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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亚太首席执
行官和主席致辞

共建亚太美好未来

2022财年是充满变化与挑战的一

年——新冠疫情延宕反复、地缘政治冲

突加剧、社会经济遭遇阻力，唯一不变的

只有变化本身。

面对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相互交织的

变局，德勤始终积极作为，致力于践行

宗旨——助力客户、人才和社会成就不

凡，这是我们在亚太地区领航前行的关

键所在。

 
虽然未来仍未可知，但可以确定的是，

我们将以明确的宗旨为指引，助力各企

业、各行业以及各经济体更有效地突破

迷局，不断提升弹复性，敏捷应对重重

挑战。

本报告详细阐述了德勤亚太在2022财年

共建美好未来所取得的成果。为了支持

并推动客户和社区发展，遍及亚太19个
地区的逾68,000名同事凝心聚力、共担

使命，发挥专精所长，携手成就不凡。

过去一年，德勤亚太团结一致、戮力同

心，共同克服了重重难关，进一步提升凝

聚力，为迈向更加公平、更具可持续性的

未来而开拓前行。

助力客户转型

2022财年，我们一如既往地助力客户转

型，以有效应对日益复杂的各种挑战，包

括帮助企业重塑供应链、实现数字化运

营、迈向低碳转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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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深湛的数字化能力、前沿的创新方

式，以及对客户业务和市场的独到见解，

德勤为客户提供专业建议和精深洞察，

助力客户开启转型之旅。以多元专业服务

模式为驱动，我们为客户带来全方位的专

业服务，同时不断增强公众信任。

在助力客户转型的同时，德勤亚太不断整

合自身运营，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我们协

调推进投资，持续提升德勤亚太的市场

推广能力，高效运用亚太地区的丰富资

源，为客户提供卓越的差异化服务。

展望2023财年，这些变革举措将继续

引领我们推进卓越运营，确保德勤亚太

始终如一地通过多元服务能力和深厚专

业经验，最大程度地助力客户成就不凡。

助力人才和社区发展

我们持续加大人才投资力度，助力我们

的专业人士灵活应变、洞察新知，不断

提升专业技能，以更好地协助客户应对

新兴挑战。我们推出了一系列人才发展

项目，包括“和而不同”高管领导力发

展项目和德勤亚太学院（Asia Pacific 
Academy）——这一互动平台旨在激励

创新解决方案，有效应对当下面临的种

种挑战。

随着职场灵活性成为普遍共识，我们着

力重塑未来工作模式，助力人才实现个人

发展。我们还大力推动职场转型，赋能、

激励人才充分发挥潜能，提升灵活性，并

运用前沿技术建立联系、深化合作。

同时，我们高度重视人际连接与互动，致

力打造非凡的人际交流体验，让人才在工

作中成就不凡，获得归属感。

德勤全球多元化、公平与包容（DEI）战
略——ALL IN，旨在确保所有德勤人都

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充分发挥所长，实

现个人价值。2022财年，德勤亚太女性

合伙人占比已达25%，这一重大里程碑

将激励我们进一步通力协作，共同推动

亚太地区的女性人才实现职业愿景。

秉持“因我不同，成就不凡”的全球宗旨，

德勤亚太多措并举、主动作为，积极把握

机遇，加速推进发展，致力为亚太地区

人才创造美好未来。依托WorldClass计
划，我们重点聚焦扶贫、教育和为困难社

区创造机遇等领域。2022财年，我们通

过WorldClass计划为亚太地区220万人

带来积极影响。

推动负责任的气候决策

亚太地区抵御气候变化风险的能力较

弱，这里拥有密集的城市人口、漫长的

海岸线、低洼陆地及众多小岛屿国家，

因而极易受到海平面上升与极端天气的

影响。

2022财年，德勤亚太着力WorldClimate
全球气候战略，创下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不

凡影响。我们的目标是通过调整差旅政

策及不动产规划等举措，到2030年实现

温室气体净零排放，这将促使我们将范

围1和范围2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三分之

二以上。

过去一年，我们通过有针对性的学习项

目，赋能并推动人才采取积极的气候行

动。我们还成立了可持续发展与气候变化

服务社群，德勤专业人士可通过社群获取

最前沿的内部专精资源，为客户提供世界

一流的气候相关服务与解决方案。

共建美好未来

虽然过去数年充满复杂挑战，我们始终

顺势而为、变中求进，专注于为客户、人

才和社会创造可持续价值。随着时间的

推移，我们实现更强劲的增长，并不断提

升弹复性。我们深信，唯有迎难而上、深

化使命担当，以创新的方式践行宗旨，成

为推动世界发展的变革性力量，才能在二

十一世纪引领时代浪潮。

我们将致力践行自身企业责任 ，以实际

行动做出表率，通过协同合作和不断创新

推动具有不凡影响的变革。奋楫同心、携

手同行，我们定能克服当下重重挑战，阔

步迈向更加公平、更具可持续性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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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

Total revenue:

revenue +XX%
on FY22

总营收*

各业务营收 各行业营收

审计及鉴证

营收同比增长率17.1%

消费行业 政府及公共服务

能源、资源及工业行业 生命科学与医疗行业

金融服务行业 科技、传媒和电信行业

管理咨询

财务咨询

*与《德勤全球影响力报告》一致，《德勤亚太影响力报告》中的德勤亚太营收数据覆盖印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毛里求斯。本报告中
的其他数据均不涉及印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毛里求斯。

风险咨询

税务与商务咨询

100亿美元

25亿美元 23亿美元 14亿美元

18亿美元 5亿美元

24亿美元 16亿美元

33亿美元

16亿美元

12亿美元

14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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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年充满动荡与变化，许多企业长期

停业，出行受限，贸易受阻。面对各种挑

战，德勤亚太积极作为、敏于应变，全力搭

建虚拟连接，启用远程工作模式，有效满

足不断变化的客户需求。

依托我们所投资的各种技术和构建的关

系网络，我们的专业人士竭力开发创新解

决方案，帮助客户解决日益复杂的挑战，

包括采取气候行动、迎接未来工作模式，

以及持续推进数字化转型等。在提升利益

相关方信任和企业弹复性方面，我们同样

处于领先地位。

助力企业加快采取气候行动

如今，利益相关方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

注重企业的透明度、责任感与道德规范。

在这一背景下，亚太地区企业必须适时而

变，以满足利益相关方对可持续发展的更

高期望。

着眼于此，过去一年，德勤亚太持续大力

投资技术和专业技能，帮助客户将环境、

社会和管治（ESG）目标逐步纳入主要的

企业报告中。响应这一方针，德勤中国近期

收购低碳亚洲咨询业务，扩展气候变化与

可持续发展服务。

2008年，多位深耕环境与社会发展的专业

精英在香港创立了低碳亚洲，目前已成为

领先的可持续发展咨询公司。

时至今日，德勤低碳亚洲帮助客户制定基

于科学的减排计划，提供净零路径、气候

风险和情境分析、绿色金融工具、可持续

研究、教育培训以及报告的最佳实践等专

业服务。

德勤低碳亚洲团队与客户紧密合作，确保

我们能够根据客户的具体需求与情况量身

定制策略建议及创新方案，从而助其实现

财务及可持续发展目标。

同时，我们坚信，构建低碳未来必将引领

亚太地区迈向经济繁荣。

过去一年，我们深入研究并推出前沿思

想理念，重点展示低碳的实践意义。例

如，Deloitte Access Economics团队受澳

大利亚国家银行委托编制了深度报告《All 
systems go》，着重探索澳大利亚如何在

净零之路上推进经济转型并实现发展。

我们近期还专注于帮助客户实施解决方

案，大力重塑其业务运营、优化系统和合

作关系，助力他们在可持续经济格局下实

现长足发展。

果敢而行，迎接未来工作模式

纵观整个社会以及各行各业，技术正在改

变工作的性质。

2022财年，我们继续助力公司和客户未雨

绸缪，迈向以云为基础、以数据为驱动、更

具灵活性与可持续性的数字化工作方式，

以期在“新常态”中实现蓬勃发展。

例如，我们的税务团队致力协助客户应对

疫情下的复杂挑战，制定恢复计划以实现

逆势增长。企业加速应用新的商业模式，

从根本上对企业的税务部门带来挑战，包

括外包日常合规与报告活动而导致税务运

作模式转型需求增加。

同样，我们的法律团队继续与客户通力协

作，推动其法律运作模式转型，快速适应

虚拟工作，重新考虑利用技术提升效率并

完善成本结构。

我们还致力于促进创业。例如，德勤日

本财务咨询部门的创投支持（Venture 
Support）团队近期组织举办创业峰会

（Entrepreneurship Summit），为创投公

司和大型企业提供业务接洽平台。该活动

预计会成为日本最大规模的年度业务接

洽平台。

德勤日本的创投支持团队不仅在各大高校

开展教育项目以培养创业精神，还计划在

未来12个月内举办大型商务赛事。德勤将

为赛事中的最佳选手提供大力支持，帮助

他们的初创业务发展。这将有益于具备创

新商业模式的初创新秀获得更多投资，助

力他们在新常态下行稳致远。

德勤亚太：乘风破浪， 
领航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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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利益相关方信任

德勤认为，“信任时代”已然来临。这个时

代充斥着真真假假的庞杂信息，个体认知

占据主导，数字化安全和数据隐私持续受

到威胁。如今，利益相关方比过往任何时

候都更希望企业采取恰当且行之有效的

举措。

利益相关方的期望包括要求企业保护个

人隐私数据，并在ESG问题上采取坚定

的立场。

尽管如此，许多领导者和企业仍认为信任

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相反，我们认为必

须勇于直面信任问题，因为若将信任置于

首位，并切实构筑信任关系，信任便将成

为一项竞争优势。

2022财年，我们的专业人士与亚太地区领

先企业通力合作，帮助他们深化信任。

例如，德勤财务咨询帮助客户采用结构化

方法量化并提升信任度。依托德勤领先的

TrustIQ™诊断工具，我们助力客户量化其

企业的信任度现状。通过评估企业在17个
维度的表现，并将其评分与领先实践进行

比较，TrustIQ™列明企业应该采取行动的

重点领域。

我们的差异化审计方法同样有助于领先企

业构筑信任关系。最重要的是，我们意识

到审计不应仅局限于审计意见本身。

我们深知，客户须应对日益复杂的商业环

境。伴随市场不确定性、地缘政治风险、技

术冲击以及日益加剧的监管担忧，各行业

和各地区的竞争方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在此背景下，企业董事会和管理层越来越

将审计视为其价值链的重要环节，可以帮

助他们展望未来和回顾过去。

有鉴于此，过去12个月中，德勤亚太审计及

鉴证继续大幅投资数据处理、数字化技术

和创新工作方式，以此推动审计及鉴证服

务转型，确保我们能够提供合乎客户要求

的高质量审计服务。

令我们倍感自豪的是，我们的投资得

到了客户的充分认可。2022财年，我

们被多家领先企业聘任为外部审计

师，包括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

公司、韩国LG新能源和韩亚金融集团

（Hana Financial Group）以及澳大利

亚Aurizon、Boral、CSL、Invocare和Rest 
Super等。

我们赢取的重大审计客户还包括RW 
Cruises（新加坡）、PT Semen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和Ranhill Utilities（马来西

亚）。与此同时，我们的内外部审查结果也

得到了显著改善，合规文件数量增多，而不

合规情况也相应减少。

推动数字化转型，创造更多价值

尽管数字化投资加快，但能否收获增长回

报和竞争优势往往难以预料。

为此，我们的专业人士竭力帮助客户制定

数字化转型战略方针，在平衡各种新兴技

术的同时，又能确保运营决策始终与整体

战略紧密契合。

德勤日本财务咨询近期收购了一家为客

户提供信息技术和云咨询及整合服务

的公司。我们的财务咨询团队还开发了

Conduct Watch和ClaimsView两项新产

品。Conduct Watch是一款安全无缝的端

到端报告解决方案，可以帮助企业快速识

别、应对、解决和报告欺诈及其他不当行

动。ClaimsView是基于云的端到端管理

工具，可协助企业确保大量申请的完整性

和准确性，包括无偿债能力申请、整改申

请等。

我们也大举投资提升技术能力，完善我们

的云优先技术战略，在各项业务实践中运

用创新协作工具等，以更好地帮助客户改

变竞争格局，并有效应对他们面临的种种

冲击。

同时，我们还致力深化与领先技术提供商

的联盟关系，从而更有效地助力客户大幅

推进转型并加快实施进度。

提升企业弹复性

当今世界充斥着与经济、安全和气候相

关挑战，弹复性并非目标，而是一种生存

方式。每一场危机来临，弹复性企业都能

从“积极响应”、“稳健恢复”迈向“全面

反弹”。

过去一年，我们采用此方法继续为企业提

供必备技能，助其把握未来机遇，应对发

展之路上可能遇到的各种挑战。 
德勤亚太风险咨询继续支持客户构建更

加智慧的流程和平台，提供更精深的洞

察，增强应对威胁的敏捷性和弹复性。我

们的网络安全专家团队助力企业识别网

络风险，加强环境安全保障，在充满勒索

攻击等各种威胁的恶劣环境中为企业保驾

护航。

德勤日本财务风险收购了一家情景规划和

培训项目提供商，助力德勤为客户制定聚

焦弹复性的创新战略。

持续精进，助力客户适变长青

接下来，我们将阐述如何与亚太地区客户

通力协作，共同实践上述方法。

以下内容旨在展示我们如何在亚太地区积

极作为，推动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

助力社区提升弹复性。

疫情之下，德勤员工不得不保持社交距

离，我们的专业人士与客户的沟通方式也

随之改变。然而，即使困难重重，也无法阻

止我们向前发展，反而催生出更有效的工

作模式及客户服务方式，携手所有人迈向

更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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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

澳大利亚：加快打造更清洁的

建筑

德勤澳大利亚近期帮助跨国建筑巨头

Laing O’Rourke制定全面的气候变化与

可持续发展战略，助其在2050年前成为净

零排放企业。

我们与该企业的50多位领导者、代表和采

购经理合作，共同分析数据并研究采购

合同，制定清晰的行动计划。目前，Laing 
O’Rourke已形成完善的流程，可以追踪并

对标业内领先减排目标，最大程度降低自

身的排放量。

中国：借力低碳亚洲，提升可持

续发展咨询能力

2022年2月，德勤中国收购了低碳亚洲的大

部分咨询业务，并组建德勤低碳亚洲。

低碳亚洲是一家领先的香港可持续发展

咨询公司，并在新加坡和澳大利亚设有业

务。其经验丰富的专家团队专注ESG报告、

净零碳排放解决方案、气候情景分析、可

持续发展研究以及可持续发展专业人员高

层次培训。

“近几年，应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理念逐渐引起重视，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到净零排放

的目标中，实现‘双碳’目标形势严峻、任重道远，这为公司带来新的机遇。德勤通过气候

变化与脱碳管理、绿色金融、ESG战略与报告等方式，更好地助力客户应对风险与机遇，实

现绿色低碳转型。”

德勤中国主席蒋颖

中国：打造责任投资典范 

影响力投资是一个日益增长的投资领域，

旨在运用金融解决方案应对当前最严峻的

社会挑战。近期，德勤中国支持某国有基

金制定影响力投资框架和策略，设计影响

力投资实现路径，并搭配相应实施工具推

动落地。

我们的服务团队与客户协作开发系统，助

力客户将影响力投资聚焦与中国乡村振兴

战略相关的企业和项目。

结合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和可持续发展目

标，我们首创的投资理念覆盖投资流程的

每个环节，包括“募”“投”“管”等。我们

的客户现在能够将ESG原则系统化地融入

投资分析和决策中，从而更有效地管控风

险并提高回报。

在中国的“双碳”目标背景下，我们的团

队还致力于以国际权威的气候相关财务

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建议框架为理

论基础，辨识客户重点投资领域的风险

和机遇。

我们为客户综合投资决策提供双碳视角，

帮助客户拓展“双碳”目标下的发展内涵，

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

德勤中国可持续发展与气候变化主管合伙

人谢安表示：“任何投资都会产生影响力，

与传统投资相比，影响力投资将环境与社

会的外部性纳入投资考量。影响力投资的

初衷是在实现财务回报的同时，创造正面、

可计量的社会与环境效应。从政策层面对

乡村振兴的部署来看，我国的乡村振兴的

历史脉络、现实诉求和路径意义与企业可

持续发展的理论所追求的目标能够充分

结合。”

通过收购，我们汇聚德勤的多元专业服务

能力和不同类型的客户，结合低碳亚洲的

专家团队以及坚实的市场网络，从而提升

德勤的可持续发展服务规模和质量，聚焦

综合报告、可持续发展金融、供应链管理

和循环经济等领域。

德勤中国将更有效地助力企业管控气候风

险、提升品牌价值，并满足市场关于可持

续发展和气候行动与日俱增的期望。

与此同时，我们将为中国实现2030年“碳

达峰”与2060年“碳中和”目标贡献专业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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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确保银行有效管控气候

变化风险

日本以及全球其他地区的金融机构已经

开始意识到，投资和贷款战略需要考虑气

候风险。

“气候风险”包括实质性风险（台风导致的

严重水灾或风灾等长期气候灾害）和过渡

性风险，如与低碳经济转型相关的风险。

将气候风险纳入考虑后，金融机构能够更

精准地了解其投资和贷款组合的薄弱环

节，并据此迅速采取补救措施，包括通过

金融方式推进构建更加绿色的企业。

然而，许多机构面临的一大挑战是，他们

缺乏相应的工具以迅速量化任何潜在的气

候风险相关损失。

为此，德勤日本与分析公司SAS合作推出

一项全新服务，帮助银行实现这一目标。

2021年8月，我们的团队研发出一款新的气

候风险评估工具，可以协助金融机构自动

衡量不同情景下金融领域存在的实质性和

过渡性气候风险。

这就意味着，根据风险类型，金融机构可

以按不同行业、地区或其他性质对各类客

户进行评估。

 

韩国：协助国民年金公团限制

煤矿投资

2021年5月，韩国国民年金公团（NPS）宣
布将限制煤矿开采和燃煤发电相关行业的

投资，助力全球降低碳排放。

国民年金公团首先聘请德勤协助制定新

的范围和标准，以限制其对相关行业的投

资，希望通过实施这些标准，加快落实更

广泛的气候与能源转型政策。

基于我们在可持续发展财务咨询服务的专

精以及系统化的研究方法和相关资质，我

们成功赢取国民年金公团项目。

我们的风险咨询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与

ESG （CSE）团队首先对涉及煤矿行业的

类似投资限制政策进行了调研，并研究这

些政策如何影响全球养老基金。

我们还分析了监管规定和经营情况变动对

煤矿行业未来盈利能力的财务影响。

“我们希望与其他德勤成员所通力协作，共同把德勤的独特解决

方案推向全球，助力全球企业迅速高效地应对气候变化问题。”

德勤日本风险咨询合伙人Daisuke Kuwabara

基于此项研究，我们提出了多项范围和标

准，供国民年金公团限制煤矿公司投资，并

说明各项对其投资组合的不同影响。

国民年金公团随后采取了我们提出的其中

三项标准，助其实施新规程，开展对煤矿

公司的投资限制举措。

德勤韩国风险咨询CSE合伙人Oksu Lee表
示：“作为韩国规模最大的养老基金，国民

年金公团是韩国资本市场的重要主体，其

方针决策对领先金融机构和养老基金的

投资战略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因此这一项

目的赢取对德勤而言至关重要。我认为，

对于其他宣布类似战略的韩国机构投资者

而言，国民年金公团逐步退出煤矿投资的

战略决策具有实际参考意义。”

例如，银行可以轻松迅速地对潜在贷款

方进行洪水风险评估。对日本金融机构而

言，这是一项重要考虑事项，因为强力台风

引发的暴雨和洪水日益频繁。

我们的解决方案整合当地数据与政府发

布的灾害地图数据，显示洪水和山体滑坡

风险情景，从而帮助银行及时预估潜在洪

灾损失。

金融机构可将气候风险评估工具用于任何

情况，通过简单的流程就可覆盖更广泛的

行业，并增加相关气候风险情景，如热浪

或森林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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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协助新加坡旅游局，发

挥可持续旅游潜力 

过去一年，德勤东南亚财务咨询团队全

力支持新加坡领先客户，帮助他们循序渐

进，推动可持续发展。我们与新加坡旅游

局的合作即是一大例证。

新加坡旅游局委托我们开展一项调研，助

其构建更具可持续性的旅游业。 为此，我

们的团队在六大主要客源市场展开了一项

大规模游客调研，以及一系列消费者群体

讨论，并广泛咨询新加坡旅游业主要利益

相关方的意见。

依托我们的研究洞察，新加坡旅游局得以

进一步了解游客决策行为，以及可持续发

展相关旅游偏好。我们还与新加坡旅游局

合作制定一系列高阶战略，助推新加坡游

客数量增长。

德勤东南亚财务咨询合伙人Chris de 
Lavigne表示：“我们与新加坡旅游局的合

作彰显了德勤的专业服务能力，我们能够帮

助客户采用更加可持续的工作模式，确保

他们的业务运营面向未来、与时俱进。”

新西兰：签订行业首笔可持续

发展挂钩贷款

利益相关方需求日益推动企业将ESG指标

纳入其业务战略中，而德勤蓄势聚力，积

极推进可持续发展计划，采取切实举措，

实现可衡量的成果。

过去一年，我们与新西兰银行合作，获得

首笔面向新西兰专业服务机构的可持续发

展挂钩贷款，我们也是全球“四大”中第二

家获得此类贷款的会计师事务所。

该项计划充分彰显了德勤对实现公平、包

容以及社会环境目标的长期承诺。我们还

制定了未来三年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积极

践行德勤的ALL IN和WorldClimate承诺，

致力推动变革，逐步迈向脱碳未来。

2021年11月，我们着手申请可持续发展挂

钩贷款，并于2022年6月初签订纸质文件。

贷款利率的约定目标由新加坡晨星旗下公

司Sustainalytics进行外部评定。这一流程

可以确保我们制定可衡量的宏大目标，并

直接推动WorldClimate目标的实现。

我们的约定目标还包括提升合伙人团队

中的女性占比，计划较2021年增加22%
以上。我们还将在贷款期限内，设定并发

布多元化发展目标，不仅限于推动性别

平衡。

与此同时，我们希望扩大女性在各领导职务

中的占比，计划较2021年增加27%以上。

此外，我们还设定目标，将每位全职员工

的范围1和范围2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70%
，范围3排放量减少50%。

德勤新西兰每年须向新西兰银行报告各

约定目标的独立评定结果。新西兰银行

会根据这些结果，调整未来12个月的贷款

利率。

“这项贷款充分彰显了

我们致力实现公平、包容

和环境目标的承诺。多

年来，这已融入德勤的基

因，也成为我们积极履责

的一大载体，进一步助力

德勤员工、外部客户以及

更广泛生态成就不凡。”

德勤新西兰首席执行官Mike Hor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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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

推动奥林匹克运动发展

2022年4月，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下称“

国际奥委会”）与德勤宣布达成一项为期

十年的全球合作伙伴关系，覆盖五届奥运

会赛事。

德勤将担任以下奥运会和残奥会赛事的全

球合作伙伴：2024年巴黎奥运会、2026年
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和冬残奥会、2028年
洛杉矶奥运会、2030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以及2032年布里斯班奥运会。

赋能奥林匹克运动的转型发展

作为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德勤将运用

在管理和业务咨询领域的精深专业知识，

协助加强和保护国际奥委会的数字生态系

统，支持奥林匹克运动发展。

德勤将为国际奥委会的数字转型战略提供

支持，利用自身的数字专业知识，在个性化

观众体验与提升数字服务、连接全球观众

以及在每届奥运会之间不断扩大吸引力等

领域提供建议。

推动国际奥委会的宗旨和举措发展，助力应

对全球挑战

德勤与国际奥委会达成了目标导向为本

的合作伙伴关系，依托德勤丰富的商业智

慧，助力国际奥委会实现未来发展战略路

线图、《奥林匹克2020+5议程》以及其通

过体育建设一个更美好世界的愿景。德勤

将与国际奥委会合作，凭借一支具备广泛

的管理和业务咨询能力的全球团队，为参

与奥运会的各国奥林匹克委员会、数十亿

的观众和数千名的运动员带来有意义的

影响。

“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最重要的历史时刻。奥林匹克运动通过

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将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方面起着关键

作用，而这一点在目前更是前所未有的重要。德勤和国际奥

委会期望携手成就不凡，通过奥林匹克运动加强、提升和创

造积极持久的社会影响。”

前德勤全球首席执行官浦仁杰

 “我们很高兴能与德勤合作，并对这一合作伙伴关系带来的

机遇感到振奋。德勤推进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举措与国

际奥委会《奥林匹克2020+5议程》中对于未来战略路线图描

述的进一步改革和转型的理念不谋而合。”

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

德勤将运用自身在ESG服务的专业知

识，协助奥林匹克运动应对《奥林匹克

2020+5议程》提出的关键挑战，包括企业

管治、战略、可持续发展、多元化、公平与

包容以及对运动员支持和他们的健康、幸

福。德勤将与国际奥委会共同合作，就相

关倡议制定计划、传承项目和行动手册。

为彰显《奥林匹克2020+5议程》中良好管

治和透明度的重要性，本次合作将构建“

卓越中心”，为参赛国家的奥林匹克委员

会提供行政和管理操作的最佳实践。

https://www2.deloitte.com/global/en/pages/about-deloitte/articles/deloitte-ioc.html
https://www2.deloitte.com/global/en/pages/about-deloitte/articles/deloitte-io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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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复性

中国台湾：助力领先消费电子企

业提升供应链弹复性

随着ESG考量事项逐步融入报告和披露

中，企业也开始关注ESG工作中一项新的

焦点——供应链。

随着监管趋严以及市场期望不断增长，越

来越多的大型企业考虑将ESG考量事项纳

入其供应商的核心业务战略，以期更好地

满足监管机构、投资者和其他相关利益方

的要求。

德勤台湾近期为东亚一家领先消费电子企

业开展了供应链审计工作。团队与德勤中

国合作，帮助该企业有效评估其供应商的

ESG表现和碳管理流程，助力优化其供应

链管理。

依托我们对全球电子配件行业的深入了

解，我们系统化审查了客户供应商的可持

续发展举措和目标，并根据可持续发展供

应链管理最佳实践调查了供应链的各个

环节。

基于我们的调查结果，客户加深了对其供

应链的了解，并意识到如何改善与供应商

的沟通。

德勤台湾还指出，该企业可通过以下三种

方式增强供应链弹复性，包括：

 • 建立更有效的管理机制，与供应商探讨

ESG计划；

 • 提供培训，帮助供应商制定可持续发展

方法；以及

 • 运用数字化工具追踪相关表现并分析进

度情况，通过尽职调查、访谈和后续审

计改进成效。

德勤台湾风险咨询总监Cathy Lee表示： 
“依托我们全球组织的跨领域技能和精深

知识，以及多年服务该行业的丰富经验，

我们有序开展供应链审计工作。基于此，

我们致力协助全球企业改善供应链ESG管
理，同时识别并降低潜在风险，缩减运营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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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澳大利亚：协助澳大利亚税务

局优化纳税申报

德勤帮助企业利用数据更快制定有效决

策，改善成果。我们近期支持澳大利亚税

务局推进现代化进程，打造未来领先税务

机构。

具体而言，我们与澳大利亚税务局合作，

运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帮助员工充分发

挥自身优势。

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采用的方式是部署

人工智能检查数千份工作相关的费用报

销，而澳大利亚税务局人员则仅需审查标

记出的高风险案例。

不止于此，我们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还支

持数千位纳税人在报税期间实现精确报

告。目前，纳税人与澳大利亚税务局的沟

通互动日益简化，同时节约了税务局人员

和市民的宝贵时间。

东南亚：助力领先车企推进人

力资源转型

德勤东南亚赢取了一项为期两年的项目，

支持一家大型车企全面实现人力资源流程

标准化。

客户在亚洲和大洋洲超过10个地区拥有业

务实体。直到最近，其业务实体仍各自采

用不同的人力资源信息系统，导致该企业

难以实现统一的标准化人力资源流程，且

无法提供一致的员工体验。同样，该企业

也难以精准了解其员工总数，以促进决策

并防范风险。

为了帮助客户实现人力资源转型，我们的

项目团队部署了SAP SuccessFactors平
台，推动其人力资源团队实现招聘、职业

发展和薪酬流程的标准化和自动化，打造

更加有效的全生命周期人才管理体系。

在启动新平台试点后，我们会在2023年将

其推广至整个企业，并开展变革管理，支

持平台的实施落地。

“重塑人力资源的方式并不唯一。对客户而言，整合现代人力资源的不同要素是一项异常艰巨的挑

战，而这正是我们的优势所在。依托我们的精深专业知识和丰富经验，我们协助客户加速转型进

程，更快实现回报。”

德勤亚太与德勤东南亚企业技术与绩效事业群主管合伙人Angeline Leong



奋楫同心共建美好未来 | 德勤亚太影响力报告

24

业务 环境 社会 目录

25

信任

新西兰：聚焦橄榄球，推动太平

洋岛民社区发展

橄榄球是一项深深根植于新西兰文化中

的运动，从普通俱乐部到受人尊敬的国家

队，人人都可参与进来。

如今，超级橄榄球联赛最年轻的队伍

Moana Pasifika启动了一项计划，以支持

太平洋岛民及该队所在社区的发展。这支

队伍不久前刚组建成立，体现了太平洋地

区各民族和文化迈向同一目标的强大凝

聚力。

起初，新西兰橄榄球运动员协会提议在超

级橄榄球联赛中增加一支代表太平洋岛民

的队伍。因此，前萨摩亚司法部长Herman 
Retzlaff、前汤加司法部长Aminiasi Kefu以
及全黑队传奇人物Bryan Williams爵士等

备受尊崇的太平洋岛民领导人组成了一个

强大的指导委员会，向新西兰橄榄球联赛

提交参赛方案。

该指导委员会委托德勤新西兰为其制定

计划，助力社区橄榄球俱乐部加入超级

联赛。

他们设立了清晰的目标——组建一支由

慈善信托机构管理的职业橄榄球队，不

仅能够与知名超级橄榄球球队抗衡，还

能为太平洋岛民社区创造更多的机遇和

收益。 

德勤民营企业与私人客户服务Doug 
Wilson与Pås Peau服务组领导合伙人

Lisa Tai在幕后坐镇，协助指导委员会

成员与橄榄球界保持联络，建立起帮助

球队获得参加联赛资格的利益相关方网

络，并帮助加强联赛对指导委员会愿景

的信任。最终我们的参赛方案获得成

功，Moana Pasifika获批参加2022年超级

橄榄球大洋洲联赛。

但我们的服务并未就此止步。我们还帮助

该指导委员会组织重要赛事，鼓舞士气，

为队伍的首个联赛赛季提供支持，并协助

提升Moana Pasifika球队的运营能力。

最终，Moana Pasifika球队获得巨大成功，

首秀出场便在Mount Smart体育场以大比

分战胜Brumbies野马队。 

如今，这支球队及其成员专注于培养年轻

一代。他们定期参访学校，亲身展示体育

和教育的力量，介绍体育职业的发展路

径，帮助年轻一代迎接未来。 

“该项目是德勤员工践行德勤共同价值观—— mahitahi（协作共赢）的完美体现，项目的成

功离不开财务咨询与风险咨询两大部门的紧密协作。大家的努力付出发挥了广泛影响，Moana 
Pasifika球队指导委员会对德勤一直以来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德勤新西兰Pås Peau服务组领导合伙人、风险咨询专家Lisa Tai

“ Moana Pasifika球队专注于为球员提供多样化的发展路径，帮助他们登上国际橄榄球比赛的

舞台，展现他们的民族精神。球队像大海一样让我们心心相系，开启了新的机遇。对很多人而

言，体育是一股激人奋进的力量，它能帮助人们在球场之外取得成功。Moana Pasifika球队的

愿景不仅仅是达阵得分，更希望助力当地社区发展。” 

德勤新西兰民营企业与私人客户服务合伙人 Doug Wil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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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积极气候行动，
共建美好未来

2022财年，德勤亚太致力以透明的方式推进WorldClimate全球气候战略， 
切实成就非凡影响。

与此同时，我们大力投资推进 WorldClimate
以及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业务，强调其

对我们实现气候雄心的重要意义。2022年
4月，德勤宣布在全球投资10亿美元，聚焦

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相关服务、数据驱动

型研究、资产以及服务能力等。 为减少温

室气体排放，德勤亚太认为我们必须以身作

则。2022财年，我们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较

2019财年水平下降16%。此外，在德勤亚

太采购的能源中，可再生能源占比达56%。 

在监测公司业务运营的同时，我们还通过加

强全球供应链审查确保采购的可持续性，从

而量化公司供应链上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在以实际行动践行使命愿景的过程中，我们

持续关注更广泛领域的环境问题，关注我们

对自然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以及我们的碳

足迹。生物多样性对于地球的健康至关重

要。尽管我们对生物多样性造成的直接影响

相对有限，德勤坚持倡导环境友好型解决方

案，并将通过我们的价值链评估环境影响。

德勤亚太还与当地居民通力合作，共同制

定以自然为本的气候决策。我们意识到与

当地社区合作的重要性，当地居民的经验

和智慧有助于我们因地制宜，打造符合当

地需求的气候解决方案。此外，德勤还就

影响当地居民的环境问题发布相关洞察，包

括重新界定矿业与澳大利亚原住民关系的报

告——“When day comes”。

WorldClimate包含四方面工作：

减少排放 可持续运营 

赋能人才 生态合作 

聚力科学减碳，2030目标助力净零未来。 积极有为，尽可能以可持续的方式运营。

携手德勤亚太68,000名员工，共同采取气

候行动。 
与本地区领先企业合作，应对复杂气候问

题，推动系统性变革。 

采取行动，大力推进

WorldClimate 

该战略包括承诺实现科学净零排放目标，近

期目标是到2030年将全球气温升幅限制在

1.5°C以内。这一目标已获得科学减碳倡议

组织的认证，该组织由碳信息披露项目、联

合国全球契约组织、世界资源研究所和世界

自然基金会（WWF）联合发起，旨在推动

私营企业采取富有远见的气候行动。

 
我们还致力在公司的政策和实践中融入可

持续发展理念，并根据设定的目标衡量工

作绩效。2022财年，我们在践行“气候组

织”发起的三大核心倡议方面取得了亮眼成

绩。“气候组织”是一家非营利机构，致力

推动政企领导人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三大核心倡议旨在推进使用可再生能源

（RE100）、应用电动汽车（EV100）以及

提升能源效率/生产率（EP100）。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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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可持续运营

2022财年，德勤亚太以多种形式推进

WorldClimate。例如，德勤澳大利亚大力开

展变革举措，包括所有办公室改用可再生能

源。德勤所有新建办公室均达到澳大利亚

国家建筑环境评级系统（NABERS）五星级

能效评级、Green Star五星内部装饰评级以

及设计和装饰可持续性A级评级。此外，所

有德勤澳大利亚办公室也符合铂金级WELL
建筑标准。

德勤日本在Marunouchi Nijubashi和Shin-
Tokyo办公室采用可再生能源，使得日本各

地德勤办公室的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比例达

到60%。

对于目前无法避免的碳排放，我们主要通

过领先的自愿碳市场组织Climate Impact 
Partners购买碳抵消额度。尽管我们知道

这并不能替代科学减排方法，但有助于我们

践行运营承诺，推动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对企业而言，改变运营方式

正当其时。德勤致力为所有

利益相关方创造长期可持续

价值，我们必须携手并进，共

同构建公平、可持续的未来。

以采用可再生能源为例，我

们致力帮助企业打造可持续

发展的文化，将气候意识融

入工作的方方面面。

德勤亚太内部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

服务领导合伙人Nicola Weir

鼓励员工作出积极的气候贡献

过去一年，德勤与WWF合作发起气候在

线学习项目，以引导并鼓励德勤员工采取

行动。该项目旨在帮助全球德勤人了解德

勤应对气候变化的举措。此外，该计划还

聚焦员工如何在工作和生活中作出负责任

的决策，从而创造积极影响。目前，德勤亚

太已有超过65,000名员工完成培训，94%
的参与者承诺将采取行动，减少自身对气

候变化的影响。

我们将持续鼓励员工访问全球互动中

心——Climate Exchange，该中心汇聚了

德勤最前沿的领先理念，供员工互动交

流、激发创见，加快采取气候行动。 此
外，我们还持续拓展德勤亚太可持续发展

与气候变化服务社群，便于员工获取内部

专精资源，协助他们向客户交付世界一流

的气候相关服务和解决方案。

2022财年，我们定期更新CURA平台内容，

帮助员工深化有关气候行动的知识和理

解。CURA是一个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学习

中心，旨在帮助德勤专业人士与同行相互

启发、分享创意，并在全球行业专家的指导

下提升专精知识。 

2022年4月地球月期间，我们调动各种资

源组织了系列活动，助力员工成就非凡影

响。每年地球月期间，世界各地的企业纷

纷组织活动，积极支持气候行动。德勤亚

太多个业务部门也在当地举办备受欢迎

的环保活动，包括海滩净滩和垃圾回收

活动。

今年的地球月期间，4,000多名德勤亚太专

业人士参与了以WorldClimate为主题的员

工大会。会议聚焦德勤员工如何通过具体

可行的方法，“共同构筑美好未来”。与会

者分享了他们在社区参加气候变化与可持

续发展相关工作的故事，并探讨如何在本

地区实现净零排放目标。

地球月亚太WorldClimate会议
2022年4月19日星期二                        #携手前行 绿动未来

致力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积极贡献。

携手前行，绿动未来。德勤专业人士
开场致辞

无论你出于什么原因关
心、参与应对气候变化
，最重要的是铭记那个
驱使你一路前行的源动
力，然后与公司、客户
、所在社区一道，为气
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作
出持续努力。

德勤亚太首席执行官

欢迎致辞

我们相信未来可期，但前提是要彻底改变
对气候变化的态度，完善气候行动。

德勤亚太可持续发展与气候
变化运营项目经理

市场领先的气候行动

德勤推出全球可持续
发展与气候变化服务
，致力向客户和社区
推广、提供端到端的
全融合解决方案，不
断迈向绝对领先者之
路，引领客户应对可
持续发展与气候变化
相关事项。

德勤亚太可持续发展与气候变化领导人

作为可持续发展与气候
变化专业人士，我们须
遵守“VIP”原则行事
——价值引领（
Values- drive）、创新
开拓（Innovative）、
热情投入（Passionate
），激励客户和我们的
关系圈作出必要改变。

低碳亚洲气候战略领导人

助力亚太地区迈向净零目标

我们致力为自然、为净零
目标、为社区、为德勤带
来积极成效，这对生物多
样性、对我们的业务而言
意义重大。

与原住民社区有效沟通
并分享知识有助于确保
实现净零目标，同时为
自然、为原住民社区带
来积极成效。

在澳大利亚开展的德勤碳
森林项目中，我们通过景
观再生的方式为气候、为
公众交付整合方案，充分
彰显了德勤共同价值观的
强大凝聚力。

生物多样性与自然资本总监

原住民服务组总监

风险咨询高级经理

我始终认为，政府、私有部门、公众应团
结一致，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这不仅是生
存需要，更是构筑气候公正、实现代际公
平应有之义。

德勤中国公益基金会智护地球（WorldClimate）助理经理

随着WorldClimate生态体系的
形成，德勤内外部的有志之士
齐心协力，共同应对严峻的气
候和自然挑战。

德勤东南亚WorldClimate经理

我很荣幸作为德勤
的一分子，深化与
世界经济论坛和气
候治理倡议的合作
，共同推动董事会
层面的气候行动。

德勤澳大利亚财务咨询经理

德勤日本财务咨询合伙人

我们全力以赴，向客户
推广有益的技术工具，
助力在2050年前实现碳
中和目标。

德勤将把握机遇，
参与塑造未来商业
格局，由此引领
（全球）未来社会
的发展方向。

德勤新西兰财务咨询经理

以趣味化方式实现净零目标，有
助于推动员工积极减排，赋能公
司向目标迈进，从而形成贯穿始
终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理念。

德勤印度CNS高级顾问

数据一览 结语

超4,000人参与

覆盖逾25个
国家和地区

提升气候素养，号召
所有人共同行动，这
对应对气候变化至关
重要。德勤所有专业
人士都有机会在工作
与社区中开展积极、
可持续的气候行动。

聚沙成塔，每个人都可以贡献
自己的力量。

德勤亚太WorldImpact领导人

德勤台湾风险咨询高级顾问

https://www2.deloitte.com/global/en/pages/about-deloitte/press-releases/deloitte-launches-climate-learning-program-to-empower-all-three-hundred-and-thirty-thousand-people-to-take-action.html
https://www2.deloitte.com/global/en/pages/about-deloitte/press-releases/deloitte-launches-climate-learning-program-to-empower-all-three-hundred-and-thirty-thousand-people-to-take-action.html
https://www2.deloitte.com/global/en/pages/about-deloitte/articles/climate-exchange.html
https://www2.deloitte.com/global/en/pages/about-deloitte/articles/better-futures-togeth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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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客户应对气候挑战

WorldClimate战略与德勤亚太日益增长

的可持续发展服务相辅相成。我们在治

理、系统思维以及可持续金融等方面具备

深厚的经验，致力为客户提供融资支持、

制定脱碳战略，针对净零排放目标提供

咨询，协助增强应对气候挑战的韧性和

能力。 

2022财年，我们在多个项目中发挥专精所

长，帮助客户加速迈向净零排放目标。例

如，帮助企业采用更加可持续的供应链，

助力利益相关方更好地理解并应对与日

俱增的气候风险。 

近期，德勤澳大利亚与ESG咨询服务公

司OCT Emissions Solutions合作制定了

Deloitte Emissions Solutions，帮助业务

部门将新兴的早期技术引入市场，缩短了

交付大型解决方案的时间。

深受生态合作伙伴信任的专业

顾问

2022财年，德勤亚太继续开展生态合作，

包括与联盟合作伙伴、非政府组织、行业

团体以及供应商等展开合作，协助制定加

速低碳经济转型的解决方案。

我们还作为自然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

组（TNFD）成员参加了一系列活动。该全

球倡议于2021年发起，旨在帮助金融机

构和公司更好地理解自然对企业财务业

绩的影响，以及企业对自然产生各种积

极或消极影响的同时，可能引发的长期财

务风险。 

TNFD的主要职责是制定并发布风险管理

和披露框架，助力企业报告并应对不断

变化的自然相关风险。目前，德勤亚太正

协助制定这一框架，并携手农业、金融、

零售以及采掘行业的重要客户，共同参与

TNFD首批五大全球准备度项目。 

助力亚太地区领航气候行动 

减缓气候危机的影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但我们深信，只要灵活响应、携手合作，

便可取得积极的成果。

阅读以下内容，了解我们与员工、客户以

及生态合作伙伴如何携手并进，助力亚太

地区领航气候行动。

奋楫同心共建美好未来 | 德勤亚太影响力报告

https://tnfd.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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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亚太：倡导气候治理

亚太地区企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上面临着日

益增长的压力，很多企业仍缺乏管理风险

的专业知识和责任感。

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积极与本地区生态

系统中的各方合作，共同制定创新气候解

决方案。 

澳大利亚  
2022年6月，德勤澳大利亚宣布与WWF建
立重要合作伙伴关系，参与澳大利亚WWF
的“Innovate to Regenerate”项目，协助

制定新兴社区解决方案，鼓励面向气候、

生物多样性和粮食等领域的影响力投资。

同时，我们还与澳大利亚商业理事会合

作，根据《迈向净零经济》报告制定气候

行动举措。该研究报告显示，若不能将全

球气温上升控制在2°C以内，未来50年我

们将面临3.4万亿美元经济损失。在推进这

项工作的同时，我们大力支持到2030年末

将排放量较2005年减少50%的目标，促使

澳大利亚商界同仁意识到转型的必要性。

过去12个月，德勤澳大利亚继续为气候领

导者联盟（Climate Leaders Coalition）提
供咨询，该联盟由44位澳大利亚公司首席

执行官组成，他们承诺通过设定公共脱碳

目标，推动实现《巴黎协定》目标。我们帮

助该联盟设计“2030路线图”，助力联盟

成员所在公司迈向低碳未来。 2021年11
月，该联盟在格拉斯哥召开的第26届联合

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发布行动指引。

最后，我们联合澳大利亚公司董事协会以

及世界经济论坛发起了“澳大利亚气候治

理”倡议，将气候考量因素纳入澳大利亚

公司董事会议程。

新加坡  
德勤新加坡与新加坡管理大学和新加

坡董事协会等利益相关方合作，为新加

坡气候治理组织（Climate Governance 
Singapore）提供支持。

作为世界经济论坛气候治理倡议（Climate 
Governance Initiative）在新加坡的分支，

新加坡气候治理组织旨在加深董事会成员

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认识，培养必要的技能

帮助他们识别相关风险和机遇。新加坡气

候治理组织计划将气候考量因素融入所有

董事会决策。

透过新加坡气候治理组织，董事会成员可

通过工作坊、研讨会及资源库等形式，充

分利用专家在战略、财务以及人力规划、

风险管理和薪酬等方面的专业知识。此

外，还可以通过新加坡以及气候治理倡议

全球网络获取法律与治理模型。

 
作为新加坡气候治理组织的合作伙伴，德

勤新加坡大力支持其管理和治理工作，并

积极分享行业专精知识。 

过去一年，我们为董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

层组织了四场培训活动： 

 • 了解气候挑战； 

 • 法律、政策和法规；

 • 对企业的影响；以及

 • 对董事会的影响。 

德勤东南亚首席执行官、新加坡气候治理

组织咨询董事会成员Philip Yuen表示：“

培训期间，我们邀请行业专家分享专业知

识及所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经验。参与者

获得了有关气候变化的宝贵内部信息，并

了解到如何将气候变化列为董事会的优先

事项。”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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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亚太：庆祝2022年地球月 

每年4月是地球月，世界各地一同庆祝，以

加强气候变化意识，鼓励采取积极的行

动。德勤亚太也积极参与其中。

 
这一个月，我们鼓励员工参与气候行动相

关计划，并动员他人共同参与。2022财年，

我们在全球发起#携手前行 绿动未来#
等活动，鼓励公司员工将可持续发展理念

和行动融入工作、居家生活以及社区活动

中。德勤亚太围绕全球活动主题，开展了一

系列结合当地特色的地球月活动。

澳大利亚

德勤澳大利亚地球月#携手前行 绿动未

来#系列活动聚焦员工互动，我们鼓励员

工以个人或团体的形式参与气候行动，包

括组织比赛邀请他们分享个人采取的气

候行动。此外，我们还支持员工担任Clean 
Up Australia等环保组织的志愿者。

我们帮助员工意识到，他们可以将可持续

发展理念融入生活与工作中的点点滴滴，

比如改用可再生能源、选择更可持续的养

老金投资方案等。我们发布了一系列关于

气候行动的博文，探讨循环经济等话题；

还组织了多场分享活动，包括由两位合伙

人主讲的线上讲座，以及与Oxfam合作开

展的共同行动主题分享会。

与此同时，我们围绕地球日主题，在澳大

利亚开展了气候紧急事件专题讨论和植树

等活动。 

德勤澳大利亚还针对客户推出“可持续行

动指数（Sustainable Actions Index）”，帮
助大家进一步认识到增强气候韧性的重要

性。此外，我们推出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

展服务，帮助企业将气候纳入公司战略，协

助他们采取实际行动，应对不断变化的复

杂气候问题。 

中国

德勤中国在地球月开展了两场关于气候变

化对全球影响的线上讲座，参会人数达到

1,539人。

此外，我们还在全国范围组织了一系列其

他活动，其中包括75名员工在深圳白沙湾

和天津东疆港参加沙滩净滩志愿服务。 
在白沙湾，志愿者们两个小时内在仅一公

里的净滩距离共清理1,068件垃圾，重88
公斤，相当于两头成年海獭的体重。在东疆

港，志愿者们在大风天气清拾了27公斤的

海岸线垃圾。

4月22日世界地球日当日，18位德勤志愿者

前往北京奥森公园参与探索生物多样性的

志愿活动。在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工作人员

的引导下，他们在园区指定区域进行了鸟

类观察和植物物种样方调查；安装了红外

相机，以便园区工作人员能够全天候地观

察野生动植物。

参与活动的志愿者反馈：“我们随机选取

观察的一平方米的草坪里竟然有十多种植

物。感谢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老师的专业分

享，我们了解了更多城市生物多样性和保

护生物多样性的创新方法。勿以善小而不

为，让我们从了解身边的生态环境做起，共

同助力应对气候变化。”

日本

4月23日，30名德勤日本志愿者与其家人

前往东京Arakawa河边，参加由非营利性

机构Arakawa River Clean-aid Forum组织

的地球月垃圾清理活动。

德勤员工收集了约55袋垃圾。他们表示，

统计河岸的垃圾数量和种类有助于警醒人

们，消费型社会可能产生大量垃圾。

对很多员工来说，这是他们自2020年初疫

情爆发以来首次参加户外志愿活动，因此

这次活动也让他们有机会与同事重新建立

联结。

韩国

为庆祝地球月，德勤韩国发起了为期一周

的素食挑战活动。 

德勤韩国WorldClimate负责人Hannah 
Chang表示：“我们组织这场活动的初衷，

是让大家明白全球约三分之一的温室气体

排放源自食物，包括生产、加工以及打包红

肉的过程。我们希望鼓励员工思考素食是

否有助于减少碳排放。”

德勤为注册参与挑战活动的员工提供素

食食品，并通过社交媒体分享参与者的

感悟。

地球月期间，我们还在首尔办公室的咖啡

厅举办了一场为期两周的可持续发展主题

活动，咖啡厅为自带水杯的员工免费升级

大杯热饮。 

东南亚

2022年4月，德勤东南亚发起一项“Green 
Impact”挑战，帮助该地区居民在生活与

工作中作出积极的气候决策。 

活动期间，德勤员工依据在线互动工具包

的指引，采取了各种可持续发展相关行

动。根据复杂程度，这些行动被划分为三

类，分别对应金银铜三个奖项。 

参加“Green Impact”挑战有助于德勤员

工培养良好的日常生活习惯，比如减少红

肉摄入、节约用水、节约能源、作出负责任

的差旅决策等。 

部分参与者还承诺拒绝使用一次性包装，

在家种植蔬菜或者参加社区清洁活动。 

https://unstats.un.org/unsd/envstats/fdes/EGES8/Sess1.14_FAO_GH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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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帮助大学生增强气候意识 

德勤致力于引领全球低碳转型。 过去一

年，德勤中国多措并举，通过意义非凡的

共同行动，推进实现远大愿景。我们启动

了“零碳校园”项目，该项目由德勤中国公

益基金会与广州市越秀区科莱美特环境

保护交流中心合发起，面向大学生开展气

候教育。

2022财年，我们组织了一系列线上和线下

活动，以增强大学生的环保意识，鼓励他

们采取气候行动，包括两场主题活动：“生

物多样性随手拍活动” 、“饭堂剩食调研

活动”，近1,800名大学生直接或间接参与

到活动中。

一位参与者表示：“‘生物多样性随手拍活

动’为我打开了一扇采取气候行动的窗户，

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保护大自然的重要

性。通过这次活动，我决定以后参与更多

的环保活动。”

另一位参与者表示：“参加‘饭堂剩食调研

活动’让我有机会了解更多食物生产过程

中碳排放的影响。此外，我还学会了一些有

用的社会调研方法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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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参与“拾荒慢跑”，

守护社区环境

除了地球月庆祝活动，我们还通过其他诸

多方式成就非凡影响。过去一年，德勤亚

太积极筹划各项举措、研讨会和志愿服务

机会，鼓励更多人减少其对环境的影响。

2021年11月，德勤韩国236名员工携家人一

同参加为期四周的“拾荒慢跑”活动，即在

慢跑或散步时清理垃圾。

德勤员工自发设立目标，在散步时尽可能

多地清理所在社区的垃圾，最终，他们的

步数超过了3,000万步。

为纪念团队所取得的成就，德勤韩国向韩

国WWF捐赠了1,000万韩元（7,200美元）。

德勤韩国主席、ESG中心领导合伙人In 
Kyoo Baek 表示：“我们的行动能够激励

他人积极作为，从而推动可持续发展转

型。我们每次大大小小的行动，都会在德

41

勤、我们的社交网络、家人以及朋友中产

生积极影响，为全球气候行动凝聚力量，

这也是我们‘拾荒慢跑’活动的初衷。”  

业务 社会环境 目录



奋楫同心共建美好未来 | 德勤亚太影响力报告

4342

业务 环境 社会 目录

新西兰：携手Fruitvale学校，

拥抱绿色未来

我们致力帮助年轻一代深入了解食物从

何而来，以及如何可持续地种植粮食。为

此，我们鼓励学生亲身参与种植活动，学

习耕作、收割和分享食物。

最近，德勤新西兰志愿者团队与奥克兰

Fruitvale School展开合作，面向小学生开

展上述活动。作为德勤WorldClimate全球

气候战略的一部分，我们的志愿者团队计

划在该校种植一片由果树、蔬菜以及草本

植物组成的“食物森林”，让老师和学生参

与后期维护。

借助学校提供的工具，我们有序推进相关

工作。我们计划采购并种植树苗、灌木和

植物，并修整学校园区的自行车道，让学生

真正走进日益茂盛的“食物森林”。

“为践行WorldClimate承
诺，我们希望让更多人接受更
加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并通
过参加Fruitvale“食物森林”
等项目贡献我们的力量。” 

德勤新西兰管理咨询合伙人Gareth 
Glover  

我们还计划建造一个“高温堆肥”区，将

海草和覆盖物等各种材料混合到一起，形

成优质肥料。此外，我们还修复了校区旁

的一条小溪，并清理杂草，让原本的灌木

恢复新生。

随着项目的推进，我们克服了各种实施难

题。例如，项目开展第二天，我们就缩小了

项目范围，决定只专注于“食物森林”和“

高温堆肥”计划。随着仲夏季节来临，天气

变得极度炎热，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防止

新栽种的植物遭受干旱。

为此，我们将植物放进大的塑料容器中，

确保植物能够在移栽前存活下去。

Fruitvale学校校长Donal Mclean表示：“

德勤团队提供了很多重要资源，帮助我们

一步步实现这个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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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0万美元

220万

68,498
25.3% 3,610万美元

50.2% 49.8% 

460万

706,130  

53 158万

14,541 23,763 

1.759亿美元

247,785
2022财年社会影响力投资总额

2022财年WorldClass受益人数

员工总数 女性员工占比 男性员工占比

女性合伙人、负责人、总监占比（到2025年实现

32%的目标）

年度培训直接投资已完成的在线学习课程

2018财年至2022财年 
WorldClass受益人数

收到的申请数

人均培训时长

实习生人数 新入职员工

2018财年至2022财年社会影响力累计

投资总额

志愿服务和公益专业服务时长

社会影响力投资

员工规模

人才招募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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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学习机会，赋能人才成长

新冠疫情的持续反复等多重社会挑战让这

一年异常艰难。和其他企业一样，德勤亚

太必须重塑员工的生活、工作、自我提升

等方方面面。

为有效突破困局，德勤亚太持续投入大

量资源，助力员工适应变化、汲取最新观

点、提升职业技能，以应对不断出现的挑

战和难题。举措包括：建立互联机制，提

供线上线下学习和领导力发展项目，助力

个人成长。

量身打造领导力发展项目

德勤推出了 “和而不同”高管领导力发

展项目，对德勤高级合伙人给予战略性投

入，旨在赋能亚太战略的实现，打通合伙

人继任通道，培养合伙人的高阶领导力和

管理能力，同时建立并加深地区内合伙人

之间的关系网络。

携手并进，成就不凡

该项目由德勤人力资源顾问设计交付，涵

盖世界一流的内容传达和个性化设计，

旨在为合伙人创造挑战性强、相关性高、

影响面广的线上线下学习体验。2022财
年，38位高级合伙人参与这一项目，为未

来担任区域乃至全球领导职务做足准备。

2022财年，我们还为客户与行业高级合

伙人开发了学习和发展的前沿资料库，即

Pinnacle项目。该项目为线上线下结合学

习模式，旨在加强领导者技能能力，开发有

影响力、有前瞻性的解决方案，满足客户

需求。本财年， 40位客户与行业高级领导

者参与该项目，增强了客户服务能力，更好

地助力客户调整优化，制胜未来。

“德勤支持每位员工在不同职业阶段的个人学习与发展需求，坚

持以技术赋能、以人为本的理念，打造具备专精能力和完备技能

的专业人才，助力他们把握当下、成就未来。”

德勤亚太首席人才与宗旨官Elizabeth Fa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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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持续创新，直面社会问题

我们还创办了德勤亚太学院，聚力人才学

习与发展。借助这一互动平台，德勤专业

人士将围绕新兴问题高度协作，加速开发

具有创新性和可操作性的市场推广解决

方案。为实现这一目标，德勤亚太学院助

力德勤专业人士深入了解当地、各区域乃

至全球范围内影响客户业务的发展动态。

平台将结合真实案例经验、行业专精知识

以及客户沟通互动，开展为期八周的集中

孵化。

德勤亚太学院的关键目标在于培养人才洞

察前沿、快速应变的能力。德勤亚太设计

和开发的这一赋能平台，是德勤全球网络

中的首创。

2022财年，德勤亚太学院共开设五门课

程，为应对当今社会涌现的新兴问题开发

解决方案，以期带来深刻社会变革。200
多名德勤专业人士（包括员工和合伙人）

注册了上述课程。

课程涵盖金融服务演变概览、未来货币与

价值等话题。其他训练课程聚焦于开发能

够改变或影响可持续消费行为的应用程

序，搭建价值追踪交易框架，通过对排放

和自然资产的估值助力企业转型，帮助企

业达成以公平为导向的转型，创造气候友

好未来。 

优化亚太“决胜未来”数字化系

列课程

亚太“决胜未来”数字化系列课程旨在帮

助德勤专业人士制胜未来。课程重点培

养六大核心竞争力——韧由心生、敏捷应

变、协作共赢、科技至IN、创新制胜以及拓

展商机。

平台内容由德勤行业专家设计，用户能够

通过平台获取最新文章、播客、视频、工具

包及课程，包括来自TED演讲和《哈佛商

业评论》等渠道的课程。平台所有内容均

可通过德勤全球人工智能学习平台CURA
获取。

2022财年，德勤大幅优化了“决胜未来”

的内容搭建。新增内容包括云、人工智能

和数据分析等资源，此外还提供促进高效

协作、打造复杂解决方案的教育资源，以

及心理健康和美好生活相关支持，更好构

筑企业弹复力。与此同时，德勤亚太发起“

决胜未来”课程列表评比，来自亚太的参

赛者围绕“决胜未来”这一主题，创建个人

专属课程列表并提交参选。最后，所有德

勤亚太人员通过CURA登录，票选出了“最

佳课程列表”。

赋能女性领导者发展

德勤亚太“女性赋能”项目旨在认可、提

升、激励不断涌现出的女性领导者。德勤

亚太向女性员工提供个性化培训、发声机

会和支持举措，帮助更多优秀女性职场人

士加速成长，胜任领导职务。

2022财年，德勤亚太共有70名员工参与辅

导项目，通过与高级领导者对话，进一步

明晰了她们的职业目标，确立职业路径。

她们还通过发展工作坊获得相应支持，制

定详尽的职业计划，为未来两年的职业发

展指明方向。此外，这一项目助力参与者与

保荐合伙人互动交流，并为亚太地区女性

人才创造沟通机会、搭建沟通桥梁。

重返职场支持计划

在专注未来发展的同时，德勤意识到日益

激烈的人才竞争。为此，德勤一方面应用

其全球网络和创新能力，扩大顶尖人才招

募渠道，另一方面为更多人才增创机会。

例如，德勤部分成员所试行了“安可项目”

（Deloitte Encore program）。

德勤美国于2015年首次发起安可项目，

面向脱离职场一至三年（包含因家庭原因

离开职场）的资深专业人士开放，帮助他

们重整旗鼓，重返职场。

该项目向参与者提供含劳动报酬的固定

期限劳动合同，助其顺利返回职场。参与

者将有机会报名加速发展计划，提升职

业技能，同时获得相关指导与辅导以及

个性化成长方案。

此外，项目参与者有机会彼此交流学习，

并与其他德勤专业人士互动沟通。

德勤澳大利亚近年来也实施了类似安可

项目的“重返职场”（Return to Work）
项目。

安可项目为期二十四周，意在提供聘用机

会。我们的项目则与国际妇女节联动，策

划推出市场活动，并在各类弹性工作招聘

网站发布岗位详情。

此外，我们还鼓励各业务部门对招聘岗位

数进行评估，为项目贡献力量。

这一项目大获成功，未来我们将在日本、新

西兰、东南亚等其他更多地区推广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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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尊重包容、多元平等的企业

文化

在德勤，我们希望每个人绽放真我，成就

自我。通过德勤的全球多元化、公平与包

容战略ALL IN，我们致力于创造一个安

全且相互尊重的环境，让每个人都获得平

等的机会施展抱负，实现自身的成长和

成功。

亚太地区是全球多元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

一，通过构筑团结有力的企业文化，我们

将建立强有力的竞争优势。德勤的客户面

临复杂多变的业务挑战，采取多维度的思

考方式将有助于应对这些挑战。构建这种

企业文化将连接来自不同地域、拥有不同

背景及观念的人才，助力我们成长为更优

秀的专业人士和领导者。

51

亚太发起的“勇敢对话”正是为了鼓励多

元化的表达。在亚太多元化、公平与包容

委员会的支持下，我们的专业人士可通

过“勇敢对话”平台，分享个人迎难而上、

突破困境的独特经历。对话起初以采访月

刊形式呈现，一年后升级改版，调整为直

播探讨的形式。

过去一年，“勇敢对话”平台就家庭暴力

等多个话题展开广泛探讨。2022年3月8日
国际妇女节当天，围绕性别偏见的线上讨

论会更是吸引了约4,500名同事的参与。

德勤东南亚还推出包容领导力实验室，帮

助我们的专业人士以实际行动作出表率，

携手营创安全包容的工作环境。2022财
年，德勤东南亚所有合伙人与总监和超过

88%的高级经理参与了实验室专题研讨。

常态化推进性别平衡

德勤亚太管理层致力实现内部各层级的

性别平衡，并使之成为一种常态。德勤亚

太的目标是在2025年前，将担任合伙人

及其他领导职务的女性占比从24%提升至

32%。我们已制定统一的干预措施，覆盖

从招聘到发展、晋升和继任的整个职业发

展周期。

德勤认识到，我们有责任在全球范围内的

成员所设定薪资平等的标杆。

长期以来，我们始终致力于为各办公室各

层级员工提供平等公平的报酬，对此我们

引以为傲。

我们制定、实施了全面流程助力推动薪资

平等，包括承诺在下一轮薪资评定之前，

在可比基础上消除任何因性别导致的薪

资差异。

与此同时，当候选人申请德勤职位时，我们

尽力不询问薪资历史等相关信息。这有助

于在薪资谈判过程中消除偏见，避免公司

内部因性别导致的薪资差异进一步延续。

2020年起，我们开始开展年度性别薪资

平等（GPE）审计。一年来，我们致力巩固

实施方法，并持续不断地优化、完善实现

路径。

在内部人工智能与数据分析专业人士的助

力下，德勤提升了性别薪资平等的监测能

力，并对其持续跟进。我们还首次完成合

伙人薪资数据对比，有助于评估最高管理

层的性别薪资差距及平等情况。

2022年性别薪资平等审计显示，亚太地区

的性别薪资差距在过去三年间稳步下降。

2022财年，亚太诸多成员所逐步将性别薪

资平等审计纳入季度、年度评估流程中，

避免出现薪资差距。

德勤亚太还发布了参会承诺。出于诸多历

史遗留原因，论坛、会议等场合的发言人

往往无法充分代表职场、社会中的多元群

体发声。在德勤担任演讲嘉宾、主持人或

讨论嘉宾的论坛和会议等场合，无论是由

德勤或第三方举办的活动，德勤将推动实

现“40/40/20”的嘉宾比例，即“40%男

性、40%女性、20%其他未被充分代表的

群体”。

德勤亚太各成员所还实施了一系列改善性

别平衡的创意举措。例如，德勤东南亚为

多元化、公平与包容议题相关工作组提供

经济资助。当地志愿者通过创造高效对话

与交流机会，支持多元化、公平与包容战

略的实施。

与此同时，我们发起了多元化、公平与包

容对话活动@DEI Café，建立起一个虚

拟空间，参与者可在安全、彼此尊重的环

境中就多元化、公平与包容议题分享多

元视角。 

2022年国际妇女节当天，性别平衡工作组

举办了“羽化成蝶：打破偏见，成就不凡”

分享会，获得广泛参与。

此外，德勤东南亚还在客户企业内部发起

多项计划，支持女性高管的个人成长和职

业发展，包括制定董事会入会人才计划，

该计划帮助女性高管为加入董事会做好充

分准备。

业务 社会环境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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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支持LGBT+人士

2020年6月，德勤亚太多元化、公平与包容

委员会承诺为LGBT+同事提供支持，致力

创造展现自我、绽放真我的职场环境。同

年12月，德勤亚太宣布成立LGBT+及友好

人士社群——StandOUT。

德勤亚太近期开展的一项人才调研显

示，4%的参与者自我认定为LGBT+人士。

通过建立德勤亚太StandOUT社群，我们

将为LGBT+同事群体及友好人士提供坚定

支持，致力创造包容环境。

2022财年，德勤亚太StandOUT社群所做

的工作包括为尚未建立LGBT+社群的地

区提供网络资源，分享相关活动信息等。

在LGBT+社群初步建立的地区，德勤亚太

StandOUT社群持续努力扩大社群规模。

此外，我们还通过举办网络会议，宣传、推

广LGBT+相关内容。

一年来，高级管理层不断发声定调，德勤

亚太首席执行官、德勤亚太主席、德勤亚

太高管、多元化、公平与包容委员会成员

以及来自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高层均积

极参与网络会议。

亚太StandOUT网络会议的一个重要环节

是个人故事分享。2022财年，来自印度尼

西亚、新加坡、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中国

台湾、韩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

的LGBT+同事和友好人士向我们分享了个

人经历。

此外，亚太StandOUT还助力区域内成员

所的相关推广活动，例如2022财年，为德

勤中国StandOUT社群一周年网络会议提

供支持。

亚太StandOUT和多元化、公平与包容委

员会每年都在“骄傲月”等LGBT+群体的

重要纪念日举办线上活动。

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庆祝活动，支持包容文

化的建立。2022财年，我们和往年一样，

分别在五月、六月和八月举办了“国际不

再恐同日”“骄傲月”（超3,000人参与）以

及“紫色着装日”庆祝活动。2021年10月，

中国香港办公室首次参与了当地的“粉红

点”（Pink Dot）骄傲集会活动。

此外，亚太多元化、公平与包容委员会还

不断扩充“ALL IN友好人士指南”等内部

LGBT+学习资源。

德勤亚太StandOUT社群
Pride@Deloitte 2022

#QueerAllYear | 2022年6月28日

亚太地区3,000
多位同事参与其中

我们每个人都是德勤的文化大使。在德勤，每个人
都可以展现真实的自我。无论是友好人士或LGBT+
人士，我们将携手并进，共同打造更加包容的工作

环境。

包容共进，接纳多元。文化策略本身并
不是动因，但有力彰显了我们促进包容
的信念和行动。

德勤鼓励所有人使用包容性人称代词，营造
友好的工作环境。我们还可以在邮件签名、
ZOOM、领英及其他平台加以有效运用。

2023年3月，世界骄傲节将在澳大利
亚悉尼举办，这是亚太区首次迎来这
一盛会。

拥抱不同、尊重彼此，爱是我
们共同的语言。

Pride活动期间，我们更加意识到要爱己及
人，像尊重自己一样尊重他人。让我们积极
行动，勇于作为。

每年六月，我们共庆Pride骄傲月。
其实每个月，都是我们的骄傲月。

在德勤，营造包容文化是我们
大力推行的核心战略。

德勤并不是因为强大，所以包容，而是
因为包容，所以强大。

包容是人才选择德勤的重要因素，对我们
的LGBT+同事和所有人而言，皆是如此

世界骄傲节云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LGBT+群体 ，他们有着截然不同
的文化背景，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多元图景。

“在德勤亚太，我们希望LGBT+同事能够自信地展现真实自我，在工作中和所在社区发挥所

长。2023财年，我们将持续为亚太区LGBT+同事营造支持性的文化环境。”

德勤亚太StandOUT社群领导人Phillip G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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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关注职场心理健康

我们参与发起的“提升职场心理健康

全球商业合作组织”（Global Business 
Collaboration for Better Workplace 
Mental Health）为亚太心理健康评估设定

了基准。这一基准的确立，有助于我们实施

以下举措：

 • 提升领导层的职场心理健康培训与意识；

 • 重点关注减少羞耻感；

 • 提供学习与支持信息；

 • 评估心理健康状况，分析心理疾病病因，
对症确定治疗方案。

在整个亚太区域，德勤提供灵活的工作方式

和多种协助计划。此外，我们还邀请心理健

康专家为合伙人教授心理健康课程，并对亚

太各地的心理健康课程提出专业建议。

这一举措旨在加强对心理健康重要性的认

识，推动并加快职场心理健康的积极转变。

未来，德勤将加速计划落地，将职场心理健

康认识提升至全球基准水平以上。德勤亚太

将始终为亚太区所有员工提供坚实支持。

协力应对家庭暴力

在整个亚太，我们力求确保所有遭受家庭

暴力影响员工的安全健康。我们深感企业

有责任解决这一问题，目前亚太各成员所

已颁布相应的家庭暴力政策。

德勤颁布了零容忍政策，并提供咨询辅

导、带薪休假、灵活办公安排、工资预付、

安全规划、内外部转介渠道等多项支持

举措。

德勤还面向员工开展了提升认识、提供支

持的培训，并在各成员所任命了一位“第

一响应人”。“第一响应人”是指员工需要

支持时可率先沟通的联系人。

我们为“第一响应人”提供培训，以便判

断、应对和上报家庭暴力事件，实施适宜

的支持举措。

2021年12月，亚太多元化、公平与包容委

员会响应联合国提出的“反对性别暴力16
日行动”，举办了以“聚焦家庭暴力”为题

的勇敢对话直播活动。 超过2,000名同事

参与这一线上活动，与会者就诸多相关议

题展开讨论，包括职场家庭暴力的定义、

普遍性、影响范围、德勤相关支持举措、德

勤专业人士如何施以援手，以及针对受害

者的其他强有力支持等。

坚定反对种族歧视

德勤亚太反对系统性偏见、种族歧视、不

平等待遇。倾耳细听、笃学不倦、引领变

革，我们深知重任在肩。

德勤亚太致力提升少数人群占比，并积极

通过全球各地的招聘、学习与发展、职业

进阶、导师计划等项目，助力这一目标的

实现。

助力残障人士绽放光芒

德勤致力为所有可见与隐形的残障同事创

造友好的职场与社会环境，助力他们发挥

所长，充分释放潜能。

为此，德勤亚太发起了一系列意识提升、导

师辅导与教育培训项目，旨在赋能残障人

士发展。我们还任命了德勤首位无障碍服

务领导人，专注于为残障与神经多样性人

士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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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德勤中国荣登全球权威雇主品

牌调研机构Universum“中国最具吸引

力雇主”排名行业榜首，连续14年获得“

中国最具吸引力雇主”荣誉称号。德勤新

加坡入选“新加坡最具吸引力雇主15强”

榜单，这是德勤新加坡连续第五年获得

该奖项。

德勤中国还获颁由杰出雇主调研机构发

布的“2022中国杰出雇主”认证，成为排

名前十的认证企业中唯一的专业服务机

构。德勤中国连续十六年获此认证。

最具吸引力雇主

最佳雇主

最新获奖情况

2022年，德勤荣获卓越职场®和《财

富》杂志联合发布的“2022年度全球最

佳职场”，排名第七位。卓越职场®是一

家致力于构筑高信任、高绩效职场文化

的全球权威机构。这一殊荣彰显了德勤

员工对德勤工作体验的高度认可，对德

勤而言尤为珍贵。在亚太地区，德勤澳

大利亚、德勤中国、德勤印度和德勤越

南均获最佳职场认证。

2022年，德勤澳大利亚蝉联澳大利亚最

受毕业生喜爱雇主榜单三强，这是德勤第

三年在Grad Connection最受毕业生喜

爱雇主百强榜单中位列三甲。在评选过程

中，德勤还斩获了最受实习生喜爱雇主奖

项（大型）和最受欢迎商业雇主奖项。此

外，德勤澳大利亚在Graduate Australia
发布的澳大利亚毕业生最喜爱雇主榜单

中排名会计与咨询行业榜首。

在东南亚地区，德勤新加坡入选新加坡毕

业生百强雇主榜单，排名第二十一位，并

斩获会计与财务管理行业榜单榜首。德勤

越南荣获Anphabe JSC颁发的2022年越

南最受大学生喜爱雇主奖项，这是德勤越

南第二次获此荣誉。

2022年，德勤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人力资

源大奖中斩获“最佳领导力发展项目”“

最佳学习与发展项目”“最佳职场多元与

包容项目”等多个卓越奖项，并荣膺“最佳

雇主”称号。此外，德勤澳大利亚还入选

2022年创新人力资源团队榜单。

德勤马来西亚荣获2021年人力资源卓

越奖“学习与发展”铜奖及“女性赋能”

铜奖。

德勤新加坡荣获2022年员工体验奖“最

佳职业发展课程”金奖及“最佳多元与包

容战略”金奖。

2022年社群商业奖项评选中，德勤亚太

提名LGBT+新星企业。这一奖项旨在表

彰亚太地区新近开展LGBTQ+包容项目

并取得重大进展的企业。德勤亚太凭借

LGBTQ+及友好人士社群StandOUT获
得提名。

大学生喜爱雇主 学习与发展奖项

多元化、公平及包容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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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德勤澳大利亚第21次获评工

作场所性别平等机构颁发的“性别平

等最佳雇主”。同时，德勤澳大利亚在

2022LGBTQ包容性大奖中荣获金奖，

连续第四年获此殊荣。

2021年，德勤中国首次获颁香港LGBT+
包容性指数铜奖。香港LGBT+包容性指

数由社群商业主办，旨在表彰坚定推进

LGBTQ+包容政策的企业。

德勤日本荣获2021年最佳职场认证和

多元与包容奖项大型企业类别二等奖，

德勤日本致力打造多元化、公平与包容

文化，创造正向积极的社会影响力。

2021年，德勤日本连续第四年荣

获“PRIDE指数”金奖。“PRIDE指数”

由公益机构Work with Pride主办，旨

在表彰企业为LGBT+专业人士营造友

好环境所作出的努力。

领英“顶尖公司”榜单旨在评选全球范围

内最适合个人职业发展的企业。2022年，

德勤澳大利亚和德勤新西兰在各自国家

榜单中分别位列第十二名和第十九名。

德勤韩国管理咨询入选韩国雇佣劳动

部“2021年韩国促进就业企业100强”榜

单。德勤韩国管理咨询是管理咨询领域唯

一获选企业，因其致力创造高质量就业岗

位、促进女性稳定就业而倍受认可。

在东南亚地区，德勤印度尼西亚荣获亚洲

人力资源领域权威刊物《HR Asia》颁发

的“2022亚洲最佳企业雇主奖”，德勤印

度尼西亚连续三年获此殊荣。德勤印度

尼西亚还荣获《HR Asia》颁发的“2022
最佳员工关怀奖”，这是德勤印度尼西

亚第二年获此殊荣。今年，德勤泰国在

WorkVenture的泰国最佳雇主50强调研

中，获评最佳工作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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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惧挑战，助益社会

德勤秉承“因我不同，成就不凡”的全球宗

旨，激励员工勇于担当、积极行动，解决当

前社会面临的日益复杂的挑战。

秉承这一宗旨，2022财年德勤持续推进

WorldClass计划，以期通过职业技能发

展、教育提升和机会创造，致力到2030年
助力全球一亿人才的发展。

战略层面，我们的支持工作着力于扶贫、教

育、技能培训，以及为困难社区创造机遇

等领域。德勤亚太秉承全球宗旨和共同价

值观，与非营利组织建立合作关系，在不

同项目中深度协作，致力创造可持续的长

期影响。

德勤亚太的合伙人和员工每年享受一天

的“志愿者假”，可抽出一天时间投入志

愿工作。德勤支持员工在一年中积极投入

社区志愿活动，解决本地社区最为重要的

议题事项。德勤相信，我们将通过Impact 
Every Day项目增创更大价值。

2022财年，德勤亚太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形式，举办了多项Impact Every Day活
动，携手公益组织开展志愿活动，聚焦教

育、技能培训和气候行动等特定领域。

德勤澳大利亚为五次危机事件提供了共

计290,000澳元（约合195,000美元）的资

金捐助，涉及阿富汗难民危机、菲律宾台

风“雷伊”灾后重建、汤加火山爆发灾后

重建、俄乌冲突、澳大利亚昆士兰洪水灾

害等。捐款总额包括德勤员工捐款以及公

司配捐资金。

同样地，德勤日本823位同事在乌克兰危

机爆发后提供了共计10,493,000日元（约

合69,000美元）的紧急资金援助。.

共创美好，共享未来

上述案例表明，德勤亚太始终致力打造多

元包容的企业文化，助力亚太困难社区的

稳步发展，携手社会各界开创美好未来。

下文阐述了我们在亚太地区开展的活动详

情。德勤坚定履行承诺，致力在亚太地区

成就不凡，推动实现ALL IN和WorldClass
战略目标。

http://www.deloitte.com/worldclass
https://www2.deloitte.com/global/en/pages/about-deloitte/articles/world-impact.html?icid=wn_careers-wih2021l
https://www2.deloitte.com/global/en/pages/about-deloitte/articles/world-impact.html?icid=wn_careers-wih202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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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给我们的工作方式带来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对德勤而言，这是一次重新定义现

代工作方式的绝佳机会。打造人才所需的

工作体验，实现客户与团队的期待，向内

探求我们能做到的极致。

“德勤体验”是德勤全新推出的全球人才

方针，在德勤当前灵活工作制的基础上，

极力满足人才所需，重构当今混合工作模

式。该方针与全球ALL IN目标相一致，希

望进一步建设赋能人才“成就不凡”的企

业文化。

德勤亚太：赋能人才发展，重塑“

德勤体验”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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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方针为德勤员工和团队提供了详细的

指南和充足的资源，以便实现混合工作与

灵活工作安排。亚太地区的德勤成员所可

根据本地需要，量身定制各地详细政策。

2021年6月，德勤澳大利亚率先实施“德勤

体验”。随后，德勤新西兰、德勤韩国、德

勤东南亚等成员所纷纷跟进。

如今，这些地区的德勤员工可以结合客户、

团队和个人需求决定工作方式。传统的朝

九晚五工作制已不再适用。取而代之的

是，员工以高效、高产出为核心制定工作

计划，同时满足工作家庭平衡和身心健康

需求。这一方针的核心在于，信任是每个人

成就不凡的基石。

德勤领先于市场的灵活工作安排包括灵活

工时、灵活休假、灵活办公地点。灵活工

时，指员工可与团队领导就日常工作时间

沟通并达成一致。灵活休假，指允许出于

个人爱好、休假充电等原因申请延长假期。

灵活办公地点，指根据个人、客户和团队需

要，可以在德勤办公室、客户所在地、居家

或其他合适地点办公。

同时，“德勤体验”仍然重视面对面的沟通

交流。德勤坚信，面对面沟通是与同事及客

户建立联结的重要途径。

采用面对面交流，个人和团队能够在项目重

要关头更加紧密地并肩协作，同时加强客

户关系，助力拓展项目机遇。

根据“德勤体验”相关指引，我们更加清

楚是否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建立联结。至

关重要的是，我们能确立何种方式将对同

事、对客户、对公司创造最优成果。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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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日俱新，智见非凡

澳大利亚：分享最佳实践，助力学

校提升韧性

新冠疫情肆虐全球，给教育行业带来沉重

打击，同时面临巨大风险。全球范围内学

校关闭，学生深受影响，包括德勤澳大利

亚在内的许多机构也受到重重阻力，难以

施展助力人才应对未来挑战的相关举措。

2021年4月，德勤澳大利亚举办了一系列职

业发展研讨会，面向学校管理层和教师群

体开放。研讨会互动性强，云集了来自不

同地区、民族和社会经济背景的参与者，

各种观点多元碰撞。第一期题为《包容性

领导力的力量》，旨在助力教育工作者进

一步认识到包容与多元的重要性，并鼓励

他们在日常教学和校园工作中着重彰显包

容多元的力量。

第二期《引领新未来》聚焦未来发展，特

别探究了在充满变化与不确定性的时代

中，领导者必须具备的重要特质，并深度

解析如何提升个人韧性并在辅导中激励他

人等议题。第三期《绩效发展基础》则涵

盖绩效管理、身心健康、高难度对话实用

建议等多个方面的议题。
“参加‘燃梦口语计划’是因为我本身有三个孩子，想让他们体会到不是每个小孩都有双语学习的机会。
在辅导的过程中令我更加体会到这项活动的意义。每周的辅导成了我们家最期待的集体活动，一起上
课和互动。我强烈推荐其他同事参与，我自己也会继续参与。” 

德勤中国财务咨询合伙人�康勤

时至今日，该项目已触达近300名学校管

理者，助力77,000名深受疫情影响的学生

改善学习体验。

德勤澳大利亚管理咨询总监Marnie 
Anning介绍道：“虽然这一教育支持项

目的初衷是应对疫情影响，但如今已发

展为领先的领导力培训模式，着力培养

教师的领导力技能，应对快速变化的教

学环境，引领未来工作方式。在下一个阶

段，德勤同事将有机会介绍自己熟知的学

校参与项目，进一步拓展、丰富德勤未来

的公益触角。” 

中国：燃梦口语，助力流动青少年

开拓视野 

在中国，英语是学校的一门必修课程，而

部分学生特别是流动青少年缺乏学习、

练习口语的机会。

为此，德勤中国携手非政府组织千禾社区

公益基金会，于2021年7月发起了德勤“

燃梦口语计划”公益活动，通过线上的形

式为流动青少年开展英语教学，助力实

现德勤全球WorldClass目标。

德勤中国的志愿者们不仅提供一对一英

语口语教学，还加入了线上直播英语故

事会的活动，以耳熟能详的童话故事、时

事热点为载体，在教授知识的同时鼓励

学生用英语表达自己。

过去12个月，“燃梦口语计划”已开展九

期活动，丰富了学生们的课外知识。共有

231名德勤合伙人及员工志愿参与到活

动中，累计服务时长达3,320小时，受益

人数合计188人。学生们反馈不仅掌握了

大量英语知识，同时还增强了开口说英语

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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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德勤全球WorldClass计划，德勤日本

致力推动积极的社会变革。我们与政府、

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团体展开创新合作，

携手开发、推广领先解决方案，为迈向共

同繁荣的可持续未来贡献专业力量。我们

还通过提升教育与专业技能，为社区发展

赋能。

为实现上述目标，我们透过德勤日本Well-
being公益基金会（Deloitte Tohmatsu 
Well-being Foundation）开展了各项举

措。该基金会于2021财年成立，旨在携手

志同道合的组织，为当地社区创造积极

影响。例如，我们最近与Kumon教育机

构合作，共同为Almond社区网络提供支

持。Almond社区网络是一个非营利组织，

致力于为东京近郊横滨的儿童打造一个

安全的空间。日本有许多类似的空间，统

称为儿童食堂，在这里困境儿童可以免费

或以便宜的价值享受餐食和食品。

依托Kumon的专精知识，德勤日本Well-
being公益基金会着力为前往儿童食堂

的孩子提供支持，帮助他们改善学习习

惯、提升学习能力，并培养自尊等非认知

“这一项目旨在确保儿童食堂的有效运营，让困境儿童除了家和学
校之外，拥有一个安全的‘第三’空间，为他们开启或拓展未来的
更多可能性。下一步，我们期待在相互理解、彼此信任的基础上，与
Kumon进一步深化合作关系，为日本各地另外约5,000家儿童食堂
提供支持。”

德勤日本Well-being公益基金会首席执行官Gentoku Yoshikawa

日本：志在兼济，为乌克兰难民提

供支持

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数千名就读于

国外语言学校和高校的乌克兰留学生遭遇

了人生的重大变故。

由于无法回国，许多乌克兰留学生面临着

完成学业后，不得不在接受国寻求生计的

问题。

德勤日本通过一系列方式为这些学生提供

支持，包括与非政府组织Pathways Japan
联合举办就业技能公益研讨会。参与者

可以获得面试技巧、简历撰写等方面的建

议，这些建议有助于他们在日本找到一份

工作，维持生计。

此外，我们还与难民支持组织日本和平之

风（Peace Winds Japan）开展合作计划，

为携带宠物逃离乌克兰的难民提供支持。

从遵守检疫规定到寻找适合宠物居住的

住所，携带宠物的难民们面临着一系列难

能力。Kumon还为Almond社区网络的

员工提供培训，助力他们更好地与儿童

互动交流。

除了为困境儿童提供支持外，德勤日本

Well-being公益基金会还免费向Almond
社区网络提供专精洞察，帮助其实现更加

强劲的发展。

题。在这一方面，我们也积极提供志愿支

持，包括与难民对话交流、了解他们的挑

战，深入研究以寻求解决方案，以及助力

日本和平之风成功推进项目管理等。

韩国：提供奖学金，助力年轻人

融入社会

在韩国，自幼在政府孤儿院长大的年轻

人必须在年满18岁后回归社会。然而，许

多人第一次离开福利体系的保障，便面临

自己独立寻求生计的难题，不免感到无所

适从。

通常，这些年轻人急于找到工作和住所，

不得不把上大学的梦想暂时搁置。为此，

德勤韩国联合非政府组织Areumdaun 
Jaedan（也称为美丽基金会）推出一项计

划，为受影响的年轻人提供教育和自我发

展的机会。

我们的计划旨在为参与者提供系统化的经

济和心理支持，帮助初入社会的年轻人作

好独立生活的准备。

在这一计划下，德勤韩国每年为五名大学

生提供资助。我们的奖学金覆盖大学学

费、部分生活费，以及购买平板电脑等学

习设备的费用。

该计划通过扩大教育机会为社区发展赋

能，充分契合德勤全球WorldClass计划的

目标愿景。

通过这一计划，德勤韩国声誉及综合风

险管理办公室的两位法律团队成员，为

不再享受福利保障的年轻人提供免费的

法律知识和建议，包括在线讨论债务管

理等议题。

德勤韩国声誉及综合风险管理办公室总监

Sung Hyun Choi表示：“没有亲密监护人

的年轻人离开福利保障体系后，面对一场

突如其来的现实考验，往往会感到举步维

艰。德勤大力支持我们的专业人士协助这

些年轻人培养独立能力与就业技能，逐步

适应社会，并实现个人发展。”

日本：增进社会福祉，赋能社区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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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扩大教育机会，赋能马来

西亚儿童发展

德勤深信，教育是摆脱贫困的重要手

段。KidsEdu于2019年启动，旨在帮助低收

入家庭的儿童获取更多教育资源。

“最近一项家庭收入调研
数据表明，马来西亚的40%
低收入群体、40%中等收入
群体与20%高收入群体之
间存在巨大的收入差距。如
若仅一位家庭成员接受更
好的教育，获得高薪工作并
事业有成，他们的家庭即可
从40%低收入群体迈入40%
中等收入群体。我们的目标
是让尽可能多的人跨入中等
收入行列。”

德勤马来西亚首席执行官 
Yee Wing Peng

新西兰：播种梦想，提升年轻人创

业技能

德勤新西兰携手教育机构、领先非营利组

织和政府部门，牵头制定解决方案，以应

对当前最紧迫的教育和技能挑战。

我们的标志性社会创新项目——德勤

成长计划（Deloitte Grow）即是很好的

例证。该计划联合在校高中生和教师共

同设计，并由我们的专业人士负责推进，

充分契合德勤全球WorldClass计划愿

景——助力一亿人发掘潜能，开启未来更

多机遇。

这一成长计划鼓励11至12年级的高中生

（14至17岁）参加创业团队挑战赛，探索

校园外的更多可能性，其核心在于凝聚合

作力量，积累创业资本。

该计划旨在填补传统金融学习项目的空

白。传统金融学习项目往往着眼于储蓄，

而德勤成长计划则侧重于培养学生的创

业信心。

在为期六周的活动期间，我们在课堂中呈

现真实的商业世界。我们邀请客户分享他

们的成长故事和业务增长经验。同时，德

勤专业人士担任导师，助力学生规划并落

地他们的创业想法，支持并激励他们开启

创业之旅。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们不仅可

以了解增长模式、风险和收入类型等基本

商业概念，还可以培养软技能，如增进协

作与自信、打造创新解决方案和提升自我

意识等。

德勤新西兰企业责任经理、德勤成长计划

导师Shane Kelly表示：“随着德勤成长计划

不断扩大规模，我们也持续完善一系列学

习举措，以有效满足合作学校的需求。”

他补充道：“这一计划的初衷是助力年轻

人探索未来的更多可能性，通过研讨会

让他们了解专业服务领域的多元化职业

路径，例如女性也可以在技术领域发挥所

长。这些活动为我们的员工创造了更广阔

的机遇，让他们与来自不同社区的新西兰

年轻人分享自己的技能和见解。”

如今，KidsEdu携手东南亚120多名德勤

志愿者，面向吉隆坡、雪兰莪、槟城、砂拉

越、柔佛和森美兰的儿童，每两周开设一

次英语课程。

2022年3月和6月，来自森美兰和古晋的

新学员加入了德勤马来西亚的学习发展项

目。目前，德勤KidsEdu的学生总数已达到

1,000人。未来，我们计划将KidsEdu项目

范围进一步扩大至怡保和彭亨。

在2021年影响力月（Impact Month）期
间，德勤马来西亚联合马来西亚莫纳什大

学工程与信息技术学院，共同开展了一项

笔记本电脑翻新计划。我们帮助莫纳什

大学的学生翻新了80台笔记本电脑，供

KidsEdu项目参与者及其家人使用，以满足

他们的在线学习及其他教育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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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亮点聚焦

Total revenue:

revenue +XX%
on FY22

各业务营收

各行业营收

审计及鉴证

消费行业

能源、资源及 
工业行业

金融服务行业 科技、传媒和电信行业

管理咨询

财务咨询

营收同比增长率 17.1%

风险咨询 税务与商务咨询

总营收 

100亿美元

25亿美元

23亿美元

政府及公共服务

14亿美元

18亿美元

生命科学与医疗行业

5亿美元

24亿美元 16亿美元

33亿美元

16亿美元

12亿美元 14亿美元

Net-zero GHG emissions by
 

 
Committed to net-zero
emissions by 28%

71%

14%

65%

100%

56%

+65,000

人均二氧化碳排放（2022 
财年vs. 2019财年）

范围1和范围2排放 
较2019财年水平降低

设定科学减碳目标 
的全球供应商占比 
（按排放量）

每位全职员工因商务差旅

产生的范围3排放较2019
财年水平降低

抵消因运营与商务 
差旅产生的排放

采购的可再生电力占比

完成WorldClimate在线学习

课程的人数

16%
二氧化碳排放（2022 
财年vs. 2019财年）

WorldClimate 目标进展情况

温室气体排放

3,910万美元

220万

247,785

68,498

706,130

25.3%

3,610万美元

50.2%

23,763 

49.8% 

14,541

158万

460万

53

1.759亿美元

2022财年社会影响力投资总额

2022财年WorldClass受益人数

员工总数

收到的申请数

女性员工占比

新入职员工

男性员工占比

实习生人数

女性合伙人、负责人、 
总监占比（到2025年实现32%的目标）

年度培训直接投资已完成的在线学习课程

2018财年至2022财年 
WorldClass受益人数

人均培训时长

2018财年至2022财年社会 
影响力累计投资总额

社会影响力投资

员工规模

人才招募与发展

Building better futures | Asia Pacific Impact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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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和公益专业服务时长

业务 社会环境 目录



奋楫同心共建美好未来 | 德勤亚太影响力报告

7170

业务 环境 社会 目录

关键绩效表

业务

营收（10亿美元） 2022财年 2021财年

总营收# 10.0 8.5

各业务营收

审计及鉴证 2.5 2.5

管理咨询 3.3 2.6

财务咨询 1.6 1.1

风险咨询 1.2 1.0

税务与商务咨询 1.4 1.3

各行业营收

消费行业 2.3 2.0

能源、资源及工业行业 1.8 1.6

金融服务行业 2.4 2.0

政府及公共服务 1.4 1.1

生命科学与医疗行业 0.5 0.5

科技、传媒和电信行业 1.6 1.4

营收增长率（增长百分比，按美元计）

营收增长率 17.1% 14.0%

环境可持续性 2022财年 2021财年

温室气体排放（按范围与来源）(二氧化碳当量（公吨）)　　

范围1温室气体排放（按来源）

建筑内燃料燃烧  344  396 

车辆（内燃机）  36  68 

范围1排放总量  380  464 

范围2温室气体排放（按来源）

建筑内电力（基于市场）  5,682  10,867 

地区供暖和制冷  2,059  1,988 

范围2排放总量  7,741  12,855 

范围3温室气体排放（按来源）

商务差旅：搭乘飞机  12,835   11,019 

商务差旅：其他来源  22,248   20,633 

商务差旅排放总量  35,083  31,652 

购买的商品与服务  125,652  79,655 

范围3排放总量  160,735  111,307 

温室气体排放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168,856  124,626 

价值链以外的减排：购买碳信用额度  45,965  50,832 

通过购买碳信用额度抵消的温室气体排放占比 27% 41%

温室气体强度评估 （二氧化碳当量（公吨）/全职员工）

每位全职员工因运营与商务差旅产生的排放  0.63  0.69 

每位全职员工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2.47  1.92 

范围2温室气体排放（按方法）（二氧化碳当量（公吨））

电力（基于市场）  5,682  10,867 

#由于四舍五入，各业务线的收入总和可能不等于总数。 * 本报告范围的详细说明和绩效评估方法参见德勤全球影响力报告“报告基准”章节。

环境*

WorldClimate目标进展情况

目标描述 目标年份 目标 2022财年进展

可再生电力占比 2030 100% 56%

范围1与范围2排放较2019财年水平降低 2030 70% 71%

每位全职员工因商务差旅产生的范围3排放较2019 
财年水平降低

2030 50% 65%

设定科学减碳目标的供应商占比（按排放量） 2025 67% 14%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global/Documents/About-Deloitte/about-deloitte-global-performance-metrics-reporting-2022.pdf#page=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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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可持续性 2022财年 2021财年

电力使用（兆瓦时）　

购买的可再生能源占比 56% 32%

购买的可再生电力（绿色关税和可再生能源证书）  15,843  9,751 

总用电量  28,307  30,842 

能源使用（太焦耳）　

可再生电力（绿色关税和可再生能源证书） 57 35

不可再生电力 40 75

地区供暖和制冷 20 18

天然气 6.5 7

燃油 0.1 0.2

液化石油气 NA NA

汽油（车辆，用量） 0.25 0.36

汽油（车辆，行驶距离） NA 0.06

汽油（混合动力车辆，行驶距离） 0.14 0.08

汽油（插电式混合动力车辆，行驶距离） NA NA

汽油（其他燃油车辆，行驶距离） NA 0.46

柴油（建筑和车辆，用量） 0.2 0.04

柴油（车辆，行驶距离） NA NA

总能耗 NA NA

社会影响力 2022财年 2021财年

社会影响力投资的货币价值（美元）

按来源——捐赠

公司与公益基金会捐赠（资金及物资） 7,970,453 5,094,002

德勤员工捐赠（至德勤支持机构和募款方） 1,133,772 1,052,321

总捐赠额 9,104,225 6,146,323

按来源——志愿服务和公益专业服务

公益专业服务 16,630,080 9,280,940

基于技能的志愿服务 6,203,503 8,829,932

传统志愿服务 2,781,873 2,118,211

志愿服务费用 NA   228,679

志愿服务和公益专业服务总价值 25,615,456 20,457,762

按来源——项目成本

社会影响力管理成本 4,426,608 2,662,477

社会影响力投资总额 39,146,290 29,266,561

社会影响力投资——按贡献领域（占比）

WorldClass计划公益投入（教育与技能提升） 34% 49%

公益专业服务和基于技能的志愿服务价值占所

有志愿服务和公益专业服务的比例
89% 89%

社会影响力投资时长

公益专业服务 120,439 100,350

基于技能的志愿服务 86,979 70,807

传统志愿服务 40,367 24,907

志愿服务和公益专业服务总时长 247,785 196,064

社会影响力

WorldClass目标进展情况

目标描述 目标年份 目标 2022财年进展 当前总体进展

WorldClass受益人数 2030  23,000,000 2,154,695  4,602,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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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2022财年 2021财年

人才绩效

员工总数 68,498 60, 854

按职级

合伙人、负责人 3,947 3,696

专业人员（初级员工至总监） 57,755 51,082

行政人员 6,796 6,076

按性别

女性 50.2% 49.9%

男性 49.8% 50.1%

按职级划分的女性员工占比

合伙人、负责人 25.3% 24.2%

专业人员（初级员工至总监） 49.0% 48.9%

行政人员 74.8% 74.3%

按年龄

30岁以下 46% 44%

30岁至50岁 47% 51%

50岁以上 8% 5%

吸引人才

新入职员工 23,763 15,422

新入职员工占比 34.7% 25.3%

按职级

新入职合伙人、负责人 210 135

新入职合伙人、负责人占比 5.3% 3.7%

新入职专业人员（初级员工至总监） 21,815 14,290

新入职专业人员（初级员工至总监）占比 37.8% 28.0%

新入职行政人员 1,738 997

新入职行政人员占比 25.6% 16.4%

社会 2022财年 2021财年

按性别

新入职男性员工 11,630 7,461

新入职男性员工占比 34.1% 24.5%

新入职女性员工 12,132 7,961

新入职女性员工占比 35.3% 26.2%

人员流动 16,296 14,245

人员流动率 25.2% 23.6%

吸引人才

按性别

男性员工流动 7,966 6,948

男性员工流动率 24.9% 23.1%

女性员工流动 8,328 7,297

女性员工流动率 25.6% 24.1%

申请与实习

收到的申请数 706,130 NA

实习生人数 14,541 NA

男性 35% NA

女性 65% NA

人才发展

人均培训时长 53 55

按性别

男性 48 NA

女性 52 NA

按职级

合伙人、负责人 42 NA

专业人员（初级员工至总监） 59 NA

行政人员 5 NA

年度培训直接投资 3,610万美元 NA

年度培训人均直接投资 528美元 NA

年度培训间接投资 11亿美元 NA

已完成的在线学习课程 158万 148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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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资料

办公室地点

我们在亚太地区超过100个城市提供专

业服务，包括下列城市。敬请登录Global 
Office Directory，联系附近的德勤办公

室，了解德勤的卓越专业服务能力。

奋楫同心 共建美好未来

过去一年，德勤一如既往地秉持“因我不

同，成就不凡”的宗旨，致力协助客户与

社区顺应挑战、深化联系，为迈向更加公

平、更具可持续性的未来而开拓前行。 

敬请阅览《德勤全球影响力报告》。

点击此处，了解本报告及亚太其他地区

报告。

奥克兰

曼谷

北京

河内

香港

雅加达

吉隆坡

墨尔本

大阪

首尔

上海

新加坡

悉尼

台北

Building
better
futures
2022 GLOBAL IMPACT REPORT 

https://www2.deloitte.com/global/en/get-connected/global-office-directory.html
https://www2.deloitte.com/global/en/get-connected/global-office-directory.html
https://www2.deloitte.com/global/en/pages/about-deloitte/articles/global-report-home.html
http://www.deloitte.com/apimpact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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