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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oitte“德勤”指一个或多个德勤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一家根据英国法律组成的私人的担保有限公
司(“DTTL”) 的网络成员公司）以及相关实体。DTTL 和每个成员公司在法律上是独立的实体，
DTTL德勤有限公司（也称为“德勤全球”）并不提供服务，请参阅 www.deloitte.com/id/about DTTL及其
成员公司的更详细的描述。

德勤提供审计、咨询、财务咨询、风险管理、税收及相关服务,公共和私人客户横跨多个行业。德勤全
球的成员公司遍布逾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德勤凭借世界一流的专业服务能力和优质的服务，协助客户在
全球各地取得商业成功。德勤超过225,000专业人士致力于在行业内追求卓越，树立典范。

关于德勤东南亚有限公司
德勤东南亚有限公司——德勤有限公司的成员包括德勤有提供服务的文莱、柬埔寨、关岛、印度尼西亚、
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成立交付可衡量的价值越来越多的区域内的特
定需求和快速增长的公司和企业。

德勤东南亚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和分支机构，包括超过270个合作伙伴和25办事处的共7,300位专业人士结合
他们的专业技术和深厚的行业知识向该地区企业提供始终如一的高品质服务。

所有的服务都通过各个国家具有独立法律实体的子公司和分支机构实现。

关于德勤印尼
德勤在印尼的服务由Osman Bing Satrio & Eny, 德勤公司税收解决方案小组和德勤咨询印尼有限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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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全球中国服务组主席致辞

德勤全球中国服务组展现并完成了其战略重点，比如为迫切

希望跻身全球市场的中国企业和在中国经营的跨国企业提供

服务。我们的网络覆盖全球 130 多个国家，拥有 500 多位专

业人士。我们成功顺应市场需求的动态变化，从而使我们在

满足客户的需求上保持领先地位。

今天，中国处在经济多元化的路口。国内消费者的胃纳与支出日益增加；中国

企业正寻求向海外扩展。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通过亚洲基础设

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银行以及一带一路等跨国举措得到进一步加强；并购交

易连续多年递增，入选《财富》全球 500 强的中国企业数量持续快速增长。

对于中国的企业而言，增长的关键是从国内市场转向海外市场；对于跨国企业，

在消费者开支增加的背景下，增长在于获取新的竞争优势以及满足国内新的需

求。

以全球中国服务组独有的能力，我们旨在为海外投资的中国公司以及在中国投

资的跨国公司提供全球统一的、完善的服务，从根本上解决他们面临的最重要

的问题和需求。

我们期待在中国或其他任何地方为您服务。

杨莹

全球中国服务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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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为各行各业的上市及非上市客户提供审计、税务、企业管理咨询及财务

咨询服务。德勤成员所网络遍及全球逾 150 个国家，凭借其世界一流和高质

量专业服务，为客户提供应对最复杂业务挑战所需的深入见解。德勤拥有约

200,000 名专业人士致力于追求卓越，树立典范。

作为其中一所具领导地位的专业服务事务所，我们在大中华设有 22 个办事处

分布于北京、香港、上海、台北、成都、重庆、大连、广州、杭州、哈尔滨、

新竹、济南、高雄、澳门、南京、深圳、苏州、台中、台南、天津、武汉和厦门。

我们拥有近 13,500 名员工，按照当地适用法规以协作方式服务客户。

德勤中国服务组

德勤全球中国服务组是专注于中国市场以及中国客户的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

专业网络之一，拥有覆盖全球 130 多个国家的约 500 名专业人士。我们跨领域

的专业团队有能力为全球各行业的客户提供高质量的审计、税务和法律、财务

咨询以及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我们为此感到自豪。

充分利用中国专业知识、努力消除文化差异，德勤全球中国服务组将配合德勤

中国，为客户提供卓越的跨国家、跨行业、跨职能和跨领域的全方位服务。

关于德勤全球中国服务组

德勤的服务和行业

• 审计

• 税务、商务咨询与法律服务 

• 企业风险管理服务

• 财务咨询服务

• 企业管理咨询 

• 消费行业

• 能源与资源行业

• 全球金融服务行业

• 生命科学与医疗行业

• 制造业

• 房地产行业

• 科技、传媒和电信行业

• 政府及公共事务行业

如需更多资料，请发邮件至 gcsg@deloitte.com.cn

德勤全球中国服务组如何提升价值？

中国一直是全球范围内最重要的投资首选地之一，德勤全球中国服务组通过以下

渠道为客户提升价值：

对外投资

• 支持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战略，

提供审计、税务、法律服务、财

务咨询及管理咨询服务

• 确保理解客户业务战略并了解中

国文化的专业人士为中国客户提

供卓越服务

• 利用德勤全球网络为走向世界任

何目的地的中国客户提供完善的

本地服务

对内投资

• 促进与中国行业专家和重要决策

者的沟通

• 为客户提供及时了解中国法规和

最新动向的渠道

• 在中国提供跨职能和跨地区的专

业服务

其中，德勤全球中国服务组与德勤并购服务组共同致力于在兼并与收购周期的各

个阶段为您协调德勤全球的资源，提供全方位服务。

德勤兼并与收购周期SM

保密及排他协议

计划实施

制定并购
战略

目标筛选
初步尽职
调查

业务整合以
及业务盈利
能力驱动
因素的
量化分析

收购意向
谈判

准备实施及
交易结束
方案

交易结束
并执行
实施方案正式交

易谈判

复核性
尽职
调查

董事会或指导
委员会审批

确定收购
意向书

条款协议 执行买卖
协议

股权转让及
交割文档

兼并与收购文档

战略

整合

目标筛选 交易执行

整合

收购后整合

并购策略和目标确认

估值咨询

财务，法律和税务尽职调查

商业尽职调查

诚信尽职调查

运营尽职调查

“重点关注尽职调查（IT、养老金等）

收购后整合（例如风险管理机制，IT，人力资源，运营等）

人力资源尽职调查

主要合并与收购活动

德勤全球中国服务组的使命是什么？

我们致力于：

-  为走向全球市场的中国企业提供更连贯和专注的服务支持。 

-  利用我们专业的中国知识和见解，以及与中国本地企业的良好关系，指导、

协调和支持全球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

-  积极推动德勤全球和中国事务所在全球范围内部署更多了解中国的专业人

士，建立更加强大的全球团队为中国企业走出去，以及海外企业进入中国

提供服务。

德勤全球中国服务组覆盖哪些地区？

中国服务组覆盖的范围跨越六大洲 130 多个国家及地区。

中国服务组覆盖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