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能力概况

越信估价股份公司



公开信

越信估价股份公司（Viettin Valuation）基于一支有资格且

在估价行业中经验丰富的人事团队的心血基础上建立和发
展。确定稳定性-可持续性为公司发展之倾向，Viettin

Valuation建立一支技术熟练-标准化流程的人力资源团队，
以提供最优质的估价 - 资产价值咨询服务。

确定人员是提供服务质量的关键因素，Viettin Valuation召集了
一支具有高专业知识，丰富经验和保持职业道德，尽职尽责-

为客户服务的管理人员-审定员-估价专员。Viettin Valuation

承诺遵守法律 - 严格遵守越南估价标准体系与估价领域的
国际规准 - 通例相结合，在向客户提供估价服务时，可确
保独立-诚实-客观原则

在Viettin Valuation运营过程中，客户的信任和支持是让董
事会-经理层和全体员工不断前进，不断提高翻译质量的
巨大动力，以更好地为客户服务，提升和发展公司的地位。

真诚感谢！

公司董事会



www.viettinvaluation.com

领导层的寄语

核心价值：信 -心

越信选择“信”字来肯定与客户合作的最
重要承诺，信用来保持服务质量，信是不
断创新-不断提高人事团队的专业知识，职
业道德。Viettin Valuation - 越南估价师的声
誉。

心-越信确定提供以最有“心”来提供服

务，以长期建立和发展企业的重要核心。
越信遵循法律法规，遵守标准体系 - 职

业道德规定，最高标准的社会准则。
Viettin Valuation提供给客户的每个产品-

服务都是全体公司员工的最高结晶。

越信尊重客户，能够服务客户的正当需求是
企业的运营核心，我们正在不停地努力为客
户提供最优质的服务，客户满意度是衡量企
业成功的标准。Viettin Valuation 承诺认真对待

客户，在对客户的每个承诺中清楚了解企业
的使命和响应能力。

愿景：

不断提高服务质量-独立-诚实-客观，稳
定和可持续发展，Viettin Valuation旨在
成为越南领先的估价品牌。

使命：

“提高企业和越南估价行业在国际市场
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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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ADINGSERVICEQUALITY-服务质量领先”

旨在成为越南领先的估价企业之一，Viettin Valuation确定以下价值：

http://www.viettinvalua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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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信息

提供的服务：

»房地产估价：土地使用权-房屋-土木和工业建筑。
»动产估价：机械设备-生产线-运输工具等
»企业价值估价
»无形资产估价：品牌价值 -知识产权。

服务目的

»贷款-资产抵押。

»买卖-转让资产

»购买资产 -清理资产

»会计核算 - 税务申报

»招标，资产拍卖

»作为补偿基础，场地清理

»出国定居-留学的财政证明.

»企业买卖 -合并 (M&A).

»特许经营 (Franchise).

越信估价股份公司
Viet TinValuation Corporation –Viettin Valuation

http://www.viettinvaluation.com/
mailto:support@viettinvaluation.com
huongbt
Typewritten text
地址：胡志明市，第10郡，第5坊，阮志清路，388号电话：0286 2753 541 | 热线：038 864 2430 - 0901 866 909 税号：0310791400 邮箱：support@viettinvaluation.com | 网站：viettinvaluation.com Fanpage: Thẩm định giá Việt Tí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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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组织结构图

5

董事会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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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viettinvalua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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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注册证明书号：329561

商标:

商标颜色: 蓝色，橙色，红色
商标类型: 普通

其他内容: 商标受到总体保号。没有单独保号

“ V”

带有商标的产品/服务清单 : 36组: 估价和价格审

定服务

科学技术部
知识产权局

商标注册证明书
编号：329561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独立-自由-幸福

持证人：越信估价股份公司
地址：胡志明市，第10郡，第3坊，阮志清路，110大厦，1楼
表号：4-2017-35795
提交表格日期：2017/11/1日
按照第：76979/QĐ-SHTT号决定书颁发，颁发日期：2019/9/10日
有效期为10年，自颁发之日起生效，从提交表格之日起计算（可以延长）

代替局长
副局长
黎玉林

（已签字盖章）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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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资格:
- 法学学士
- iCEO结业证书 (intelligent CEO) -谷歌为越南设计的活动

历史-工作经验 :
-曾经在富国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担任业务经理一职，并担任F&B行业的分公司经理。

- 在Viet Tin Valuation，黄明（Hoang Minh）先生担任网络开发负责人，扩大了与SME企业合作伙伴、国内商

业银行和公职机构（法院，判决执行，土地基金中心等）的联系

阮国进NGUYENQUOCTIEN

专业资格:
- 工商管理学士（价格审定专业）
- 价格审定员（财政部）

历史-工作经验 :
- 作为估价中心的经理，阮国进（Nguyen QuocTien）先生曾经进行各种各样的资产。

-阮国进（Nguyen QuocTien）先生曾在亚洲房地产估价一成员有限公司(AREV）有五年工作经验和木星公司（TCB）

有六年工作经验，担任过许多具有挑战性的职位。

www.viettinvaluation.com

执行部

         公司经理

副经理负责业务(公职部分)

黄明HOANGMINH

http://www.viettinvalua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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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氏兰英NGOTHI LANANH

业务经理 (企业和银行)

专业资格:
-财务与会计学士-胡志明市经济大学

历史-工作经验 :
- 在孟清集团担任FC职位

- 在越南AIMS 有限责任公司担任FC职位.

阮中草莺NGUYENTRUNG THAO OANH

专业资格:
- 法学学士，外语学士
- 对外经济学士（财务会计专业）

历史-工作经验 :
-作为公司副经理，阮中草莺（NguyenTrungThaoOanh）女士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具有多年经验（SIVC南部信息和估

价中心），亚洲房地产审定一成员有限责任公司(AREV)

-从2011年至今，管理越信估价股份公司

www.viettinvaluation.com

         执行部

副经理财务-人事负责人

http://www.viettinvalua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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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部

胡芳英HOPHUONGANH

内部控制中心®

专业资格:
-估价专业学士 - Marketing 财经大学

历史-工作经验 :
- 芳英（Phuong Anh）女士曾在木星公司 - 南部估价中心 - TCB AMC估价部，D&P房地产有限公司(Colliers

international)，Propzy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等工作。

-在估价行业工作了8年，芳英（PhuongAnh）女士通过在信贷机构以及独立估价公司担任估价专员 -风险管理职位上

积累了专业和实践经验

阮维人NGUYENDUY NHAN

专业资格:
- 经济学学士
- 价格审定员（财政部）

历史-工作经验 :
- 作为公司副经理，阮维人(Nguyen Duy Nhan）先生曾实施多种资产并在整个西宁省扩大了越新公司的经营

范围。

-阮维人(Nguyen Duy Nhan）先生在南方信息与估价股份公司（SIVC），亚洲房地产估价一员有限公司

（AREV）担任过许多具有挑战性的职位。

副经理-审定员

http://www.viettinvalua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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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德幸NGUYENDUC HANH

专业资格:
- 电气-电子工程师
- 价格审定员-财政部

历史-工作经验 :

- 从2009年至2014年，在TCB总部的估价部工作

-在木星估价公司和太阳花估价股份公司工作了6年
-具有丰富的行业知识和资深资历，德幸（Duc Hanh）先生曾担任过从专家到经理的职位，主要执行大型和

复杂的文件

阮琼英NGUYENQUYNHANH

专业资格:
- 估价专业学士 - Marketing 财经大学
- 价格审定员-财政部

历史-工作经验 :
- 琼英（Quynh Anh）女士曾在木星公司-南部估价中心，TCB AMC估价部，越南资产鉴定与审定股份公司等工

作

-具有丰富的行业知识和资深背景，琼英（Quynh Anh）女士曾担任专员到管理的职位，主要执行大型和复

杂的文件

         执行部

    审定员

河内分公司经理-审定员

http://www.viettinvalua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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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部

阮中想NGUYENTRUNG NHO

河内分公司审定员

专业资格:
- 资产估价和商业房地产学士学位-金融学院
- 价格审定师-财政部

历史-工作经验 :
-阮中想（Nguyen Trung Nho）先生曾在木星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花太阳估价股份公司工作

-其知识经过深造培训，在估价行业拥有8年的经验，阮中想（Nguyen Trung Nho）先生担任过专员到高级

专员的职位，获得领导信任分配执行大型而复杂的文件。

黎玉淮文LE NGOC HOAI VAN

广义分公司经理
审定员

专业资格:
- 工商管理学士（估价专业）
- 价格审定员-财政部

历史-工作经验 :
- 黎玉淮文（Le Ngoc Hoai Van）女士曾连续11年在南方信息与估价股份公司（SIVC）担任分公司副经理/审
定员。

-在营销审计与估价咨询有限公司担任副经理05年

-黎玉淮文（Le Ngoc HoaiVan）女士具有良好的行业知识和资深背景，曾担任过从专员到管理的职位，主要执行

大型和复杂的文件

http://www.viettinvalua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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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资格:
- 机械工程师，工商管理学士
- 价格审定员-财政部

历史-工作经验 :
-阮黄对（Nguyen Huynh Doi）先生曾在西南部价格审定与信息股份公司，ACB估价部，连越银行工作

-拥有丰富的行业知识和资深资历，阮黄对（Nguyen Huynh Doi）先生曾担任过从专员到管理的职位，主要执

行大型和复杂的文件

阮黄对NGUYENHUYNH DOI

张氏份TRUONGTHI PHAN

专业资格:
- 估价经济学学士
- 价格审定员-财政部

历史-工作经验 :
-张氏份（Truong ThiPhan）女士曾在成功估价股份公司(SValue), Exim估价股份公司，BTCVALUE估价公司工作

-估价/咨询估价抵押各种资产包括：房地产（闲置土地，房屋，别墅，高层公寓项目，酒店，婚宴餐厅等）和以

借款，债务清算为目的的房地产。

- 咨询和更新相关的资产规定以符合当前法律和实际情况.

-很好地应用市场，成本和收入准入方法来估价各类相应资产类型.

-处理有关估价业务的客户投诉/反馈

-收集，分析，综合和发行广义，平定省的土地单价（内部发行）。

          执行部

       审定员

      审定员

http://www.viettinvalua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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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氏桥芝TRAN THI KIEUCHI

www.viettinvaluation.com

执行部

专业资格:
- 工商管理学士
- 对外经济学士
- 价格审定员-财政部

历史-工作经验 :
- 陈氏桥芝（Tran Thi Kieu Chi）女士曾连续10年在南方估价与信息股份公司工作，负责隆安省区域

- 从2014年至今，在越信估价股份工作

-具有丰富的行业知识和资深背景，陈氏桥芝（Tran Thi Kieu Chi）女士曾担任过从专员到专家的职位，主要执

行大型和复杂的文件

张氏红TRUONGTHI HONG

专业资格:
- 经济学学士
- 价格审定员-财政部

历史-工作经验 :
- 张氏红（Truong Thi Hong）女士在以下多个领域拥有30年的经验：党财务，商业，西宁财政部副经理，现

任西宁Bourbon蔗糖公司副总经理一职

- 源自价格融资领域的国家管理，张氏红（Truong Thi Hong）女士在认定和评估从简单到复杂的所有类型的

资产，评估市场上价格变动，移动趋势具有丰富经历。

  审定员

     审定员

http://www.viettinvalua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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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金德NGUYENKIM DUC

专业资格:
- 经济学硕士-金融专业，UEH

- 经济学学士-审计专业，UEH

- 经济学学士-估价专业，UEH

- 价格审定员-财政部

历史-工作经验 :
-阮金德（Nguyen Kim Duc）先生目前是胡志明市经济大学估价系讲师，具有近10年的实践经验，直接参与

企业和无形资产评估领域。 同时，他还是越南境内和国际估价公司的企业和无形资产的专业顾问。阮金德

（Nguyen Kim Duc）先生是在新加坡，泰国，澳大利亚等许多国家的国际估价会议上介绍新的估价模型

的演讲者。

-在Viet Tin Valuation，阮金德（Nguyen Kim Duc）先生担任企业和无形资产评估文件的专业顾问。

阮氏兰英NGUYENTHI LANANH

专业资格:
- 经济学硕士-UEH公共财政专业
- UEH经济学学士-UEH审计专业
- 经济学学士-UEH估价专业
- 价格审定员-财政部

历史-工作经验 :
-阮氏兰英（Nguyen Thi Lan Anh）女士目前是亚洲股份贸易银行，审定经理。阮氏兰英（Nguyen Thi Lan Anh）

女士拥有近10年的实践经验，并直接参与房地产估价领域的文件，也是银行技术与专业研讨会杂志上有关估价

的文章和演说的作者

-在 Viet Tin Valuation，阮氏兰英（Nguyen Thi Lan Anh）女士以房地产估价文件的专业顾问身份参加。

          执行部

房地产估价业务顾问
审定员

企业和无形资产估价业务顾问
审定员

http://www.viettinvalua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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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部

阮公良NGUYENCONGLUONG

宝禄办公室负责人

历史-工作经验 :
-阮公良（Nguyen Cong Luong）先生具有多年执行银行和公职客户估价文件的经验。

-负责林同地区

多乐办公室负责人

历史-工作经验 :
- 阮氏玄英（Nguyen Thi Huyen Anh）女士多年从事银行和公职客户的估价文件

- .负责多乐省地区

裴静晋BUI TINHTAN

多农办公室负责人

历史-工作经验 :
-裴静晋（Bui Tinh Tan）先生多年从事银行和公职客户的估价文件

-负责多农省地区

阮氏玄英NGUYENTHI HUYENANH

http://www.viettinvalua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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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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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黎越和TRANGLEVIET HOA

历史-工作经验 :
-庄黎越和（Trang Le Viet Hoa）先生多年从事银行和公职客户的估价文件

-负责坚江地区

黎黄山LE HOANG SON

朔庄办公室负责人

历史-工作经验 :
- 黎黄山（Le Hoang Son）先生多年从事银行和公职客户的估价文件

-负责朔庄地区

坚江办公室负责人

越信估价股份公司

http://www.viettinvalua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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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信估价股份公司

http://www.viettinvaluation.com/


VNPT

QuocDanBank VIETBANK Vietin BankBIDVBANK

Vietcom bankTPBankAgriBankVIB

KienLong Bank BanViet BankHDBANKPVCOMBANK

Thai BinhNguyen

Kim电器
Sài Gòn Co-op Thuy Son Group

www.viettinvaluation.com

典型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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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uyenĐình

Chieu医院

    越南人民军队

人民法院机关 越南工会    民事执法

   公安部   庆和电视台

http://www.viettinvaluation.com/


估价服务

估价定向是主要的业务活动，在成立和发展过程中，Viettin

Valuation不断建立人力资源团队-完善流程-将技术应用于估
价业务，以最快、最有效的方式为客户提供服务。
Viettin Valuation承诺，提供给客户的每个估价产品-服务都是从
“心-智-信”出来，体现于：

质量管理和风险控制

严格而有效的质量管理和风险控制流程可帮助我
们进行检查-监督从接收客户请求到发布评估结
果的整个过程。

经验丰富的内部控制团队独立-客观运作，定期检查发布评估结果

之前，之中和之后的整个过程，以便及时警告-克服估价活动中的

风险.

信息保密，存储技术
客户信息保密是越信公司最关心的问题，也是我们成功的决定性

因素。所有数据都已数字化并存储在服务器系统上，只能根据分

权进行访问。

Viettin Valuation是在越南将信息技术应用于估价中的先驱企

业之一(Smart Valuation),使用软件来管理整个估价过程。

20

专业-经验

越信所有员工均接受过专业到专业
道德的培训，并经常能轮换负责地
理区域 - 以增进对全国房地产市场
的了解和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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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部将文件分配给估价部

估价部考察，完成估价证书

批准部控制和发行证书

估价流程

清理-决算

解决客户的要求（收到估价结
果之后）

22

    咨询和接收客户的要求

签订估价合同，客户预付服务押金

风险控制部进行批准前的控制



www.viettinvaluation.com

其他服务

培训

咨询

管理咨询和投资咨询活动（惟属财务咨询，会计，法律，会计-审计，证券除外）

根据公司组织的主题，与大学，企业，银行具有盛誉，
良好专业的讲师团队合作来进行培训

根据客户和个人，企业，银行的要求对具体主题进行培
训

23

http://www.viettinvalua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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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viettinvaluation.com

分公司/代表处名单

隆安代表处

地址：越南，隆安省，新安市，第2坊，阮清芹，13号

代表人：阮武竹茹（Nguyen Vu Truc Nhu）女士

职务：隆安代表处负责人

电话：0918128028

邮箱：vplongan@viettinvaluation.com

多乐代表处

地址：越南，多乐省，邦美蜀市，新利坊，Y Moan Ênuôl，

266/79号

代表人：阮氏玄英（Nguyen ThiHuyenAnh）女士

职务：多乐代表处负责人

电话：0984487067

邮箱：vpdaklak@viettinvaluation.com

西宁办公室

地址：越南，西宁省，西宁市，第2坊，4月30日路，197号

代表人：阮维人（Nguyen Duy Nhan）先生

职务：副经理/西宁代表处负责人

电话：0908062669

邮箱：vptayninh@viettinvaluation.com

宝禄代表处

地址：越南，林同省，宝禄市，禄进坊，陈富，1197/14号

代表人：阮公良（Nguyen Cong Luong）先生

职务：宝禄代表处负责人

电话：0988518316

邮箱：vpbaoloc@viettinvaluation.com

庆和代表处

地址：越南，庆和省，芽庄市，福进坊，武著，7号

代表人：陈氏千金（Tran ThiThienKIm）女士

职务：庆和代表处负责人

电话：0914053993

邮箱：vpkhanhhoa@viettinvaluation.com

槟椥代表处

广义分公司

多农代表处

地址：越南，多农省，嘉义市，义富坊，1组

代表人：裴静晋（Bui Tinh Tan）先生

职务：多农代表处负责人

电话：0947201095

邮箱：vpdaknong@viettinvaluation.com

芹苴代表处

金瓯代表处

地址：越南，金瓯省，金瓯市，第1 坊，谢渊路，明胜住宅区

代表人：武氏黄原（Vu ThiHoang Nguyen）女士

职务：金瓯代表处负责人

电话：0947475457

邮箱：vpcamau@viettinvaluation.com

河内分公司

地址：越南，河内市，青春郡，仁政坊，屈维进路，122号

代表人：阮德幸（Nguyen Duc Hanh）先生

职务：河内分公司经理

电话：0904842448

邮箱：hanhnd@viettinvaluation.com

后江代表处

地址：越南，后江省，渭清市，第4坊，原红路，省委住宅区

代表人：黎文墨（Le Van Muc）先生

职务：后将代表处负责人

电话：0907317311

邮箱：vphaugiang@viettinvalua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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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越南，槟椥市，第6坊，团黄明，133D号

代表人：阮中草莺（Nguyen TrungThao Oanh）女士

职务：副经理/槟椥代表处负责人

电话：0983454769

邮箱：vpbentre@viettinvaluation.com

地址：越南，芹苴市，宁桥郡，安和坊，贝文坛，60/3号
代表人：黄明 (HOANG MINH）先生

职务：芹苴代表处负责人
电话：0918 683 637

邮箱：vpcantho@viettinvaluation.com

地址：越南，广义省，广义市，政路坊，陈光启街，279号
代表人：黎玉淮文（Le Ngoc HoaiVan）女士
职务：广义分公司经理
电话：0915015768

邮箱：cn.quangngai@viettinvaluation.com

http://www.viettinvalua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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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公司/代表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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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庄代表处

地址：越南，朔庄省，朔庄市，第2坊，3鄰，杨奇协，85号

代表人：黎黄山（Le Hoang Son）先生

职务：朔庄代表处负责人

电话：0914250986- 0916473797

邮箱：vpsoctrang@viettinvaluation.com

坚江代表处

地址：越南，坚江省，迪石市，永清坊，东湖，65号

代表人：庄黎越和（TrangLe Viet Hoa）先生

职务：坚江代表处负责人

电话：0919721990

邮箱：vpkiengiang@viettinvaluation.com

同塔代表处

地址：越南，同塔省，沙沥市，第3坊，2鄰，二徵夫人，3号

代表人：叶庄台（Diep TrangDai）女士

职务：同塔代表处负责人

电话：0939235007- 0932762968

邮箱：vpdongthap@viettinvaluation.com

安江代表处

地址：越南，安江省，龙川市，平庆坊，黎桓，57号

代表人：黎黄德（Le Hoang Duc）先生

职务：安江代表处负责人

电话：0938405684

邮箱：vpangiang@viettinvaluation.com

越信估价股份公司

http://www.viettinvaluation.com/
mailto:vpsoctrang@viettinvalua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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