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韦莱韬悦全球业务平台
为中国企业全球化保驾护航

全球化布局  当地化服务



关于韦莱韬悦

韦莱韬悦在全球
拥有45,000多名
员工

韦莱韬悦的办事
机构分布在全球4
大区域140多个
国家

《财富》世界
500强公司

《财富》美国
1000强公司

140

45,000+

90%
韦莱韬悦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1828
年，一步步成长
为全球最领先的
咨询、保险经纪
和解决方案公司

200

85%

企业风险管理与保险经纪
人力资本与福利
投资、风险与再保险
医疗保健交易解决方案

4
大业务

合并后的韦莱韬
悦年营收达到85
亿美金85亿

服务中国客户历史悠久 携手中国客户扩张海外十多年
超过45,000 名员工，向140多个国家提供服务
当地化技术支持和服务
提供双语服务解决语言问题
2017年成立全球中国业务平台，倾力服务中国客户海外扩张

1999年在北京设立代表处，开启在中国的脚步
2004年成为中国首家外资风险管理咨询及保险经纪公司
在中国拥有最广泛的服务网络和最大的服务团队
中国上市公司百强中90%的企业及中国民营企业百强中近半数企业均为
韦莱韬悦客户

韦莱韬悦的全球服务与解决方案业务部 (Global Services and Solutions,  GSS) 满足跨国企业总部 (HQ) 的需求。 我们
位于四大地区的同事运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经验，帮助全球化公司在世界各地实现其人力资源管理和人员风险管
理的工作目标。

作为跨国企业总部 (HQ) 的战略伙伴， 韦莱韬悦的全球服务与解决方案业务部 (GSS) 具有独特的优势和价值。GSS顾问跨越并整合韦莱韬悦各人力
资本业务线的能力和资源，专为跨国企业提供综合、一致的建议和解决方案，协助跨国企业实现全球人力资源价值最大化。

关于全球服务与解决方案业务部

借助全球数据和海外顾问网
络，协助客户制定相关海外人
力资本战略、薪酬、绩效及人
才体系。

构建全球人力资源管控体
系，支持海外业务拓展。

全球奖酬及HR管控

协助企业在海外的人力资源
兼并收购工作，实现并购的最
大化价值／最小化风险

海外各地的退休计划的设
计、财务、成本和风险管理

提供国际精算服务，分析养
老金计划的负债及支持会计及
信息披露工作

构建全球福利政策及内部管
控体系，分析并监控财务、成
本及风险情况

协调全球保险及经纪网络，
落实员工福利安排，并提供一
体化的跨国福利管理系统

海外兼并收购 跨国养老金管理及精算服务全球福利管理及实施



线下——福利实施网络

成熟的跨境福利实施工具 & 遍布全球的保险经纪网络

我们拥有全球化的管理系统和超过160个国家的保险经纪网点，支持福利“总对总，分对分”全球实施

韦莱韬悦全球服务与解决方案业务部已成功帮助超过120家全球顶尖国际化企业实现了全球福利一体化管理

福利速递

提供多种适合全球化不同阶段的福利实施方案

基准福利+补充福利=合规而保障

解决：海外扩张初期海外人员分布散，人员规模小，总部难以提供
标准、合规而有保障的员工福利

福利共保
风险集合+资金集合=分红返利

解决：海外快速发展期，海外人数快速增长，区域发展不平衡，总
部难以进行有效的成本管理

福利自保
保费自留+运营外包=资金利润

解决：海外成熟期，全球集团化运作，海外资产及业务发展稳定，
总部需追求更精细化的风险转移与自留，产生更优化的现金流效益

政策和指引汇报 引领 产出结果

中国企业总部
韦莱韬悦

总部对口团队

各分公司合作

总部合作

英国  美国  巴西  印度
澳大利亚  加拿大  卢森堡

......

英国  美国  巴西  印度
澳大利亚  加拿大  卢森堡

......

中国企业
海外公司对口

韦莱韬悦各地
分公司对口团队

线上——系统及数据

我们提供一站式的线上福利管理平台和全球120多国家的福利薪酬数据

韦莱韬悦全球服务与解决方案业务部可帮助企业构建全球化福利管理框架和内部管控体系，并提供一体化的福利管理
系统。

全球福利管理及实施

整体框架和体系

成本优化和高效的风险转移过程管理和基于数据的分析，支持
妥善且快速的决策

管理流程化和优化内外部资源配置

与商业战略、营销、员工价值观相符合

海外福利及薪酬市场数据

退休金固定收益计划、
退休金缴费固定计划、
退休金长期储蓄计划

弹性福利、配车和交通
补贴、长期服务奖励、
远程健康咨询

退休计划

其他福利

住院医疗、门诊医疗
生育、牙科医疗、眼
科医疗、体检

医疗计划
人寿、意外伤害、重疾

海外餐饮、海外住宿、航
空舱等

风险保障

差旅福利

公共假期、休假、产假、
病假、关怀休假

加班津贴、加班餐饮、
加班交通

带薪休假

加班福利

管理优化

福利组合
最佳匹配 

员工体验
员工参与度

运营和管理
运转效率

分析和决策
数据驱动
的决策

成本/预算
成本和应对
风险效率

定制化的体验，员工参与福利项目的选择
和使用

基本薪酬 浮动薪酬 现金补贴 长期激励



中资企业在收购兼并的初期需注重人力尽职调查，建立风险防范体系，收购后需制定有效的整合方案确保收购兼并的
成功。

海外兼并收购

强化并完善财务及法律尽职调查

识别控制权变更的触发点和风险

匡算人力资源产生的一次性交易费用

为交易定价和整合规划提供相关支持

完善投资协议中的部分条款，争取从人力资

源角度的保护性条款

审阅并完善交易挽留计划，匡算挽留计划的

成本

起草针对卖方高管层的激励计划或更替计划

的框架性方案

设计针对被投企业高管的激励计划及实施路径

规划人力资源整合方案（如有必要）

设计管理层及员工沟通方案并辅助实施

通过人力资本管理最大限度地提高投资回报率

监控业绩并提高运营效率

交易发起 出价流程 合同谈判 交易完成 收购后

标的公司尽职调查 项目框架和实施 积极有效的项目监督

全面理解人力资源尽职调查，以便明确交易价格并评估成本、养老金风险、资产负债、财务及文化的
差异等 
设计并执行特定的兼并收购薪酬计划（如：控制权变更、离职补偿、合并奖励、人才保留等）
人力资源计划的设计和执行，包括：薪酬福利策略、高管薪酬机制、奖金制度设计、组织绩效管理等
人力资源模块及人事信息系统合并 
人力资源项目管理支持

对人力资源部门的支持

对高管及项目团队的兼并、收购培训
项目管理及流程管理(如：团队架构、团队支持、高管或董事会简报、项目管理工具） 
职位定义、设计及选拔的流程和工具

并购整合团队的支持

兼并收购咨询支持
创造交易价值，提高员工的契合度包括： 
支持兼并收购人员计划的变革策略、流程和执行方案
文化差异分析和变革管理 
高管保留和管理层效能 
员工敬业度及合并指标评估 
沟通的策略、设计及执行，合并策略及流程、整体奖酬方案执行 



拥有超过15年的专业经验：

过去5年，我们开展了100多个跨国养老计划/储蓄计划客户项目，与市场上其他咨询公司相比，我们与范围广泛的供应商开展了大量业务。这意味着
我们可以为客户获得最佳的机构投资条款。

我们拥有着充足的技能储备，应对跨国养老计划/储蓄计划的调研、技术和计划设计支持以及市场对标，项目管理，投资建议，供应商费用议价，落
地沟通以及保障未来跨国养老计划/储蓄计划的管控架构。

我们了解潜在的“危险信号”，并拥有丰富地经验应对如何避免或解决公司在建立跨国养老计划IPP/储蓄计划ISP时可能遇到的问题。

跨国养老金管理及精算服务
韦莱韬悦依据企业对于跨国养老金的总体需求，对涉及的海外风险因素进行分析，进而进行整体设计和交付落地。

整体项目选择

投资选择和降低风险
我们拥有充足的技能和知识帮助企业管理养老金的投资以及控制风险：

我们对于跨国养老金计划，提供全方位的专业及项目支持：

精准细项分析
例如：人员分析确定对于各群体的合理范围：西欧员工需求与中欧员工不一样的选择

持续管控
围绕跨国养老金，针对未来的演化和发展，建立和维护管控架构

资产配置基金选择
广泛的资产配置基金选择，对于整个周期和预设收益值的咨询

基金投资的费用议价
机构投资基金费用成本远低于零售或本地谈判条款 –韦莱韬悦投资服务提供了超过3万亿美元资产管理规模的咨询

长远规划和持续管控
我们的服务不仅支持当下落地实施，还会围绕跨国养老未来的演化和发展，建立持续的管控架构

跨国养老金设计及对标

跨国养老金费用议价

跨国养老金供应商选择

跨国养老金精算评估/分析

跨国养老金应用咨询
将跨国养老金放入职业养老金制度中
将跨国养老金作为跨国储蓄计划而非养老计划
将跨国养老金作为本地养老计划
将跨国养老金作为高管安排的增值计划



韦莱韬悦全球服务与解决方案业务部可根据中国企业全球化的不同阶段，为企业搭建恰当的全球人力资源管理体
系，持续支持企业海外拓展。

全球奖酬及HR管控

发展阶段 扎根本地

发展阶段，多数企业以长期海外派遣和一定规模本地雇佣为主，此阶段需重点关注海外人员本地合规管理。

教育资助计划

薪酬政策

工作时间、休息及休假

雇佣

劳资关系 解聘

社会保障及法定政策 海外派遣

风险保障 医疗福利

公司配车 养老计划

住房福利 交通福利

长期工作奖励

弹性福利

健康管理

探索阶段 走出国门

探索阶段，多数企业以短中期海外派遣员工为主力,此阶段需重点关注海外派遣薪酬福利激励以及完善的HR管理机制。

应对各派驻地不同使用相应的薪酬管理模式

选择适用的福利

完善外派人的管理机制

    针对外派人员制定绩效激励，
支持人员外派，业绩驱动导向

激励机制

将海外派驻的相关经验设为干部晋升条件之一

干部晋升机制
特定岗位需要相关的海外派驻经验

任职资格条件完善

住房 调迁支援 探亲假 子女教育

77% 77% 74% 60%

含义：驻外人员的薪酬与其在母国的同级
别同事保持一致，并以津贴的形式补偿在
派驻地任职的费用
适用的类型：当前，多数“走出去”的企
业采用母国平衡法

1.母国平衡法

含义：驻外人员的薪酬按照其派驻地的薪酬
水平进行发放，充分保障派驻人员的生活水
平以及薪酬的竞争力
适用的类型：一般适用于欠发达地区去往发
达地区的派驻人员

2.派驻国法 3.净值法

含义：以派出国税后薪酬（有时剔除派出
国住房成本）为基础，转换货币，折算成
派驻国薪酬（含住房和税收）
适用的类型：适用于区域内调动，或在文
化类似国家间的派遣

8项雇佣及薪酬策略 9项福利策略



成熟阶段 融入体系

成熟阶段，多数企业已颇具规模的海外当地人员，此阶段需重点关注总部和机构的职责分工，搭建整体奖酬管控体系。

全球整体奖酬策略
薪酬福利定位
规范统一薪酬福利的内容
…

海外派遣人员、关键人员定薪酬
外派人员职级、薪酬、福利
全球一级干部职级、薪酬、福利
…

全球薪酬福利制度管理
现金制度：奖金、基新、津贴
福利制度：法定、补充、健康医疗等
…

本地薪酬制度
薪资表
人员职级与固薪
…

本地福利制度
福利项（法定、非法定、保险等）
津贴
解雇补偿
…

本地奖金分配制度
奖金总额
奖金分配方式
…

人力资源 -- 政策 人力资源 -- 运营

韦莱韬悦全球服务与解决方案业务部，协同覆盖全球100+个国家的本地顾问资源，运用丰富的全球一体化HR体系搭
建以及区域多元化政策运营经验，同时提供多项有效全球HR工具，支持政策落地实施：

全球超过90个国家/地区的年度薪酬福利市场数据 
全球超过120个国家/地区的福利设计实践报告
全球超过65个国家/地区的年度雇佣合规政策
全球超过100个国家的各类报告：福利总览，汽车福利，人工智能和数字人才薪酬，人力资源政策和实践，绩效工资和销售激励等各国调研报告
已有超过70家大型全球化企业使用的全球福利数字化管理平台

本地薪酬发放
本地薪酬发放或薪酬发放外包机构管理
员工税务报告支持
…

本地福利安排
现金福利实施
保险及理赔日常管理
…

年度薪酬、福利检视
对标本地市场数据
流失率、通胀情况
…

全球整体奖酬成本管理
固定及福利成本测算
浮动奖金成本测算
…

全球薪酬福利数据
各地薪酬福利数据收集及分析
各地职位匹配及待遇标准检视
…

全球薪酬福利供应商管理
薪酬福利顾问对接
福利保险供应商统筹
…

总部

机构
（海外）



全球的韦莱韬悦

韦莱韬悦（NASDAQ：WLTW）是一家领先的全球性咨询、保险经纪和解决方案公

司，帮助世界各地的客户把风险变成增长机遇。自1828年成立以来，韦莱韬悦已在

140多个国家拥有45,000多名员工。

我们设计和提供完善的解决方案来管理风险、实现利益最大化、培育人才及增强资

本的力量，让组织与个人得到有力保障，并日益发展壮大。我们以独到眼光洞察人

才、资产与理念之间的重要交集－这是推动经营绩效增长的动态公式。

与您携手，激发潜能。

请关注我们获取更多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