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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 

建立公司是一个家庭， 

其中每个成员都 

在努力追求良好的动机。 



 

引言 

VINA2 自豪的是当今建设与房地产领域的强大品牌。

VINA2 已经并且正在实施的工程为全国各地创造新的价

值和外观做出了贡献。 

经过 50 多年的建设和发展，VINA2 为自己建立了一个坚

实而稳固的集体。在这里，每个人的智慧、创造力、活力

与热情始终被唤起并得到高度促进。经营制造活动越来越

发达和稳定。 

VINA2 的工作人员集体已经荣幸获得党、国家与各部委颁

发的许多高尚奖项。如，一等奖章，优秀劳动集体荣誉证

书， TOP 100 越地金星的金杯，越南强势品牌的金杯，

企业整合与发展的金杯，信誉证券品牌的金杯等，以及尤

其是来自合作伙伴、朋友、同事的表扬。 

继取得的成就之后，VINA2 致力于不断创新技术，开发先

进的管理系统，专注于培训和提高技能，从而逐渐为投资

者和合作伙伴所接受，客户信任和喜剧，根据我们所选择

的指南：“VINA2. 信心 – 共同发展” 

VINA2 投资及建设股份公司 



 

 

形成与发展的过程 

一等劳动奖章 

公司总部 

在 50 年建设和发展过程中，VINA2 已经实施了成

千上万的各种工程。该项目的属性涵盖所有领域：

民用 – 工业 – 交通基础设施 – 技术基础设施；从

小到大、从简单到现代的规模；资本来源的多样化

（预算，发展投资，官方发展援助，外国直接投资）。

范围遍布全国。 

VINA2 实施的工程始终与高科技 – 美术连接在一

起，使投资者感到满意，并是工程存在的亮点。 

 

为了表彰其出色的成就，VINA2 在 2008 年被国家

授予一等劳动奖章。对于工作人员而言，这是非常

宝贵的奖项，培养更多的光荣传统厚度，这是公司

下一步发张道路上的巨大动力。 

该公司的原始名称为“春和建设公司”。 

 

公司合并为越南进出口和建设总公司 

 

 

该公司以股份公司模式运营，名称为 2 号

建设股份公司。 

VINA2 投资及建设股份公司的股票 – 证券

代码 VC2（HNX）已经在越南证券市场上 

公司获得一等劳动奖章 

公司获得“越南强势品牌”的金杯 

公司获得“信誉证券品牌”的金杯 

 

该公司以母公司和子公司的模式运营，子公

司成立了 Vinaconex 2 建材和消防股份公司，

公司获得了“TOP50 越南品牌”的金杯。 

 

公司庆祝成立 40 周年（1970 年 04 月 01 日 

– 2010 年 04 月 01 日）。 

公司获得 TOP100 越地金星的金杯 

公司获得企业整合与发展的金杯 

公司举行 VC2 - Golden Silk（ 金文 - 金卢）新

城市区项目开工典礼 

公司成立了 4 个分支机构： 

- VC2 Golden Silk 

- VC2 光明 

- VC2 春和 

- VC2 广宁 

 

开始施工金文 - 金卢 市区 VC2 Golden 

Heart – B 座，公司获得了 TOP100 越南著

名商标的金杯，公司获得了荣誉证书和“越

南”一个金杯“越南领先品牌”的金杯。 

 

2020 年 03 月 31 日， 本司进行更改商业登

记证，并将其名称更改为： VINA2 投资及建

设股份公司，同时更改全部品牌鉴定，logo

等等。 



 

活动领域 VINA2 已经并且正在施工的各地区位置图 

 

房地产、工业区的经营投资 

民用建设 

工业建设 

CÁ MAU 

 在 2020 年 4 月的时间计算 

 

桥路与技术基础设施工程建设 

其他领域 

- 教育与培训 

- 咨询，设计 

- 咨询，投资 

- 建材生产与经营 



 

荣誉与奖项 

国家 

- 一等劳动奖章（2008 年） 

- 二等劳动奖章（2000 年） 

- 三等劳动奖章（1977 年） 

- 三等战功奖章（1973 年） 

- 政府总理的荣誉证书（1998 年,2011 年） 

建设部 

- 出色劳动集体的荣誉证书（2008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4 年, 2015 年） 

- 出色的劳动模范旗（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1 年, 2013 年, 2015 年） 

- 出色工团活动旗（2007 年, 2008 年，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5 年） 

总公司 

- 出色的劳动模范旗（2008 年, 2010 年, 2013 年, 2014 年） 

- 出色集体的荣誉证书（2010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5 年） 

证券 

- 公司是履行信息公开义务（2007 年）而获得河内证券交易市场所奖章的 03 家企业之一。 

- 公司是十大典型企业之一，在新的一年（2008 年）之际，荣幸地迎接了阮明哲主席在河内证券

交易中心参加越南股市交易的开幕典礼。  

- “荣誉证券品牌”的金杯奖项（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品牌 

- TOP100 越南著名品牌的金杯（2013 年,2016 年） 

- TOP100 越地金星的金杯（2010 年） 

- TOP200 越地金星的金杯（2013 年） 

- TOP50 越南品牌的金杯（2009 年） 

- 越南强势品牌的金杯（2008 年, 2009 年, 2016 年） 

- 整合与发展企业的金杯（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 TOP100越南领先品牌&典型商人的金杯（2009 年） 

 

 “企业整合与发展”奖项颁奖典礼，杜重琼先

生- 公司经理上来接收金杯与奖项（2008） 
 

 

越地金星的颁奖典礼，阮克海先生 – 总经理代

表公司上来接收金杯与奖项（2013） 

 

 “荣誉证券品牌”的颁奖典礼 

武维龙先生 – 财政会经理代表公司上来接收金

杯与奖项（2010） 

 

TOP100 越南著名品牌的颁奖典礼，杜宝兴先生 – 

副总经理代表公司上来接收金杯与奖项（2016） 



 



 



 



 



 

民用建设  

 

这是一个丰富的传统领域，具有不同的工程规模：总部（从中央到部委，各省和领先企业）；国际标准五星级

酒店；高层民用大楼；学校；医院；度假区等 

为了适应建设市场日益激烈的竞争，公司非常重视研究和应用于新技术的实际：从上而下的地下施工技术（Top 

– Down），预应力的混凝土结构，芯滑动模板，地板梁的飞行模板，机器人机器的压桩，应用于完成工作的

新技术和标准。 

新技术的成功应用在各个方面都带来了非凡的效率：加快施工进度，高技术和美术，环境卫生安全，节省成本。 



 

 

总部 – 办公室 

 

有一些工程是在非常困难和特定的条件下建造的。 

特别是在市中心建造的大型工程：条件极为狭窄，供

应材料和设备的进度有限，消防与环境卫生的高要求。

然而，VINA2 自豪的是所有中心大街上存在的承包

商，有许多美丽与大型的工程并随着时间永远发展。 

 

 

国库工作总部 

地址： 河内市栋多郡吉玲路 32 号 

投资者：财政部 
 

 

VIB – NGT 贸易与服务办公楼 

地址：河内市还剑郡潘朱贞路 16 号 

投资者：吴家字 - VIBANK 有限责任公司 

 

MinExport 服务贸易中心 

地址：河内市还剑郡赵婆街 28C、28D 号 

投资者：MinExport 矿产进出口股份公司 

 

海关总署工作总部 

地址：河内市安和坊纸桥新市区 

投资者：海关总署 

 

工贸部机构中心大夏 

地址：河内市还剑郡幢钱街 31 号与吴权街 21-23-25 号 

投资者：工贸部办公室 



 

贸易部总部 

地址：河内市还剑郡吴权街 21-23-25 号 

投资者：贸易部 

河内大广场酒店 

地址：河内市纸桥郡陈维兴路 117 号 

投资者：韩国 – CharmVit 集团 

河内妇女发展联合区 

地址：河内市译望后坊纸桥新市区 

投资者：河内市妇女联协会 

 

Viettel 高技术大夏 

地址：河内市石室县和乐高技术区 

投资者：Viettel 军队电信集团 – Viettel 房地产公司 

 

VDB - 1 号 交易处 

地址：河内市栋多郡讲武坊豪南路 K1 号 

投资者：VDB – 越南发展银行 



 

医院 

 

使用现代先进技术实施具有丰富的领域与规模的

工程。经过一系列要求艰巨的技术、美术的工程并

且已经与正在完成的快速进度，VINA2 已经逐步

建立了建设行业中的主要品牌。 

太原中央综合医院 

地址：太原省梁玉眷路 479 号 

投资者：太原中央综合医院 

108 军队中央医院 – A11 部门 

地址：河内市二征夫人郡陈兴道路 1 号 

108 军队中央医院 

 

中央血液学 – 输血医院 

地址：河内市纸桥郡陈泰宗路 14 号 

投资者：中央血液学- 输血医院 



 

东京医科大学 

地址：兴安省 Ecopark 市区 

投资者：日本早稻田医科大学 

学校 

 

除了还在整个城市/省范围内建造的总部工程、住房、酒

店以外，VINA2 也对医院、学校、贸易中心等公共工程

关心参加投资和施工，能够满足投资者的质量、技术和

美术要求，有助于改善社会基础设施系统，为人民的生

活服务并且提高生活的价值。 

 

阿姆斯特丹 – 河内专业高中学校 

地址：河内市纸桥郡黄明监路 

投资者：河内市教育与培训部 

春节高质量国中学校以及小学学校 

地址：河内市龙边郡菩提路 

投资者：SSG 教育投资和发展股份公司 

贸易中心 
TNG 服装设计中心 

地址：太原市黄文树坊 12 组 

投资者：TNG 投资和贸易股份公司 

永福贸易中心 – 永福 Big C 

地址：永福省平川和永安市开光坊 

投资者：何梅英贸易集团 

河内萨维科广场贸易中心（B 座） 

地址：河内市龙边郡阮文玲路 

投资者：河内萨维科股份公司 

北安庆营销中心 

地址：河内市怀德县安庆社 

投资者：安庆新市区发展合资公司 

 



 

 
酒店 – 大厦 

归仁 TOWER I 服务与公寓贸易中心 

地址：平定省归仁市李常杰坊黎筍路 

投资者：都城房地产发展投资股份公司 

下龙 Condotel 酒店组合 

地址：广宁省下龙市拜山坊 

投资者：新华闾投资股份公司 

北江 APEC AQUA PARK 混合大厦 

地址：北江省阮文渠路 

投资者：APEC GROUP 

 



 

Royal Park 混合大厦 

地址：北宁省北宁市京阳王路 

投资者：北宁太平洋亚洲有限责任公司 

北宁三星宿舍 

地址：北宁省安风工业区 

投资者：越南三星电子公司 

Hanovid 低层住宅区 

地址：河东郡万福坊垵桥 430 号 

投资者：Hanovid 房地产股份公司 

 

Complex 越德公寓大厦 

地址：河内市纸桥郡屈维进路 164 号 

投资者；：越德沱江投资股份公司 

Golden Silk Complate 公寓大厦 

地址：河内市河东郡万福坊垵桥 420 号 

投资者：Hanovid 房地产股份公司 

 



 

展示产品、出租办公室和公寓的贸易中心 

地址：河内市青春中郡阮辉蒋 25 号 

投资者：VINACONEX  

 

– 河内 Bohemia 玻璃水晶有限责任公司合资 

公安部官员的社会住房 

地址：河内市北慈廉郡 2 号古枘坊 

投资者：太河 – Constreximl 合资公司 

广义电力公司的制造执行者 

地址：广义省陈兴道路 243 房号 

投资者：中部电力公司 

PENINSULA 旅游与酒店公寓 

地址：庆和省芽庄市安园海市区 

投资者：河内电力投资股份公司 

INTRACOM 带办公室的高层住房 

地址：河内市东英县永玉社 

投资者：基础设施和交通运输建设投资股份公司 



 

Valencia Garden 豪华公寓大厦 

地址：河内市龙边郡越兴市区 CT-19B 区 

投资者：海阳投资与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EcoLife Capitol 大厦 

地址：河内市南慈廉郡延长黎文良路 60 号 

投资者：首都投资与贸易股份公司 

 

北江 Apec Aqua Park 混合公寓大厦 

地址：北江市阮文渠路 

投资者：APEC GROUP 

 

Viwaseen Tower 公寓大厦 

地址：河内市南慈廉郡延长黎文良路 

投资者：VIWASEEN 公司 

Vinata Tower 公寓大厦 

地址：河内市纸桥郡屈维进路 289 号 

投资者：Vinaconex-Taisei 合资国际有限公司 



 

工业建设 

 

工业建设在VINA2的经营生产价值中占很大比例。我们与许多国内外投资者以及Nishimatsu、

Foxconn,、Shimi- zu 等威信外国主要承包商保持着良好与传统的关系，具有大施工量、大

地面、协调多个方向实施和快速发展的特点，VINA2 专注于充足且及时的施工设备的投资。 



 

岘港摩托车 MABUCHI 工厂 

地址：岘港市莲沼郡和庆工业区 

投资者：岘港摩托车 MABUCHI 有限责任公司 

3 号越南 NISSIN 制动器工厂 

地址：永福省平川县桔刘社 

投资者：越南 Nissin 制动器生产公司 

海阳 Brother 工厂 

地址：海阳省金江县福田工业区 

投资者：越南 Brother 公司 

KIDO 缝纫工厂 

地址：兴安省美豪市社 A 连接街道工业区 

投资者：河内 KIDO 有限责任公司 

VAP 轮辋铸造厂 

地址：兴安省文林县如琼社 

投资者：越南汽车、摩托车配件生产公司 

 



 

培训中心 + 工厂 

地址：北江省越安县同金工业区 

投资者：FOXCONN – 红海集团 

海防 Fuji Xerox 工厂 

地址：海防省越南-新加坡工业区 

投资者：海防 FUJI XEROX 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本田工厂 

地址：河南省维仙县 II 同文工业区 

投资者：越南本田公司 

 

内排国际航空港货运站 

地址：河内市朔山县 

投资者：北部航空港总公司 

 



 

A - One Timber 土木加工工厂 

地址： 北江- 协和- 和福工业区 

投资者： A - One Timber 生产股份公司 

北宁 BW 出租工厂 

地址：北宁省仙游县北宁 Vsip 工业区 

投资者：北宁 BW 工业发展一成员有限责任公司 

贤士、醋生产多功能工厂 

地址：河南省维仙县同文工业区 

投资者：忠诚有限责任公司 

公河 TNG 辅助工厂 

地址：太原省公河市社公河工业区 

投资者：TNG 投资与贸易股份公司 

武崖 TNG 缝纫公司（第一阶段） 

地址：太原省武崖县柚树工业区 

投资者：TNG 投资与贸易股份公司 



 

城市铁路试点（仁 – 河内火车站路段） 

地址：河内市慈廉郡明开路与西就路 

投资者：河内都市铁路项目会（HRB） 

 
 

除了在民用和工业建设领域中运营的优势外，其他制造领域如桥路、水电、水利及技术基础设施等建设也

为公司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增强竞争力并确认 VINA2 的地位 

沱江水工厂（水库，滤池，混合池） 

地址：河内市和平省 

投资者：Vinaconex – 越南进出口与建设股份公司 



 

海阳水工厂 

地址：海阳省锦上坊 

投资者：海阳净水经营一成员有限责任公司 

II 号升龙工业区（基础设施部分） 

地址：兴安省安美县 II 号升龙工业区 

投资者：日本住友集团与升龙工业区有限责任公司合资 

1 号河流水电工厂 

地址：安沛省文安县丰裕上社 

投资者：红河能源股份公司 

1 号云风 BOT 热电工厂 

地址：庆和省宁和市社宁福社 

投资者：云风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竹白废水处理站 

地址：河内市巴亭郡镇武街 

投资者：都市交通项目管理会 



 

和乐高技术区基础设施发展 

地址：升龙大路 29 公里 – 和乐高技术区 

投资者：和乐高技术区管理会 

The manor Central Park 

地址：河内市黄梅君 

投资者：Bitexco 集团 

升龙大路（一部分） 

地址：河内市和乐 

投资者：郎 – 和乐路扩大建设投资项目管理会 



 

从 2001 年开始，房地产经营标志着公司经营生产活动迈出了新的步伐，带来了较高的经济效益。目前公司正

在实施许多项目，例如：VC2 Golden Silk 项目（金文- 金卢）；VINA2 住房项目；广宁 - 红河公寓大楼项目。 

凭借在建设领域参与美化社会的 50 多年经验，以及国内外等级咨询的设计，VINACONEX 质量管理系统和品

牌，VINA2 的房地产产品一直受到客户的好评，表扬和深切关怀。 

 



 

地址：河内市黄梅君严春俺路 

投资者：VINA2 投资及设股份公司 

总投资：越南盾 3000 十亿元 

实施时间：从 2010 年至 2015 年 

规模，面积：26,9 公顷 

 

 

 

 

VC2 GOLDEN SILK 新市区（金文 - 金卢） 

贸易街区入口 

简介 

按照计划，VINA2 将用 Golden Silk 的 28.373 平方米土地来建造 06 套豪华

公寓大楼；安排了许多公用事业工程和社会基础设施，例如购物中心，学校，

游泳池，公园，游乐场，公共停车场。 

Golden Silk 占地将近 11400 平方米，可用于建造低层住房，同时还设有黄梅

郡的商业大厦、办公室和行政机构总部。 

Golden Silk 将为市场提供超过住房的 350000 平方米，从而满足为首都居民

提供住房的需求。 

贸易街区 从东方的风景 从东北的风景 



 

 

从主要门口与主要道路的风景 

地址：永福省福安县同春社 

投资者: VINA2 投资及建设股份公司 

总投资：越南盾 156 十亿元以上 

实施时间：从 2010 年至 2013 年 

规模，面积 20,4 公顷 

简介 

VINA2 的生态住房区距离河内约 40 公里，总使用面积为 196,300 平方米，已经投资建设符合规划、设计的现行标准的同步

技术基础设施系统，建立了这些主要项目：贸易中心，超市，会议区域，餐厅。 

- 复式别墅，生态别墅 

- 娱乐场所和体育娱乐的公共区域 

主要道路的风景 



 

地址：永福省迷玲县光明镇 

投资者：VINA2 投资及建设股份公司 

总投资：越南盾 400 十亿元 

实施时间：从 2004 年 

规模，面积：21,44 公顷 

光明别墅花园区 1A 型独立别墅样本 

地址：河内市西湖郡乐龙军路 52 号 

投资者：VINA2 投资及建设股份公司 

总投资：越南盾 112 十亿元以上 

实施时间：从 2007 年至 2009 年 

规模，面积：7133 平方米 

休息厅风景与插图家具类 

地址：河内市慈廉郡东鄂坊 

投资者：VINA2 投资及建设股份公司 

总投资：越南盾 26 十亿元 

实施时间：从第二季度至第四季度 

规模，面积：987,6 平方米 

垂直背景与角度背景 

VINA2 出租办公室工作总部  

 



 

施工机械、设备能力 
 

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工作需求，需要充足且及时的施工设备，公司最近投资了一系列装设备，例如 800 吨

自行式液压打桩机，三一固定混凝土泵，塔式起重机，笼式提升机，脚手架，大板模板....以及许多其他辅

助设备旨在更好地服务于施工工作。 

 

混凝土分配起重机 

800 吨自行式液压打桩机 混凝土泵车  

笼式提升机 商品混凝土站 



 

塔式起重机 模板 

外部脚手架 

空气压缩机 推土机 挖土机 

振动压路机 静态混凝土泵 发电机 

 

VINA2 投资及建设股份公司始终准备与合作伙伴合资 – 连接以充分利用设备动员能力。有关更多信息，请联

系：施工设备与技术部/ 第三层 – 3.4 房号/地址：河内市黄梅郡大金坊金文金路新市区/ 电话：(84-24) 3836 

0286/ 传真：(84-24) 3836 1012/ 电子邮件：tbtc@vina2.com.vn 

 

mailto:tbtc@vina2.com.vn


 

 

以“安全-质量-进度-效果”为座右铭。VINA2 始终将职业

安全视为重中之重。为了提高有关职业安全和消防重要性

的认识以及施工现场所有员工的职业安全和消防责任感。

VINA2 定期与职业安全工作训练部门单位进行协调，以确

保所有参与施工现场的员工必须掌握基本流程和技能，在

此基础上充分利用安全工作并处理解决所有可能发生的情

况。VINA2 已经通过 BSI 国际认证组织颁发 ISO14001：

2015 环境管理体系的证书和 ISO 45001:2018 职业健康安

全体系的证书。 

 



 

2006 年 05 月 13 日 

潘文凯总理参与 108 军队中央医院 – A11 部

门的开幕典礼 

2018 年 04 月 25 日 

一等劳动奖章颁奖典礼以及 2008 年年度

股东大会 

2009 年 07 月 31 日 

阮生雄常任副总理参与政府宗教委员会工作总部的

开幕典礼 

2009 年 11 月 02 日 

杜重琼党委秘书兼经理在 VINA2 工作总部的开幕典

礼发表 

2010 年 09 月 25 日 

阮晋勇政府总理参与都市铁路线（仁 - 河内火车站路段）

的开工典礼 

2010 年 10 月 03 日 

阮晋勇政府总理参与升龙大路（郎 – 和乐）的通车和装牌

典礼 



 

在成立和发展的50年中，Vina2投资及建设股份公司已经被荣幸地成为许多大品牌的合作伙伴。

以共享机会、扩大发展合作与共同走向成功为座右铭，公司始终欢迎潜能的合作伙伴、投资者和

客户与公司共享具有前途的投资和经营机会。 



 

 

 “VINA2. 信心 – 共同发展” 
 

 



 

 

VINA2 投资及建设股份公司 

总部地址：河内市黄梅郡大金坊金文 – 金路市区 B 座大楼 

 电话： (84-24) 3753 2039  传真： (84-24) 3836 1012 

 电子邮件： info@vina2.com.vn  

 网站 ：http://www.vina2.com.vn 

成员单位 

VINACONEX 2 水电与消防建设股份公司 

总部地址：河内市黄梅郡大金坊金文 – 金路市区 B 座大楼 4 层 

电话： (84-24) 3555 8155 传真 ：(84-24) 3555 8154 

电子邮件：vinaconex2fcm@gmail.com  
 

VC2 都市投资与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总部地址：河内市黄梅郡大金坊金文 – 金路市区 D 座大楼技术层 

电话 ：(84-24) 6652 7605    电子邮件 dothigoldensilk@gmail.com 
 

越南建设与技术投资咨询股份公司 

总部地址：河内市龙边郡上青坊 17 组德江街 157/22/3 巷 12 号 

电话 ： 0947.886.045 

电子邮件： nguyentuan.vinacic@gmail.com 
 

越南 PICONS 股份公司 

总部地址：越南河内市常信县蕊溪社担馆街 85 号 

电话： (84-24) 3377 3838 

VINA2 平定分公司 

总部地址：越南 -平定- 归仁-阮四路  

电话 ：(84-25) 63525511  

传真： ((84-25) 63525511 

电子邮件：binhdinh@vina2.com.vn 

VC2 GOLDEN SILK 分公司 

总部地址：河内市黄梅郡阮阐路  

电话 ：(84-24) 3559 0051  

传真： (84-24) 3559 0051 

电子邮件：goldensilk@vina2.com.vn 

 

光明 VC2 分公司 

总部地址：永福省迷玲县光明社 

电话：(84-24) 6287 6008  

传真：(84-24) 6287 6022  

电子邮件： quangminh@vina2.com.vn 

 

春和 VC2 分公司 

总部地址：永福省福安县同春社 

电话：(0211) 354 0826   

传真： (0211) 354 0827  

电子邮件： xuanhoa@vina2.com.v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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