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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领域 

郑亥延拥有超过 16 年丰富的估价和

咨询服务经验，包括专门从事估价、

发展咨询、财务分析和可行性研究等

房地产投资及开发项目。 项目地域覆

盖亚太地区和中东地区，尤其是香港

特区和中国大陆。 

郑亥延领导一支超过 50 名员工的香

港估价及咨询服务（CVAS）团队。 

她负责管理全球房地产基金和私募股

权公司（例如：AEW 集团，友邦保险

集团，安祖高顿，黑市资本，嘉民集

团，领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乐歌集

团及宏利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的估价

和咨询工作。 

专业资格及教育背景 

郑亥延于 2006 年以见习测量师的身

份加入高力（Colliers），并在高力持

续发展了 15 年。 除 CVAS 之外，在

其培训期间，郑亥延也曾于研究部、

资本市场和投资部工作过。 她在房地

产投资信托基金、物流与数据中心等

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 由于其具有发

拓展业务、了解市场和善于管理人员

的独特能力，她在高力工作期间被快

速晋升，现已担任部门主管一职。 

专业成就 

郑亥延于 2006 年以见习测量师的身

份加入高力（Colliers），并在高力持

续发展了 15 年。 除 CVAS 之外，在

其培训期间，郑亥延也曾于研究部、

资本市场和投资部工作过。 她在房地

产投资信托基金、物流与数据中心等

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 由于其具有发

拓展业务、了解市场和善于管理人员

的独特能力，她在高力工作期间被快

速晋升，现已担任部门主管一职。 

发表的文献 

南华早报具体分析 | 香港数据中心是

一个很好的投资方向，因在疫情封

锁、5G 推出期间对数据的需求不断增

长 | 2020 年 4 月 21 日 

https://www.scmp.com/business/a

rticle/3080694/hong-kong-data-

centres-represent-good-invest 

委员会参与职务 

 郑亥延是香港韩国商会的成员，为其

积极拓展与多家韩国公司和投资者的

关系提供广泛契机。 同时她亦为加拿

大商会和香港总商会的成员。 

郑女士也是澳大利亚商会房地产与基

础设施委员会、香港城市土地研究所

（ULI）执行委员会以及 ULI 妇女领

导力委员会的成员。 

她是高力（Colliers）商业女性组织

（WIB）的成员，她于此积极倡导女

性领导力以及房地产行业的多元性别

及性别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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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组织或成员 

英国皇家特许测量师  

(MRICS-1238540) 

香港测量师学会会员  

(MHKIS-6138) 

注册专业产业测量师  

(RPS(GP)-3919) 

韩国认证城市规划师 

香港地产代理监管局 

地产代理（个人）牌照  

(E-453035) 



具代表性客户和项目 

港澳特区及中国大陆 

领展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阳光房地产基金，泓富产业信托基金，冠君产业信托基金 

 作为其首席估价师对于其所持物业投资组合提供估价以作会计用途，以及

市场研究服务

汇丰银行、工商银行、大华银行、东亚银行、巴克莱银行、新加坡银行、华侨银行、

澳新银行及法国巴黎银行等  

 与众多知名银行合作，就位于香港的零售、住宅、工业及写字楼提供物业

按揭估价服务

香港科学园 

 为香港科学园写字楼综合体提供租金评估服务

 为工业物业提供土地补价评估服务

 为创新中心提供租金评估服务

 为 DTHub, AMC, MARS and PMC 提供租金评估服务

数码港 

 为薄扶林数码港综合发展项目提供估价服务以作会计用途

 写字楼基准研究服务作预算用途

丰树物业投资组合评估 

 香港、上海及北京的 MNACT 所持资产估价以及市场研究

 为位于观塘的国际贸易中心（前丰树中心）提供估价服务以作收购用途

 评估丰树在香港的仓库物业投资组合，作基金业绩回顾用途

嘉民亚洲物业投资组合 

 为嘉民中国（包括北京、上海、苏州、天津、重庆、广州和香港等）的仓

库投资组合提供评估服务，作基金业绩回顾用途

友邦保险集团亚洲地区物业投资组合 

 为友邦保险集团的亚洲地区物业投资组合（香港、中国大陆、澳门、菲律

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及泰国）提供估价服务

庄士机构 

 为庄士机构国际于香港及中国大陆的写字楼及商业投资组合提供估价服务

安祖高顿 

 为安祖高顿于香港及中国大陆的商业、办公及酒店投资组合提供估价服

务，作会计用途

世邦魏理仕环球投资 

 为世邦魏理仕环球投资所持中国物流投资组合提供估价服务

乐歌物流 

 为乐歌地产集团中国物流投资组合提供估价服务

亿万豪剑桥集团

 为加拿大亿万豪剑桥集团于中国（上海、杭州、昆山及长沙）的购物中心

投资组合提供估价服务

丰泰地产投资 

 为丰泰地产投资所持位于上海的商场、写字楼综合体等物业，以及位于香

港的零售物业与写字楼物业提供估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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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及专业资格 

韩国弘益大学 

城市规划系荣誉毕业 

香港大学 

房地产硕士毕业 



具代表性客户和项目 

韩国 

丰树 

 为位于韩国的主要物流信托物业投资组合通过估价服务

 为位于首尔的 Pinnacle Gangnam 写字楼提供估价服务，作收购用途

凯德集团写字楼物业投资组合 

 为凯德集团所持位于韩国的甲级写字楼物业投资组合提供估价服务

某国际对冲基金公司 (保密) 

 为大邱金融中心及大邱城市中心提供估价服务作融资用途

某国际制造商 (保密) 

 为京畿及庆尚南道的两家超过 110 公顷汽车厂提供估价服务作并购用途

领盛投资 

 为领盛投资位于韩国首尔、盆唐及晋州的零售业组合提供估价服务以作会

计用途

富国银行 

 为富国银行位于首尔及南杨的零售业组合提供估价服务

某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保密) 

 为位于釜山的 SfunZ 商场及大邱的 Ella Moda 特卖商场提供估价服务作融

资用途以及咨询服务

某基建发展公司 (保密) 

 为南韩银川永宗岛的一个乡镇的土地（超过 1060 公顷）提供可行性性报告

以及估价服务以作收购用途

某当地开发商 (保密) 

 为南韩 Uijeongbu 一水上公园提供可行性发展研究



 
 

具代表性客户和项目   

东南亚 

菜鸟物流 

 为 5 个东南亚城市综合竞争力提供咨询服务 

腾飞集团 

 为腾飞投资组合在亚洲（印度，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作潜在并购用

途 

新华集团 

 为占地 260 公顷的越南岘港休闲综合开发区估价作会计目的，當中包括 36

洞高尔夫球场，酒店和度假村 

景顺资产管理公司 

 为越南岘港一渡假村提供市场研究及可行建议, 作融资用途 

锦湖韩亚集团 

 为越南胡志明市的 Kumho Asiana 综合发展项目提供估价，项目包括购物

中心，写字楼，酒店及服务式公寓 

Daewon Cantavil 

 为越南河东的三幅住宅用地估价作融资用途 

Korea Investors Service, Inc 

 为菲律宾 Quezon 及 Subic 的两幅住宅发展用地估价，作融资用途 

Subic Neo Cove 

 为菲律宾 Subic 一个占地 500 公顷的度假开发区，作融资用途 

The Villa Group 

 为马尔代夫度假岛屿进行估价和可行性研究 

某韩国地产开发商 (保密) 

 为评估一幅在雅加达 Kapuk 的住宅用地作估价 

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 

 为吉隆坡、芙蓉市以及新山市的主要零售商场提供估价 

 为位于印度德里、浦那和清奈的数个办公楼物业提供估价服务 

Mirae Sehan Appraisal Company 

 对马来西亚 Seremban 的一个 27 洞高尔夫球度假项目进行估价及市场研

究报告 

 

 

 

 

 

 

 

 

 

 

 



 
 

具代表性客户和项目   

中东 / 中亚 

IPO 

 为哈萨克斯坦最大零售物业开发商提供估价服务 

哈萨克斯坦银行 

 为哈萨克斯坦银行对超过 200 个相关物业进行贷款评估，作并购用途 

Woolim 

 为位于哈萨克斯坦对的大型商住开发项目提供估价服务，作融资用途 

块开发项目 

 为位于迪拜商业港的三块土地提供估价服务，作融资用途 

咨询服务 

 为位于巴基斯坦拉合尔的 DHA V 及 DHA VIII 的多用途发展开项目提供咨询

服务及可行性研究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