实现合规管理系统化，规范化。并能
及时通知到法务及业务。

管控透明化：与9个外部系统的贸易数据对接，提高了3条出口业务线推单，备货，
物流及报关单证制作的业务效率和可视性, 实现流程自动化和透明化。

打造国际一流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您需要一个合
规、透明、高效的全球贸易系统。德勤深厚的专业
知识与实践经验，与您放眼全球、跨境同行。

黄晓宇Alan Huang

德勤
管理咨询SAP服务线合伙人
+86 20 2880 8168
xyhuang@deloitte.com.cn

综合性解决方案

Deloitte

公司财务审计和风控 管理咨询税务和法律

覆盖全球

美洲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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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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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中东非洲

341
成员所

71,826
职员

104
成员所

41,125
职员

GTS

亚太地区

Global 
Center of 
Excellence

携手德勤全球资源 助力企业成功实践

某重工业机械设备制造商

自贸区货物出口

海关：进口文件、报关与申报
合规：黑名单、禁运国、许可证 通关文件

自贸区货物进口

通关文件、出口文件 海关：报关文件与申报
合规：黑名单、禁运国、许可证

海外
运输

JAFZA
海关

自贸区
内仓库

某大型通讯企业

遵从中国海关总署出口报关要求进行箱
单合同发票及报关单的准备，完成清关

中国内地出口

遵从香港工贸署进出口申报要求进行CSV
数据准备，完成清关及SCCL合规性审查

中国香港进出口

德勤专著

德勤先后出版两版著作，集全球专家之力，汇多年实施
经验，由SAP Press重磅出版。主要内容包括：探讨SAP 
GTS的基本配置、实施概念、如何与包括SAP S/4HANA在
内的外围系统对接；阐述SAP GTS如何帮助您在整个国际
供应链中管理海关、出口控制和风险管理；如何解决现
实操作中的全球贸易问题，避免延误和处罚，从而无缝
对接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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