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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高科技高成长项目背景 

深圳高科技高成长 20 强（简称“深圳 20 强”）和深圳明日之星评选项目是德勤中国高科技高成

长 50 强系列评选之子项目。本活动由德勤中国与深圳市商业联合会主办，旨在发现和表彰深圳

高速成长、持续创新的卓越企业。深圳 20 强企业将自动成为德勤中国 50 强及亚太 500 强项目

的候选企业，深圳明日之星企业将自动成为德勤中国明日之星候选企业。 

历届德勤 50 强榜单中的世界级领军企业层出不穷，如：苹果、谷歌、微软、亚马逊、脸书、腾

讯、阿里巴巴、百度、京东、海康威视、滴滴、头条、奇虎 360 等。这些 50 强企业中的大多数

在入选时尚处于中早期成长阶段，因此德勤 50 强项目又被比作“明日之星的摇篮”。德勤中国

50强项目是德勤亚太地区高科技、高成长 500强评选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 50强入选企业

将自动成为亚太地区 500 强评选的候选企业。 

评选标准 

“2018 深圳高科技高成长 20 强”评选项目根据企业过去三个财年的营业收入增长率评选出深圳

地区 20 强企业。参选企业不限制行业，但要求必须符合以下标准： 

 企业注册地所在地为深圳市行政区域 

 企业注册时间 3 年以上 

 企业在过去三个年度中第一年营业收入不少于一百万人民币 

 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或专有技术，并且该项技术为企业带来显着的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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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深圳高科技高成长 20 强榜单 

 

排名 企业 logo 公司名称 公司简称 所属行业 
增长

率* 

1 
 

深圳中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琛源股份 软件 5869% 

2 
 

深圳量子云科技有限公司 量子云科技 新媒体  4932% 

3 
 

深圳前海华夏智信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华夏智信 软件  2470% 

4 
 

深圳市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牙邦 互联网 802% 

5 
 

深圳市网心科技有限公司 网心科技 软件 795% 

6 
 

深圳市凌雄租赁服务有限公司 凌雄租赁 互联网 624% 

7 
 

深圳市铱云云计算有限公司 易订货 软件 618% 

8 
 

深圳左邻永佳科技有限公司 左邻 互联网  463% 

9 
 

深圳市六度人和科技有限公司 六度人和 软件  453% 

10 
 

深圳微众税银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微众税银 金融 412% 

11 
 

深圳市鼎峰无限电子有限公司 鼎峰无限 智能制造 347% 

12 
 

深圳华策辉弘科技有限公司 华策辉弘 软件 347% 

13 
 

深圳市前海非凡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前海非凡 互联网 303% 

14  深圳市鑫业智能卡有限公司 鑫业 硬件 252% 

15 
 

深圳市物联锁科技有限公司 物联锁 互联网  230% 

16 
 

深圳市博实结科技有限公司 博实结科技 智能制造 205% 

17 
 

深圳市海目星激光智能 

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海目星激光 智能制造  204% 

18  
深圳市豪恩汽车电子 

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豪恩汽车电子装备 智能制造 169% 

19 
 

深圳易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易信科技 通信技术 162% 

20 
 

深圳市火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火乐科技 硬件 148% 

增长率*= 2017 年收入/2015 年收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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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深圳明日之星榜单 

 

企业 Logo 企业名称 所属行业 

 
深圳安智杰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设备 

 
深圳奥比中光科技有限公司 人工智能 

 
深圳贝尔创意科教有限公司 教育 

 
深圳范思德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商务 

 
深圳汇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设备 

 
深圳极视角科技有限公司 人工智能 

 
深圳晶泰科技有限公司 生物医药 

 
深圳礼舍科技有限公司 互联网平台服务 

 
深圳蜜蜂云科技有限公司 教育 

 
深圳诺欧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人工智能 

 深圳市欢创科技有限公司 人工智能 

 
深圳市镭神智能系统有限公司 智能设备 

 
深圳市迈步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设备 

 
深圳市速腾聚创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设备 

 
深圳市万事富科技有限公司 互联网平台服务 

 
深圳小库科技有限公司 人工智能 

 
深圳智汇创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电子商务 

 
盛业资本有限公司 金融科技 

 
小贝壳（深圳）瀚德区块链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设备 

 
中证信用云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金融科技 

注：明日之星榜单以公司首字母排序，所在位置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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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高科技高成长企业调查 

高新技术产业已发展成为深圳经济的第一增长点和第一大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超万亿

元。2018 年上半年，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产值 10185.39 亿元，同比增长 11.62%。深圳国家级

高新技术企业达 11230 家，目前已经形成了强大的梯次型创新企业群，成为我国企业参与国际

竞争的先锋队。深圳高科技企业林立，但是在一波波企业发展浪潮过后如何经历大浪淘沙，实现

企业长远发展是高新企业需要思考的问题。通过技术优势突破千军万马成为“独角兽”的高新企

业如何飞跃成为卓越的“千里马”需要企业从技术到管理，从人才到资源，从运营到战略，从内

部建设到外部拓展各方面综合提升。对此，2018 年深圳高科技高成长企业调查主要有以下发

现。 

1. 企业发展优势与挑战 

领先的产品与服务依然是企业的最大优势 

调查发现，领先的产品与服务，清晰的核心价值与战略制定，是企业核心竞争力最重要的两个关

键要素。在当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领先的产品与服务对企业的存活有重要意义，清晰的价值与战

略是企业长远发展的保证。 

与全国调查结果相比深圳企业更加重视客户与市场（深圳 43%全国 16%），客户与市场的发展

不仅与企业长远发展相关，更与企业实际营收紧密相关，由此可以看出深圳科技企业更加关注企

业永续发展。在管理层面，相比精益化管理与运营，深圳企业更加关注全员创新精神与激励机制

（深圳 31%全国 23%），深圳企业对创新予以高度重视。同时深圳企业也非常关注灵活的组织

方式与开放的企业文化（深圳 22%全国 10%），深圳高科技企业对人文的管理和重视更加突

出。 

图 1：企业当前拥有的最大优势是什么？ 

 

 

2%

14%

10%

28%

23%

50%

16%

66%

83%

2%

7%

22%

26%

31%

35%

43%

52%

78%

其他

并购与战略合作等资源整合能力

灵活组织模式与开放企业文化

精益化管理与运营

全员创新精神与激励机制

数字化与新技术应用

高效客户管理和市场营销

清晰核心价值与战略制定

领先的产品与服务

全国

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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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效率提升和营销渠道建立是最大挑战 

随着企业发展规模的扩大，进一步提升运营管理效率，成为企业当前最大的挑战。调查显示，

61%的企业认为进一步提升运营管理效率是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其次是建立高效营销渠道与网

络、人才招募/保留与培养（44%）、提升管理团队领导力（39%）、洞察新兴市场与创新方向

（26%）、转型与扩张需要融资（19%）。 

与全国调查结果相比，深圳企业对效率的追求更加迫切，深圳企业间的竞争更加激烈。深圳有相

对充裕的人才供应的大环境，因此深圳企业较全国企业更加重视营销渠道与网络的建设

（44%），这也再次印证了深圳企业对市场和客户的重视。在政策环境层面，深圳政府对于监管

和政策方面给与企业非常灵活的空间，对企业限制相对较少，因此深圳企业对监管与政策变化的

担忧（13%）较少。 

图 2：企业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2. 内部运营管理体系 

数字化管理软实力有待提升 

在当前数字化进程日益加快的情况下，企业数字化战略的实施能够整体提升企业运营和管理的效

率。但是数字化管理多数企业依旧在探索中，数字化管理现在还不够成熟，与外部数字化生态系

统连接不充分是企业的最大困惑所在。调查显示 43%的企业认为部署数字化管理的最大困惑是与

外部数字化生态系统链接不充分，其次是数据分析与洞察经验不足（37%）、数据个各种安全及

隐患（19%）。 

与全国调查结果相比，深圳企业认为挑战方面，数据的各种安全及隐患是需要提升的关键所在，

但总体比例低于全国水平（深圳 19%全国 24%），说明在安全方面相对困扰较低。针对预算或投

入不足的因素，深圳企业选择比例较低（深圳 11%全国 16%），由此可见深圳企业的资金扶持方

面应该拥有相对宽松灵活的渠道。 

2%

31%

14%

18%

28%

24%

42%

31%

47%

2%

13%

17%

19%

26%

26%

39%

44%

61%

其他

应对监管与政策的变化

并购与联盟等战略布局

转型与扩张需要的融资

洞察新兴市场与创新方向

提升管理团队领导力

人才招募、保留与培养

建立高效营销渠道与网络

进一步提升运营管理效率

全国

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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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企业部署数字化管理（特别是平台应用和供应链管理方面）的最大困惑是什么？ 

 

卓越的领导力建设仍是发展的重中之重 

随着企业成长发展，企业领导力对于企业战略和发展的作用日益重要，提升领导力是企业发展过

程中的必经之路。 

在领导力加强方面，54%的企业认为应当投资人才发展战略，其次是领导人才培养与继任

（50%）、提升战略定位与扩大视野（43%）和增强变革管理能力（41%）。调查结果显示，高

选择率的答案反映出领导力的建设最终仍旧需要落实到人才的培养和发展方面，投资人才发展战

略与领导人才培养与继任，是所有高科技企业认为领导力最需加强的两个方面，但深圳所选的比

例高于全国，由此可以看出深圳企业在领导力方面要求更加严格。 

相较全国调查结果，41%的深圳企业认为增强变革管理能力十分迫切，相比全国 30%的平均水

平，可以得知深圳对当下企业发展变革发展更加关注。无论战略变革，还是组织变革，都是企业

实现持续、长远、高效的发展所必需的。此外，激励全员士气与加强协作与信任关系，深圳企业

这两个选项选择的比例也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1%

6%

16%

8%

11%

14%

24%

27%

49%

4%

9%

11%

11%

13%

19%

19%

37%

43%

其他

不适用/未实现数字化管理

预算或投入不足

原有架构不具备整合性和可扩展性

数字文化缺失

生产/业务与IT系统的结合度较低

数据的各种安全及隐患

数据分析与洞察经验不足

与外部数字化生态化系统连接不充分

全国

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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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在领导力方面需加强哪些方面？ 

 
加强人才管理建设，应对内外部发展挑战 

人才是企业发展的重要基石，在“独角兽”到“千里马”，从优秀到卓越的进阶过程中，人才队

伍的建设为企业未来的发展奠定基础。完善人才队伍结构，是企业面对人力资源管理最亟需解决

的问题所在，这一点是高科技企业的共同认知。调查显示，65%的企业将完善人才队伍结构作为

人力资源方面亟需解决的问题，48%的企业认为是增加培训提升员工技能，其次是推行长期激励

机制（41%）、增强人才需求预测能力（31%）。 

同全国平均水平对比，深圳企业面对人才管理方面，几乎所有选项比例都相对较高，其中在增加

培训提升员工技能方面，深圳近半企业认为这是人才管理的重点所在，而全国只有 28%的企业选

择此项。对于深圳企业来说只有不断加强单兵作战能力，企业整体竞争实力才会加强，才能应对

内外部发展挑战。这一点对深圳企业来说，显然比推行长期激励机制更加重要。 

图 5：在人力资源方面亟需解决的问题有哪些？ 

  

1%

11%

11%

32%

30%

43%

43%

40%

0%

17%

19%

28%

41%

43%

50%

54%

其他

加强协作与信任关系

激励全员士气

洞察产业发展方向

增强变革管理能力

提升战略定位与扩大视野

领导人才培养与继任

投资人才发展战略（例如系统的培训）

全国

深圳

0%

8%

6%

19%

31%

26%

38%

28%

65%

0%

9%

13%

24%

31%

31%

41%

48%

65%

其他

提供更多跨界工作机会

提高员工忠诚度

建立新型组织模式

提升绩效管理

增强人才需求预测能力

推行长期激励机制

增加培训提升员工技能

完善人才队伍结构

全国

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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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和持续完善风控体系 

随着企业发展，企业需要多元化的管理来构建更加完善的管理体系，风险管理目前已经受到越来

越多的企业的重视。在当前背景下，不断加强和完善内控管理是每一家高科技企业必须完成的作

业。调查显示，绝对大部分企业认同风险管理提升的重要性，其中，56%的企业看重内部控制建

设，其次是风险管理纳入战略（46%），实现风险智能管理（46%），建立相关风险管理系统和

监督机制（35%）。 

深圳市高科技高成长企业的风险管理体系仍处于建设阶段。与全国调查水平相比，46%的深圳企

业认为实现将风险纳入企业总体战略，并实现风险智能管理，是企业发展过程中所必须重视的。

这两项选择比例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图 6：未来 12 个月，在提升企业风险管理方面最看重哪些因素? 

  

３. 未来规划与发展潜力 

加强新品开发，立足国内市场 

提升企业营收能力是企业长远发展的基础。从企业内部看主要是开发新产品与服务和提升效率降

低成本，从企业外部活动来看主要有市场拓展，生态圈战略布局等。调查显示，分别有 80%和

63%的企业将新产品服务开发和构建/借助平台实现业务倍增作为未来 12 个月内进一步提升营

收的策略。紧随其后的是相关销售管理和市场营销（61%）和生态圈战略合作（41%）。企业

发展显示出市场于管理并重，长期布局于短期盈利兼顾。 

同全国调查结果相比，高达 80%的深圳企业认为，新产品与服务的开发，是企业提升营收的策

略重中之重。同时构建平台、加强市场营销以及布局数字化供应链 3 个选项，都是高出全国平均

水平较大比例。在国际化市场拓展方面，深圳企业中仅有 9%的企业有该方面考虑，较全国

24%较低，可以看出深圳企业更加注重在国内发展。 

 

 

  

0%

7%

7%

24%

36%

38%

41%

58%

0%

6%

9%

20%

35%

46%

46%

56%

其他

引入第三方风险管理专业服务机构

暂不考虑更多风险管理

建立专门人员或团队进行风险管控

建立风险管理系统及监督机制

实现风险智能管理

将风险管理纳入企业总体战略

加强和完善内部控制建设

全国

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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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未来 12 个月，企业进一步提升营收的策略有哪些？ 

  

国际化布局以扩大营销市场为主要目标 

企业发展必然会导致对新市场的探索，企业开始进行国际化布局。扩大营销市场一直是深圳高科

技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最看重的一点，无论是面对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调查显示，54%的企业

将扩大营销市场作为未来 12 个月布局国际化运营的考虑因素，另外 41%企业希望能借此获得当

地市场渠道，26%的企业则希望能借此投资新兴市场。 

同全国调查结果相比，全国 39%的高科技企业认为获得技术与资源渠道也是促使他们进发国际

市场的重点因素之一。但是在深圳调研中，这一比例仅有 13%。加强自主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已

经不言而喻，从“深圳制造”到“深圳创造”，深圳企业一直在不断加强自主知识产权研发与创

新，这样才能真正可以走向世界。 

图 8：未来 12 个月内，哪些因素促使国际化运营？ 

  

1%

2%

1%

24%

13%

53%

51%

57%

69%

0%

0%

2%

9%

22%

41%

61%

63%

80%

其他

并购

外包非核心业务

国际化市场拓展

构建数字化供应链降本增效

生态圈业务战略合作

以客户为中心的销售管理和市场营销

构建/借助平台实现业务倍增效应

新产品/服务开发

全国

深圳

3%

2%

13%

1%

39%

23%

39%

49%

2%

6%

6%

7%

13%

26%

41%

54%

其他

控制/降低劳动力成本

从当地优惠政策中获益

控制/降低物料成本

获得技术/技能资源渠道

投资新兴市场

获得当地市场渠道

扩大营销市场

全国

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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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自身情况适时实施并购 

并购是科技企业扩张的重要方式，通过适当的并购企业能够提升其影响力，通过收购实现战略布

局，获得被并购企业的市场、渠道、技术等。相对品牌、生态布局和技术等因素，市场扩张依然

是深圳企业最看重的并购因素。调查显示，41%的企业在未来 2 年中暂无并购计划，这些企业将

专注于自身能力建设。同时这也与企业仍然处于发展初期阶段密切相关。在有并购计划的企业

中，为实现市场扩张（41%）和增强品牌影响力（31%）和生态圈布局（26%）为企业最看重

的因素。 

同全国调查结果相比，在并购的因素中，提升整体效率亦是深圳企业所关注的所在，这一点与全

国平均 11%的比例有很大不同。 

图 9：未来 2 年内并购计划最看重哪些因素？ 

 

 

融资态度与计划趋于谨慎 

企业营运资金来源除自有资金外，还可以通过对外融资来获得。企业可以通过不同的融资渠道借

力资本市场，提升自身竞争力，加快企业发展。调查显示，39%的企业未来 12 个月没有股权融

资计划。24%的企业计划股权融资 1 亿-5 亿元，13%的企业计划股权融资 3000 万元-1 亿

元，9%的企业计划股权融资 5-10 亿元。绝大多数高科技高成长企业都需要借力外部融资进一

步发展。 

同全国调查结果相比，深圳无融资计划的企业高于全国 20%的比例，深圳整体股权融资的比例

较低，对资金需求相对也较低。 

0%

3%

6%

11%

31%

44%

27%

44%

35%

2%

4%

6%

24%

26%

26%

31%

41%

41%

其他

提升产能

进入新的行业

提升整体效率

提升技术研发实力

生态圈布局

增强品牌影响力

实现市场扩张

暂时没有并购计划

全国

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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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未来 12 个月的股权融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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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9%

16%

19%

20%

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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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4%

39%

0-3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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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亿元

3000万元-1亿元

1亿-5亿元

暂无计划

全国

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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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优秀独角兽到卓越千里马企业进阶 

在当前市场瞬息万变、激烈竞争的科技行业，成功的经验往往是相似的，即正确把握人才、应用

技术和理解市场，这些关键要素将帮助企业突破阻碍，获得快速发展，成为今天或未来的独角

兽。然而从优秀到卓越还需要进一步夯实行业基础、把握战略方向和完善内部体系建设。根据深

圳高科技高成长企业调查结果和企业访谈，这里列出一些主要发现，或许可以对深圳企业的成长

有所启发。 

实现洞察导向型决策 

企业面对的是不断涌现的新竞争者，这些强有力的对手不断改变着市场现有竞争格局，传统的行

业界限也因此日渐模糊。最终客户、供应商、合作伙伴和员工等所有企业利益相关方的要求和期

望越来越高，这一切都加速了行业界限的延伸和突破。在这些趋势加速融合的环境下，很多现在

还流行的最佳实践很快就会不再适用，甚至变成掣肘企业发展的负累。 

企业一直以来赖以提高业绩的传统手段，例如流程优化、成本节约和预测能力，因无法支持企业

维持市场份额和拓展新一代的消费者群体而将逐步被淘汰。要想立足市场并实现长足发展，企业

要能够行动迅速，以强大的智能化技术、卓越的洞察和充分的自信积极应对不断变化的竞争形势

和消费者预期。要想实现这些新能力，企业必须从核心业务运营入手加速转型，让业务运营变为

业务智能引擎，释放新动能。而这其中最需要做的即是基于数据实现洞察导向型决策。 

图 11：基于数据洞察决策 

 

来源：德勤研究 

 

拥抱生态圈 

以移动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机器人、云计算以及大数据为代表的一系列新技术正在通过改变

各方参与方式的形式而对各行业产生影响。这一系列新技术已经步入商业化阶段，并开始对传统

行业各参与方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调查发现，对于提升营收的路径中，深圳企业选择生态圈战

略业务合作的比例相对较低。而如果要走向卓越，实现企业持续发展，生态圈发展思路必不可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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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生态圈的组织形式 

 

来源：德勤研究 

进入卓越的要点—— 

建立生态圈意识： 

 有能力审查分析生态圈中的价值链，并确保适当的合作伙伴能在价值链中提供不同能力。 

 能明确如何与外部各方合作形成竞争优势，以及如何创造能借助生态圈强化的产品和服

务，继而积极推进。 

设计协作模式： 

 有能力把企业层级和部门转化为平台和项目。 

 业务、信息技术和数据科学之间必须展开全新协作。 

整合优化渠道： 

 有能力将所有接触点整合至单个客户信息，利用全部客户的整体认知提升关键业绩指标。 

 能够利用先进的分析技术归纳推动关键业绩指标的具体措施以及价值转向领域。 

 

建设卓越领导力 

企业领导力对于企业战略发展，与永续发展有重要意义。成长导致组织的复杂性增加，因此，企

业的领导者能有效地适应和应对变化就显得非常重要。优秀的领导人可以帮助公司应对激烈的竞

争和瞬息万变的市场需求。只有建设卓越领导力，才能实现灵活运营、强化企业文化与变革管理

的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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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卓越的要点—— 

第一， 对于一个刚刚发展进入快车道的科技企业而言，要想建立一个稳固的领导基础，必须

区分管理人和领导人的角色。大部分企业的领导人通常兼顾着管理角色，但实际上领

导的目标是希望带来调整和变化，而管理则集中于维持秩序和连续性。这两种角色互

为补充，互相扶持。 

第二， 领导者的角色和职责会随着企业的发展成熟而变化。富有效率的领导者必须认识到，

自己的角色应如何变化才能适应处在成长中的公司。 

图 13：领导与角色 

 

来源：德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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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深圳高科技高成长 20 强获奖企业简介 

 

深圳中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中琛源股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是一家数字智能应用服务提供商，立足于智能互联网，依托

“移动互联、云计算、大数据”等核心技术，专注数字化技术自主创新与应用服务，深度满足实体经济的市场需求，

为企业提供高安全、高可靠、高速智能的基于信息化应用的数据增值服务，让移动化、数字化、智能化的创新应用服

务，促进企业的经营与发展。中琛源主要客户群体分布于银行、保险、商超、航空服务、智能家居等诸多行业领域。

现有职工 275 人，拥有 115 人的研发设计和技术服务团队，能全方位满足并快速响应客户需求。 

深圳量子云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量子云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国优秀的亿级移动社交家庭媒体，专注为海量用户提供优质的内容和服务。旗下拥有情

感、时尚、生活、亲子、体娱等多领域全覆盖的微信公众号矩阵，账号数量过千个，总用户量达数亿级规模。 

通过布局文化创意产业，包括打造 IP、开发文化版权、孵化优质作者，布局短视频、内容电商、社群运营等多元化发

展，量子云已成功升级为新媒体领域多元化平台型企业。 

深圳前海华夏智信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前海华夏智信数据科技有限公司（IntelliDate）成立于 2014 年，是全球芯片级算法公司北京智芯原动科技有限

公司（ICE TECH）全资子公司，专注于智慧社区产品解决方案的 AI 科技类实业公司，公司产品均采用 ICE TECH 定

制化人工智能芯片，旗下高清出入口车牌识别一体机、车位视频相机、人脸识别终端等智能社区产品赢得了行业内外

的高度认可。 

深圳市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创立于 2012 年的科技企业，公司旗下的“爱牙库”，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口腔耗材

B2B 电商。2015 年上线至今，累计合作牙科数量已超过 30000 家，月订单数 2 万多笔，年销售收入 2 亿元。 

公司创始人金熠出生于 1983 年，英国女王大学经济学本科毕业。公司目前已累计获得长岭资本、东方富海、中路股

份等一线风投机构的多轮投资。 

深圳市网心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网心科技有限公司是全球共享计算和区块链创领者。其独创共享计算模式，通过共享经济智能硬件，筹集用户

闲置资源，把千家万户连接成一张云计算网络，为企业提供优质低成本的云计算服务。在共享计算的基础上，网心科

技打造的超级区块链平台迅雷链，具备全球领先的百万 TPS 高并发、秒级确认等性能，致力成为现象级区块链应用的

摇篮。 

深圳市凌雄租赁服务有限公司 

凌雄集团创立于 2004 年，国内最大的 IT 设备租赁服务商，京东战略合作伙伴，市场占有率行业领先，服务企业超 3

万家，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南京、武汉、成都、厦门设立分公司。2018 年 5 月，获京东和达晨 A 轮融资，

并推出“小熊 U 租”升级品牌，通过“租赁-回收”闭环，帮助企业节省现金流，降低运维成本，助力企业轻松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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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铱云云计算有限公司 

深圳市铱云云计算有限公司（铱云科技）成立于 2013 年 8 月，是新商业软件时代具影响力的全渠道营销解决方案服

务商，帮助高成长性企业强化与外部客户关系的生意协作与全渠道营销模式创新，让生意更简单！公司已获得险峰长

青、华创资本、深创投及创新工场连续 5 轮超 2 亿元融资，被李开复博士誉为中国最有潜力的 SaaS 软件独角兽企

业。 

深圳左邻永佳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左邻永佳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4 年成立于深圳科技园，是中国领先的园区智慧运营管理平台。致力于通过人工智

能、大数据及物联网等技术手段，为园区、写字楼及小区提供智能运营管理平台及解决方案。助力客户提升管理工作

效率、优化企业或产业服务品质，沉淀有效数据，携手共筑空间智慧生态圈。左邻业界落地案例数量居全国首位，服

务面积超过 1.5 亿平方米。 

深圳市六度人和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六度人和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腾讯战略投资公司，工信部中国中小企业首选服务商。最近连

续获得用友、联创&赛富、麦达等三轮投资，累计融资金额超过 3 亿元，一年半以内估值增长 6 倍，并与麦达共同成

立 5 亿规模的 SaaS 产业基金。其产品 EC SCRM（社交化客户关系管理系统）为超过 4 万家企业服务，每天，有数

百万销售人员使用 EC 经营自己的客户，并在平台上产生亿级的销售行为。 

深圳微众税银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微众税银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是中国领先的大数据征信和大数据风控服务商，是中国互联网“税银服务”的开创者

和引领者，是国内百家银行总行的核心合作伙伴。公司成立于 2014 年，总部位于深圳市，在全国设有 18 个分支机

构，股东包括国有资本、IDG、奥马电器、微金科、云鑫创投等，截止目前，业务已覆盖全国 28 个省市，合作银行超

过 100 家，服务中小微企业超过 100 万家，合作银行累计放款超过 1000 亿元。 

深圳市鼎峰无限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鼎峰无限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是一家集无人机产品、嵌入式物联网产品和无线射频技术的研发，生

产和销售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在无人机领域深耕八年，是植保无人机行业的领导者。 

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取得了骄人的成绩。陆续获得了“2016 年深圳市最具投资价值企业 50 强”、“2016 年深圳

10 大最具成长力企业”、“中国创新大赛第二届机器人行业赛第二名”、“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等荣誉。 

深圳华策辉弘科技有限公司 

Smart Decision 华策成立于 2007 年，由拥有 20 年以上经验的资深 AI 人工智能专家和技术团队创办，是中国最早

的大数据应用服务商，向中国平安、招商银行、宁波银行、香港恒生、Moody’s、捷信消费金融、小雨点网贷、投哪

网、安信小贷、中国移动、中国联通、顺丰集团、周大福珠宝、香港赛马会等几十家知名企业建立各类数据模型超

300 个，提供 100 多个数据变现解决方案。 

深圳市前海非凡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前海非凡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WOOK）创立于 2014 年。WOOK 是东南亚首家整合 O2O 模式的

S2B2C 移动电商平台，高效链接大中华地区优质品牌产品与一带一路新兴国家零售商。经过探索公司已形成成熟、高

效的 S2B2C 的商业模式（即打造大供应链平台，赋能小 B 客户，共同服务 C 端用户），产品涵盖 3C 数码、智能硬

件、智能家居、安防监控、建材、生活潮品等多个品类。公司在商业模式、运营管理、国家政策及东南亚人口红利等

多因素驱动下，快速发展，秉承“团队、高效、创新、用户价值”的核心价值观，始终坚持“品质第一、效率优先”

的经营理念，凭借精细化的管理、持续的产品创新、与时俱进的商业模式、坚实的地推、平台化的开放思维，实现了

公司营业收入的不断增长。WOOK 正在努力打造中国品牌与中国产品进入一带一路新兴国家市场的“高速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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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鑫业智能卡有限公司 

深圳市鑫业智能卡有限公司是行业领先的智能卡和 RFID 电子标签产品专业制造商。公司成立于 2006 年，致力于智

能卡技术和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目前已形成接触式 IC 卡、非接触式 IC 卡、NFC 标签、RFID 电子标签、感应

式芯料、钥匙扣和滴胶卡等几大系列的多个产品，累计为国内外用户提供数亿张智能卡产品。 我们的产品被广泛应用

于交通、安防、图书管理、供应链物流仓储管理、校园一卡通、商场、酒店等领域，凭借优异的质量和良好的信誉，

赢得了国内外客户的青睐和认可。 

深圳市物联锁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物联锁科技有限公司是全球首家“物联网+锁”的创新企业,开创了世界领先的物联网平台，重新构建了人们的

“无钥匙生活”方式。公司高度重视产研保护，品质控制，技术标准等管理体系建立，已初步构建自主知识产权专利

池和高新技术企业规范。 

深圳市博实结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博实结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是一家专注于位置服务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深圳市高新技术企

业、国家北斗办专家小组成员、深圳市双软企业。自成立以来，博实结一直致力于用质量、服务、创新来提升合作伙

伴的市场竞争力为己任，通过近十年的努力，现成为车载监控行业的领军企业。 

深圳市海目星激光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海目星激光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 年，海目星一直以来深耕激光和自动化领域，现已成为业界

数一数二的激光&自动化装备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产品和服务范围包括：锂电自动化、风冷

紫外激光设备、大型自动化生产线、大型激光切割设备、蓝宝石切割设备、PCB 打标设备等，不断为锂电、3C、钣金

等行业客户带来更高效、更优质的综合解决方案。 

深圳市豪恩汽车电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豪恩汽车电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01 月 13 日，注册资本 6900 万元，是一家专注于汽车电子产

品的技术、开发、制造集成服务的创新型高新技术企业。 

豪恩汽电自主研发产品包括汽车用摄像头、倒车雷达、行车记录仪、车载娱乐系统等汽车电子产品系列。公司具备强

大的研发和生产制造能力，拥有实力雄厚、快速反应的产品开发和项目管理团队。 

深圳易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易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主营绿色数据中心的建设与运营。公司总部位于深圳，并先后在长沙、东

莞、上海、郑州、北京成立分公司，易信科技将始终秉持"专业诚信，开拓创新"的经营理念，以用户需求为中心，十多

年来为数万企事业单位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易信科技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具有全网 ISP、IDC 运营资质。 

深圳市火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坚果激光电视（深圳市火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是一家专业从事智能投影、激光电视研发及生产的

高科技公司，资深软硬件技术团队打造行业首个“终端+内容+平台+软件”于一体的家庭影院生态圈，旗下拥有多款

热销智能投影，更率先推出高性价比百寸 4K 激光电视，有望彻底颠覆传统电视市场，打开消费者的大屏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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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安智杰科技有限公司 

安智杰成立于 2014 年，是一家以毫米波雷达传感器为核心产品，专注于传感器智能化应用的高科技公司。作为中国

本土最早拥有毫米波雷达传感器核心研发技术、完整设计能力和经验数据积累的公司之一，安智杰全自主研发出

24GHZ 和 77GHZ 毫米波雷达传感器等产品，并获得诸多技术专利认证。凭借严苛的品质控制要求、超高的性价比，

安智杰定位成为国内领先的毫米波雷达 OE 供应商，致力于发展以感知为支点的智能驾驶技术型公司。 

深圳奥比中光科技有限公司 

奥比中光 2013 年在深圳创立，是我国 AI 3D 传感领域领军企业。成立五年，先后获得蚂蚁金服、松禾资本等企业机

构投资，目前估值近 13 亿美金。2015 年自主研发出国内首颗 3D 深度相机计算芯片，成为亚洲首家能够量产消费级

3D 传感摄像头的企业。目前，奥比中光全球客户超 2000 家，包括惠普、博世、蚂蚁金服、OPPO、优必选等知名企

业，其方案及产品已在智能手机、新零售、智慧家庭、智能安防等行业落地。 

深圳贝尔创意科教有限公司 

贝尔科教集团，2011 年成立，定位于矩阵式、全产业链的创意科教综合服务企业。依托拥有核心技术的智能硬件产

品、独有的课程研发理念，结合线上线下教育联动及机器人大赛平台，专注 3-13 岁少年儿童的创意科教，建立人工智

能时代全新的创意科教体系。培养人工智能时代原住民，提高孩子未来竞争力。 

深圳范思德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范思德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的深圳蚂蚁工场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6 月，致力于打造集工业自动化产品、互

联网、供应链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电商平台，旨在构建以“工业云部件+互联网+供应链 SAAS 服务”为主体的全新工

业品营销方式，打造工业品线上线下交易、服务、支持一体化平台。“蚂蚁工场” FA 工业电商平台，通过 3D 智能技

术，实现“智能选型；智能型号替换；智能工况选型；目录与手机互动”等，产品涵盖了 38 大品类的各种工业零部件

产品，旨在成为客户身边的“工品智能超市”。 

深圳汇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汇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2 月，注册资 5000 万元，是一家由腾讯，思科，华为背景团队创立的

具有互联网基因的智能硬件公司。随着电动汽车行业的蓬勃发展，汇能致力于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的建设和运营，

为房地产、汽车厂商和充电设施运营商提供全面汽车充电解决方案。未来汇能将以充电桩为基础服务，结合用户数据

分析，通过线上线下的资源整合，与第三方平台互联互通，为用户提供智能生活信息服务。 

深圳极视角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极视角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首家视觉算法平台，已获华润集团、中洲集团等近亿元融资。极视角长期致力开拓人

工智能在不同行业领域的开发与应用，迄今积累算法 200+，应用领域涵盖零售、工业、农业、地产、交通、公安等

30 多个行业场景，并为包括华润集团、恒大集团、中国电信、巴拉巴拉等 300 多家企业提供视觉识别算法及解决方

案。 

深圳晶泰科技有限公司 

晶泰科技是世界领先的 AI+药物研发公司，在药物设计和药物固态化学等领域拥有多项行业领先的技术。晶泰科技于

2014 年创立于麻省理工校园，总部位于深圳，并在北京和波士顿设有分部。公司拥有突出的科研实力和产业化能力，

在计算化学、药物化学、人工智能、云计算等领域拥有领先优势。晶泰科技已获得来自红杉、谷歌、腾讯等多家知名

机构的 2000 万美元战略投资，并和包括辉瑞制药在内的世界顶级药企开展深度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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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礼舍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礼舍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是一家致力于为企业提供定制化管理服务方案，通过搭建“B2B2C”电商服务

平台“礼舍”为枢纽，为企业解决员工福利、员工关系、提高企业效能、维护企业客户关系，助力于企业在新一轮技

术驱动的商业变革浪潮中保持最佳竞争力，实现企业福利激励共享化、场景化、个性化。 

深圳蜜蜂云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蜜蜂云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智能音乐及音乐智能技术研究、软件及芯片产品研发、音乐智能硬件开发、音乐

信息服务的高新技术科技企业。在音乐 AI 垂直领域以深度学习算法研发音乐听觉与视觉智能技术，为音乐学习、创

作、厂商及开发者提供音乐 AI 产品、服务及解决方案，致力于构建全新音乐智能生态。 

深圳诺欧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诺欧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ROOBO)致力于成为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提供商。公司总部设立于北京，并且

在深圳、苏州、俄罗斯莫斯科及美国西雅图等地均设有分支机构。ROOBO 向家电、汽车、机器人等多个领域提供整

套人工智能系统解决方案，为不同行业的智能化升级和发展提供全面坚实的技术服务支持，同时，不断设计、开发与

规划新奇有趣的智能机器人产品，为客户提供整套可靠实用的软硬件体验与服务。 

深圳市欢创科技有限公司 

欢创科技(Camsense™)成立于 2014 年，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算法，专注于高精度定位视觉传感器的研

发，为各类人工智能应用提供核心技术支持，产品广泛应用于工业、医疗、机器人行业。未来，将在高精度定位领域

继续深耕发展，产研结合，不断优化创新，致力于成为一家全球领先的计算机视觉空间定位技术公司。 

深圳市镭神智能系统有限公司 

深圳市镭神智能系统有限公司是国内激光雷达行业的领导者，公司致力于向全球提供先进的激光雷达（包含 TOF 多线

及单线、MEMS 固态激光雷达、远距离激光雷达、3D FLASH、相控阵、三角法、相位法激光雷达）、三维激光扫描

仪、激光位移传感器等产品；基于激光雷达、视觉等多传感器融合的服务机器人、AGV、无人叉车 SLAM 自主导航及

激光雷达反光板导航的系统解决方案；基于激光雷达、视觉等无人驾驶多传感器融合系统解决方案；以及基于激光雷

达的工业自动化、智能安防、测绘等系统解决方案。 

深圳市迈步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迈步机器人是一家由海归博士团队创立的医疗康复机器人科技公司。公司专注于打造智能康复体系，通过机器人、物

联网、AI 等技术提升康复产业。公司围绕其核心技术——基于柔性驱动器的机器人交互技术，研发了包括外骨骼康复

机器人在内的数款医疗康复机器人产品。迈步机器人团队拥有世界顶尖的技术水平，具有强大的研发能力和创新理

念。 

深圳市速腾聚创科技有限公司 

RoboSense（速腾聚创），成立于 2014 年，是全球领先的激光雷达环境感知解决方案提供商，为自动驾驶汽车提供

更高性能、更安全可靠、更低成本的激光雷达(LiDAR)系统方案。坚持底层核心技术创新，从芯片到 LiDAR 传感器，

到融合 AI 感知算法的智能传感器系统，不断自我革新，引领行业发展，让机器人拥有超越人类眼睛的环境感知能力。 

深圳市万事富科技有限公司 

找靓机是一个原装正品二手 3C 特卖平台，主营二手手机、平板、电脑等 3C 数码产品，累计用户超过 1300 万，单月

营收突破 1.5 亿元人民币，1 年内完成 3 轮融资，估值飙升十几倍，始终追求让用户花更少的钱玩更好的 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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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小库科技有限公司 

小库科技是全球首家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建筑设计领域的科技公司。主要产品“人工智能建筑师小库”是第一款在

实际设计层面应用了人工智能的 AI 设计云平台，赋能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实现建筑行业智能化升级。同时小库科技

也向开发机构和政府规划机构提供 AI 设计云服务。 

深圳智汇创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智汇创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创建于 2015 年，是一家专注于跨境电子商务的集团公司，深圳高新技术企业。一路

走来，公司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满足客户需求及提升客户体验为目标，长期致力于自主产品设计及研发、自主

创新，不断开发出高颜值、高品质、高性价比的产品，并努力打造中国品牌。 

盛业资本有限公司 

盛业资本(股份代码：08469.HK)以深圳为运营总部，是一家以信息科技驱动的供应链金融服务企业。旗下盛业商业保

理有限公司于 2013 年在天津注册，注册资金达 2 亿美元，是天津第一家成功引进外债的商业保理公司，也是国内外

资注册资本金最大的商业保理公司之一。 

2017 年，盛业资本在香港联交所成功上市，是中国大陆第一家赴港上市的商业保理公司。2018 年引入太平信托、美

国泰山投资控股集团（Olympus Capital Asia）、新加坡淡马锡全资子公司兰亭投资有限公司（Pavilion Capital）

三家股东。 

小贝壳（深圳）瀚德区块链科技有限公司 

小贝壳（深圳）瀚德区块链科技有限公司是专业的区块链数字资产安全存储解决方案提供商。公司注册于香港境内，

具备区块链数字资产专业技术能力，公司打造的“小贝壳全冷数字资产存储器”是目前国内最为安全可靠、功能全

面、灵活适配的专业级数字资产存储产品，全程为您的数字资产保驾护航。 

公司目前已与澳大利亚、新加坡、英国的专业数字资产交易场所、金融服务机构、矿机设备提供商等缔结了长期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同步拓展中国、美国、韩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日本、英国、新加坡、泰国等市场，在数字

资产全球市场布局中占得先机。 

中证信用云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信用云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证信用云科技）成立于 2016 年 12 月 16 日，注册地为深圳福田，

注册资本 1 亿元人民币，由中证信用和东方财富网共同出资设立。 

公司以重塑消费金融信用的价值为使命，面向消费金融产业链输出数据风控、清算清分、运营监控、项目投资四大核

心能力，为担保方、资金方提供可筛选、穿透强、实时监控的资产服务解决方案；为资产服务方提供低成本、规模

化、灵活度强的金融解决方案。 

 

 

  



22 

 

德勤联络人 

周锦昌 

德勤成长企业市场与服务 

全国主管合伙人 

+86 10 8520 7102 

wilchou@deloitte.com.cn 

赵锦东 

德勤全国高成长评选项目 

主管合伙人 

+86 10 8520 7412  

jindzhao@deloitte.com.cn 

 

施安迪 

德勤中国深圳办公室 

合伙人 

+86 755 3353 8788 

ssy@deloitte.com.cn 

方少帆 

德勤中国深圳办公室 

合伙人 

+86 755 3353 8303 

kfang@deloitte.com.cn 

 

陶剑礼 

德勤中国深圳办公室 

高级经理 

+86 755 3353 8081 

rito@deloitte.com.cn 

宋勇龙 

德勤中国深圳办公室 

经理 

+86 755 3353 8087 

rasong@deloitte.com.cn 

杨丹丹 

德勤全国高成长评选项目 

高级专员 

+86 10 8520 7327 

dandanyang@deloitte.com.cn 

  

 

    

深圳市商业联合会联络人 

林慧 

执行会长 

+86 755 8364 6168 

 

范颖 

常务秘书长 

+86 755 2661 2489 

 

 

陆安 

运营总监 

+86 755 2661 4036 

 

张卉 

监测平台主任 

+86 755 8364 6172 

 

 

 

 

研究与撰稿人 

许思涛 

德勤研究 

德勤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86 10 8512 5601 

sxu@deloitte.com.cn 

 

陈岚 

德勤研究 

总监 

+86 21 6141 2778 

lydchen@deloitte.com.cn 

 

李美虹 

德勤研究 

高级经理 

+86 10 8520 7038 

irili@deloitte.com.cn  

 

  

mailto:wilchou@deloitte.com.cn
mailto:jindzhao@deloitte.com.cn
mailto:sxu@deloitte.com.cn
mailto:lydchen@deloitte.com.cn
mailto:irili@deloitte.com.cn


 
 

23 

德勤中国的业务联络详情 

 

北京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北京分所 

中国北京市东长安街 1 号 

东方广场东方经贸城西二办公楼 8层 

邮政编码：100738 

电话： + 86 (10) 8520 7788 

传真： + 86 (10) 8518 1218 

 

长沙 

德勤企业顾问（深圳）有限公司 

长沙分公司 

中国长沙市开福区芙蓉北路一段 109 号 

华创国际广场 3 号栋 20 楼 

邮政编码：410008 

电话：+ 86 (731) 8522 8790 

传真：+ 86 (731) 8522 8230 

 

成都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成都分所 

中国成都市人民南路二段 1 号 

仁恒置地广场写字楼 34 层 3406单元 

邮政编码: 610016 

电话： +86 28 6789 8188 

传真： +86 28 6500 5161 

 

重庆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重庆分所 

重庆市渝中区瑞天路 10 号 

企业天地 8 号德勤大楼 36层 

邮政编码：400043 

电话：+86 23 8823 1888 

传真：+86 23 8859 9188 

 

大连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大连分所 

中国大连市中山路 147号 

森茂大厦 1503 室 

邮政编码：116011 

电话：+ 86 (411) 8371 2888 

传真：+ 86 (411) 8360 3297 

 

广州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广州分所 

中国广州市珠江东路 28 号 

越秀金融大厦 26 楼 

邮政编码：510623  

电话：+ 86 (20) 8396 9228 

传真：+ 86 (20) 3888 0575 

杭州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杭州分所 

中国杭州市教工路 18 号 

欧美中心企业国际 A 区 605 室 

邮政编码：310013 

电话：+ 86 (571) 2811 1900 

传真：+ 86 (571) 2811 1904 

 

哈尔滨 

德勤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哈尔滨分公司 

中国哈尔滨市南岗区长江路 368 号 

开发区管理大厦 1618 室 

邮政编码：150090 

电话：+86 (451) 85860060 

传真：+86 (451) 85860056 

 

合肥 

安徽省合肥市 

政务文化新区潜山路 190 号 

华邦 ICC写字楼 A 座 1201 单元 

电话：+86 (551) 65855927 

传真：+86 (551) 65855687 

 

香港 

德勤•关黄陈方会计师行 

香港金钟道 88 号 

太古广场一期 35 楼 

电话：+ (852) 2852 1600 

传真：+ (852) 2541 1911 

 

济南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济南分所 

济南市市中区二环南路 6636 号 

中海广场 28 层 2802、2803、2804 单元 

邮政编码：250000 

电话：+86 (531) 8973 5800 

传真：+86 (531) 8973 5811 

 

澳门 

德勤•关黄陈方会计师行  

澳门殷皇子大马路 43-53A 号 

澳门广场 19 楼H-N 座 

电话：+ (853) 2871 2998  

传真：+ (853) 2871 3033 

 

南京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南京分所 

中国南京市汉中路 2 号 

亚太商务楼 6 楼 

邮政编码：210005 

电话：+86 (25) 5790 8880 

传真：+86 (25) 8691 8776 

上海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上海市延安东路 222 号 

外滩中心 30楼 

邮政编码：200002 

电话：+ 86 (21) 6141 8888 

传真：+ 86 (21) 6335 0003 

 

深圳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深圳分所 

中国深圳市深南东路 5001 号 

华润大厦 13楼 

邮政编码: 518010 

电话：+ 86 (755) 8246 3255 

传真： + 86 (755) 8246 3186 

  

苏州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苏州分所 

中国苏州市工业园区苏惠路 88 号 

环球财富广场 1 幢 23 楼  

邮政编码： 215021  

电话：+ 86 (512) 6289 1238 

传真：+ 86 (512) 6762 3338 / 6762 

3318 

 

天津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天津分所 

中国天津市和平区南京路 189 号 

津汇广场写字楼 30 层 

邮政编码：300051 

电话：+ 86 (22) 2320 6688 

传真：+ 86 (22) 2320 6699 

 

武汉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武汉分所 

中国武汉市建设大道 568 号 

新世界国贸大厦 38 层 02 号 

邮政编码：430022 

电话：+86 (27) 8526 6618 

传真：+86 (27) 8526 7032 

 

厦门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厦门分所 

中国厦门市思明区鹭江道 8 号 

国际银行大厦 26 楼 E 单元 

邮政编码：361001 

电话：+86 (592) 2107 298 

传真：+86 (592) 2107 259 

 



24 

 

 

 

 

 

 

 

 

 

 

 

 

 

关于德勤全球 
Deloitte （“德勤”）泛指一家或多家德勤有限公司（即根据英国法律

组成的私人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称“德勤有限公司”） ，以及其成员所

网络和它们的关联机构。德勤有限公司与其每一家成员所均为具有独立法

律地位的法律实体。德勤有限公司（又称“德勤全球”）并不向客户提供

服务。请参阅 www.deloitte.com/cn/about 以了解更多有关德勤有限

公司及其成员所的详情。 

 

德勤为各行各业的上市及非上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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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的成员所网络为财富全球 500 强企业中的 80%企业提供专业服务。凭

借其世界一流和高质量的专业服务，协助客户应对极为复杂的商业挑战。

如欲进一步了解全球大约 245,000 名德勤专业人员如何致力成就不凡，

欢迎浏览我们的 Facebook、LinkedIn 或 Twitter 专页。 

 

关于德勤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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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事务所网络在德勤全球网络的支持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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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在中国市场拥有丰富的经验，同时致力为中国会计准

则、税务制度及培养本地专业会计师等方面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敬请访

问 www2.deloitte.com/cn/zh/social-media ，通过德勤中国的社交

媒体平台，了解德勤在中国市场成就不凡的更多信息。 

 

本通信中所含内容乃一般性信息，任何德勤有限公司、其成员所或它们的

关联机构（统称为 “德勤网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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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德勤网络内的机构均不对任何方因使用

本通信而导致的任何损失承担责任。 

 

© 2018。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德勤中国。 

 关于深商联 
深圳市商业联合会是中国颇具影响力的国际化商会，现有直属大中型会员

企业 2600 多家，直接服务深圳中小微企业 8500 多家。成立以来，深圳

市商业联合会始终坚持高举深商大旗，肩负“让深商成为影响世界的新锐

商帮，把深商联打造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国际化商会”使命。紧贴会员服

务需求，不断创新管理机制和服务模式，每年精心策划 10 大深商创新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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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服务架构，培育适宜全市中小企业成长的生态服务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