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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85                            证券简称：世联行                            公告编号：2017-009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44,969,122.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8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世联行 股票代码 00228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袁鸿昌 赵飞鸿 

办公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2028 号罗湖商务中心 12 楼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2028 号罗湖商务中心 12楼 

电话 0755-22162824 0755-22162144 

电子信箱 info@worldunion.com.cn info@worldunion.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专注房地产服务二十三年，经历房地产市场上半场到下半场的转变，面临着房地产服务市场日新月异，公司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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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与市场、客户同步，因应市场、客户的需求变化不断转型和革新。 

 2014年公司启动以“服务、入口、开放、平台”为核心的祥云战略，在新的服务内容上不断求变探索，以“建立资产

与人的联接，不断扩大入口，丰富场景和服务，让更多的人享受真正的地产服务”为使命，坚持为客户联接到多样化的资产

领域，逐步形成覆盖交易、运营、投资的资产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价值链，公司业务相应地划分为交易、运营、投资三大服务

模块。交易服务模块包括交易及交易后服务两大服务内容；运营服务模块包括公寓及资产管理等业务；投资服务模块提供资

产投资和管理服务。世联行整合所有的服务内容为客户提供一站式、平台化、交叉交互的房地产服务，即为“同一个客户，

联接世联的多项业务服务”。 

 1、交易服务模块 

 交易服务模块细分为交易和交易后两大服务内容： 

 （1）交易服务 

 交易服务主要提供新房交易（代理销售）、互联网+（电商）、存量交易（经纪）等服务，其中新房代理销售及互联网+

服务贡献该服务模块的主要收入。 

 新房代理销售业务主要为开发商提供从土地规划、建研，到市场定位、营销代理的一体化服务，通过代理销售新房获

取佣金进而实现营业收入。经 23年的发展，新房交易服务已覆盖全国 30多个省、自治区，布局达 172个城市，累计为超 2

万个楼盘提供专业的营销代理及顾问咨询服务，累计帮助 1,300多万个购房者实现置业梦想。 

 互联网+(电商）服务主要是通过建立综合平台，整合营销渠道，运用世联集系列线上 App 或者网站及联接中介机构、

经纪人等线下资源，向开发商、渠道、购房者所提供的服务。盈利模式主要是通过向一手房购房者收取团购服务费，以给予

购房者一定团购优惠，当购房者参加团购活动并最终成交后，公司根据合同约定，将购房者预先支付的团购费确认为收入。

互联网+服务依托公司代理基因广泛联接社会渠道和资源，2016年进入 105个城市，累计联接全国 700余个开发商、逾 5万

个中介门店及 50余万经纪人，在执行项目数 848个，报告期内实现营收同比近翻番。 

 存量交易主要向存量住宅业主提供房屋租售、房屋托管等一篮子资产管理服务； 

 （2）交易后服务 

 交易后服务囊括金融、装饰、社区管家、数据服务等业务，目前金融服务贡献该服务模块的主要收入。 

 金融服务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家圆云贷”（因应市场环境和客户需求，2017年在原有产品基础上升级为“乐贷”）信

贷产品，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为有房及租房一族提供短期资金融通服务，报告期内，针对 8类场景客

户需求已研发上线 12款信贷产品，为从单一产品向综合产品体系转型、为综合金融服务能力提升奠定了基础。 

 装饰服务业务专注于公寓装修及家庭装修解决方案产品的研发，向机构客户及 C 端消费者提供一键式整屋装修方案，

该业务在 2016 年 7月正式启动； 

 社区管家主要服务于中高端社区，联接社区物业管理服务公司，为小区业主推荐国内及海外新房楼盘项目、提供存量

住宅租售等资产管理服务，通过定制化的系统服务，满足业主资产管理的需求，实现业主的物业增值和回报，报告期内该服

务已落地 20个城市，进驻 168个社区。 

 数据服务业务以客户大数据和城市数据为基础，致力于提供最匹配的资产服务解决方案。 

 2、 资产运营服务 

 资产运营服务包括公寓及资产管理等业务，目前资产管理服务业务贡献该服务模块的主要收入。 

（1）公寓 

 随着国内住房租赁刚性需求持续强劲和国家鼓励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政策的陆续出台，长租公寓市场得以迅速兴起，并

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公司基于自身在房地产服务领域积累的丰富经验，在 2015 年末开始在经济相对发达、租赁需求旺盛

的一二线城市采用租赁方式部署公寓业务，通过标准化、精细化软硬装修投入与管理、保洁、维修等人员引进，以“世联红

璞”为服务品牌，为城市年轻白领提供完善的房屋租赁服务和全新的租房体验。经过一年左右的探索，初步确定了“聚焦整

收，适当涉入集中式散收”的长租公寓发展策略。 

     公司长租公寓业务收入、成本产生的时间节点与世联传统的代理销售业务、顾问咨询业务都不相同。根据公司对单独

一间公寓假设经营十年，以纯租金差计收入的情况所进行的测算，运营一间公寓的税前利润率在其运营第一年预计会亏损

-40%~-30%，主要原因是：  1）、公司收房之前已经有一定的拓展成本、管理成本产生；2）、公司收房之后需要经过装修改

造、软硬装配置才能达到可出租状态，并且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才能到达预计的出租率，造成项目在第一年的实际使用率低

于盈亏平衡所要求的出租率，这也与长租公寓行业通常的情况一致；3）、公寓达到可出租状态后，为寻找首批入住的租客，

往往需要花费较高的一次性营销费用和其他出房成本。 

公寓业务的第 2 年，公寓项目的出租率会逐步提高，直至稳定在 90%或更高的水平，并且基于以下的几个原因，项目

的运营可以基本达到盈亏评审：1）、随着公司运营的公寓项目数量增加，规模效益逐步显现，单间公寓的管理成本将降低；

2）、随着时间推移，会有一部分客户出现到期不续约或提前退房的情况，但基于客户不会集中同时退房的基本业务特征，公

司可以利用自身的渠道实现空置房的重新出租，而无需像新项目集中推出房源时需要支付的相对较高的出房成本；3）、随着

公司品牌美誉度的逐步提升，公司的公寓产品逐渐被市场和客户认可，单间公寓的平均出租价格有望进一步提升； 

同样基于上述原因，再加上房租随时间推移所呈现出的上涨趋势和服务收入提高，从第 3 年开始，公司公寓运营将逐

步实现盈利。由于公司经营的长租公寓的收房合约周期大部分在十年以上，经过测算，单个十年以上公寓项目的平均税前利

润可以接近 15%，公寓业务联同世联装修、金融和交易业务，有望成为本公司业务协同闭环业务。 

 （2）资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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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资管业务旗下的世联资管顺利完成业务重组，细分形成咨询顾问、工商物业运营和物业管理三大服务业务。世

联资管以深圳世联君汇不动产运营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为服务平台，并成功挂牌新三板，成为公司旗下首家挂牌新三板的公司。 

 A、咨询顾问服务即原世联顾问业务，作为为地方政府、开发商等机构客户提供政策建议、土地规划建议、项目开发策

略等的咨询服务平台，贯穿于由土地到资产退出的各阶段。2016 年咨询顾问服务执行合约 947 个，累计完成项目近 6,000

个，并在新的市场环境下顺势应变、积极转型，贯彻“咨询+实施”模式方向的转型，为物业管理、工商物业运营服务打开

服务入口。  

    B 、工商物业运营服务以资产增值为出发点，叠加创新的存量物业服务，最大化挖掘物业价值，打造集工作、社交、娱

乐、消费、体验等为一体的复合型工商物业，此外还提供包括工商物业的租赁、招商、运营等服务，实现集成运营服务。其

业务逻辑类似于公司长租公寓业务，主要为针对工商物业的包租和运营，以一定的租金成本租赁标的工商物业，再通过公司

丰富的运营服务叠加，实现租金溢价差。经过公司的测算，该业务单个项目税前利润率在其运营的第一年预计亏损-35%～

-30%，但在后续运营中，实现盈利的节点会较长租公寓业务早，从第二年逐步开始实现盈利，并且单个十年以上的工商资产

运营项目的平均税前利润率可以接近 20%。 

目前已拥有“世联商业”、“小样社区”、“世联空间”等品牌。其中，世联商业为客户提供商业策划、招商、销售及运

营服务，报告期内已进驻 50 个城市，服务于 600 个综合体项目；小样社区及世联空间，致力于服务青年创业群体和创意创

新型小微企业，通过为企业提供多元化场景服务，联接多元资源，助力企业成长。报告期内小样社区已运营 18 个项目，入

驻企业近 300 个，天津地区的世联空间更获得天津市和平区“创客空间”的认证。 

 C 、物业管理主要以工商物业及都市型产业园为服务标的，受物业所有人或使用人委托、运用现代管理与服务技术，

按照物业管理委托合同，对已经投入使用的各类物业实施企业化、社会化、经营化、规范化的管理；为物业所有人或者使用

人提供高效、周到的服务，创造良好的居住、工作环境，提高物业的使用价值和经济价值。提供服务包括但不限于物业管理

区域内建筑物共用部位的日常维修、养护、保洁、绿化、安保服务，以及物业档案管理服务等。2016 年实际在管全委托项

目 83个，在管理项目实际收费面积超 300 万平方米。  

  

 3、 资产投资管理 

 资产投资管理服务致力于提供行业领先的不动产金融投资及不动产金融化服务。资产投资管理专注于住宅与商办领域

的新房和存量物业，以专业的筛选和价值判断能力为依托，并以资产运营能力和强大的全国销售平台为基础，对不动产提供

价值评估、交易设计、交易执行、融资解决、管理物业服务,实现物业价值提升；另通过散售、整售和资产证券化等方式实

现退出投资，实现物业的快速变现并获取收益。截至本报告期，公司已累计发行 7 支基金，运作 5处商办物业资产。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 6,269,921,274.71 4,710,553,211.68 33.10% 3,308,170,629.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47,215,219.61 509,389,237.73 46.69% 394,344,162.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14,841,250.59 502,545,721.25 42.24% 389,922,836.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94,310,944.74 450,598,075.65 409.17% -921,857,612.9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7 0.27 37.04% 0.2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7 0.27 37.04% 0.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47% 17.67% 1.80% 21.13%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7,784,150,995.52 7,398,023,267.87 5.22% 4,115,952,685.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188,743,553.77 3,549,869,119.29 18.00% 2,026,145,436.48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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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148,236,668.92 1,547,027,896.25 1,498,054,374.08 2,076,602,335.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1,327,862.83 141,413,114.75 176,900,941.45 367,573,300.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0,903,573.72 137,270,547.72 155,715,540.34 360,951,588.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0,428,492.71 507,578,580.01 581,752,897.95 854,550,974.07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72,71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月

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8,35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月

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世联地产顾问（中国）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9.37% 805,051,180 0 质押 433,800,000 

北京华居天下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9.95% 203,527,442 203,527,442   

乌鲁木齐卓群创展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5.19% 106,069,161 0 质押 3,000,000 

深圳众志联高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56% 93,172,604 93,172,604 质押 39,950,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七组合 其他 1.83% 37,461,000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02% 20,767,320 0   

陈劲松 境外自然人 0.89% 18,299,610 13,724,707   

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个险万能 其他 0.78% 15,868,849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4% 13,060,298 0   

TEMASEK FULLERTON ALPHA PTE LTD 境外法人 0.62% 12,667,847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陈劲松、佟捷夫妇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公司控股股东世联地产

顾问（中国）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2、公司

前 10 名股东中未知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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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不适用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本公司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年度报告全文，并特别注意下列风险因素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回顾过去的一年，房地产市场跌宕起伏，公司始终坚持“服务、入口、开放、平台”的祥云战略，不断扩大入口、丰富

交易场景，通过深服务延伸资产与人的联接。公司顺应行业发展新趋势，密切关注市场变化，基于自身核心优势，快速叠加

新业务、丰富完善服务链条。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2.70亿，同比增33.10%；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47亿，

同比增46.69%；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2.94亿，同比增409.17%；基本每股收益为0.37元，同比增37.04%；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为19.47%，同比提升1.8个百分点。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77.84亿，较上年末增5.22%；归属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为41.89亿，较上年末增18.00%。 

2016年，也是公司祥云战略落地的第三年，公司在夯实传统服务的基础上，互联网+（电商）等新业务快速增长，长租

公寓、装修、小样社区、社区管家等新业务快速落地，新业务营收占比已从三年前的27%提升至接近50%；另一方面，公司逐

渐将单一互相分割的业务打造成多种业务交叉融合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各业务之间协同并进，不断延伸资产与人的联接。

营收年均复合增长率从36.50%（2009-2013年）提升至37.67%（2014-2016年），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年均复合增长率从

20.53%跃升至37.67%。实实在在的变化显示，祥云战略成效明显，公司发展符合预期： 

第一、房地产交易服务方面，2016年新房交易继续聚焦核心城市和大客户，保持多年较快的增长，销售套数突破50万套，

为超过40万的用户实现置业梦想；销售过百亿的公司突破20家，同比增5家，突破200亿的公司增至9家；存量业务实现从零

到1的突破，已布局25个城市，168个社区，开设101个4S店； 

第二、互联网+方面，顺利完成105个城市的服务布局，全国在执行项目848个，实现营收同比近翻番。线上开展网上售

楼处、特惠房展会、旅游记、返乡季以及看房团等专题活动，咨询、报名逾50万次，成交超两万套，进一步强化了公司O2O

直销能力；同时互联网+业务持续联接中介机构和专业经纪人，累计联接经纪门店5万多个，累计联接经纪人逾50万。平台

进一步整合营销资源，联接了供应商资源超5000家，包含商会、企事业单位、活动公司、创意公司、新媒体公司等。实现了

核心营销资产的进一步沉淀，更好地整合了新房营销供应链。截至12月底，惠州、珠海、天津、昆明、广州5个地区实现当

年营收过亿，并表现出较强劲的增长势头； 15个大中城市电商市场份额居市场前三。 

第三、资产管理方面，2016年世联资管板块顺利完成业务重组，形成咨询顾问、工商物业运营和物业管理三大服务内容。

业务重组后，各业务线互相创造场景，带来更多的业务机会，呈现良好发展势头。咨询顾问叠加运营、物管业务，继续贯彻

“咨询+实施”，为客户提供更有价值的服务，工商物业运营及物业管理业务收入实现较快增长。世联资管服务平台深圳世联

兴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完成股份改制，改名为“深圳世联君汇不动产运营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并成功挂牌新三板。 

第四、金融服务方面，2016年在“风控、产品、渠道、效率”等方面实现突破。全流程风控能力强化使得当期放款不良率

有效控制；升级开发出满足8类场景客户需求的12项信贷产品，为从单一产品向综合产品体系转型、为综合金融服务能力提

升奠定了基础。在渠道拓展、运营体系自动化建设及效率提升方面取得进步，渠道从线下向线下线上结合转型，“总部-地区”

两位一体的组织及运营体系得到加强，电子化面签、征信数据化、反欺诈及决策引擎建设等确保了效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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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新业务方面，长租公寓业务快速上量，落地20个城市，世联红璞全国签约间数超过2 万间，基本覆盖核心一二线

城市。广州、武汉拓展较快，世联红璞在广州收房逾1万间，广州长租公寓市场中份额排名第一；武汉年度签约超7,000 间，

通过光谷APP 广场项目，迅速奠定世联红璞在武汉的片区品牌地位。 建立自有营销出房体系，实行项目预售制模式，搭建

互联网出房渠道，有效提升项目出租率；组建IT团队搭建自有系统平台，提升璞客租房体验。 

世联装饰依托组织优势和B端资源，打造装修业务成为另一祥云业务，2016年装修业务布局27个城市，广泛接洽14大类

别供应商，与主要一线主材厂商形成战略合作关系，打造产品标准化与全供应链的集采平台。引进行业优秀人才，研发20

种风格的公寓装修产品和家装装修产品。 

资产投资方面，2016年公司已经将“销售权收购”业务打造成为成熟完善的业务类型，针对住宅、公寓、写字楼等销售型

标的，通过获得一定期限内的独家销售权，凭借公司领先的代理销售能力，获得销售溢价收益。截至2016年底，累计投资27

个项目，遍布全国15个核心一二城市，管理资产规模超过30亿元。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本报告期没有通过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取得的子公司。 

 

2、本报告期没有通过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取得的子公司。 

 

3、本报告期通过处置子公司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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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名称 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原因 持股比例 股权处置价款 丧失控制权的时点 本期初起至出售

日的净利润 

青岛雅园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青岛雅园") 

转让全部股权 60.00% 35,144,795.00 2016年5月31日 -742,562.15 

苏州雅园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苏州雅园") 

为青岛雅园之全资子公司 60.00%   2016年5月31日   

 

4、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1）根据公司投资委员会决议，本报告期内投资设立以下子公司，这些子公司在本报告期内均已经完成了工商登记手续。 

 

公司名称 主要经营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持股比例 取得方式 

北京世联行兴业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北京世联行") 

北京 北京 房地产中介 100.00% 新设成立 

珠海世联行房地产经纪代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珠海世联行") 

珠海 珠海 房地产中介 100.00% 新设成立 

常州善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常州善居") 

常州 常州 电子商务 100.00% 新设成立 

昆山善业兴居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昆山善居") 

昆山 昆山 电子商务 100.00% 新设成立 

海口善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海口善居") 

海口 海口 电子商务 100.00% 新设成立 

南通市善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南通善居") 

南通 南通 电子商务 100.00% 新设成立 

上海善居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上海善居兴") 

上海 上海 电子商务 85.30% 新设成立 

上海养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海养欣") 

上海 上海 投资管理 55.00% 新设成立 

上海芮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上海芮鸿") 

上海 上海 投资管理 54.00% 新设成立 

福州市仓山区世联房地产经纪服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世联经纪") 

福州 福州 房地产中介 100.00% 新设成立 

上海世联领客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领客") 

上海 上海 房地产中介 90.00% 新设成立 

南京世联君汇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南京君汇") 

南京 南京 房地产中介 90.00% 新设成立 

合肥世联君汇资产顾问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君汇") 

合肥 合肥 房地产中介 90.00% 新设成立 

杭州世君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杭州世君") 

杭州 杭州 房地产中介 90.00% 新设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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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世君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广州世君") 

广州 广州 房地产中介 90.00% 新设成立 

苏州世联君汇物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苏州君汇") 

苏州 苏州 房地产中介 90.00% 新设成立 

北京世联君汇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北京君汇") 

北京 北京 房地产中介 90.00% 新设成立 

西安世联君汇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西安君汇") 

西安 西安 房地产中介 90.00% 新设成立 

重庆世联君汇房地产运营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重庆君汇") 

重庆 重庆 房地产中介 90.00% 新设成立 

重庆世联君汇兴业房地产顾问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重庆君汇兴业") 

重庆 重庆 房地产中介 63.00% 新设成立 

长沙世联君汇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长沙君汇") 

长沙 长沙 房地产中介 90.00% 新设成立 

河南世联君汇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河南君汇") 

河南 河南 房地产中介 90.00% 新设成立 

武汉世联君汇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武汉君汇") 

武汉 武汉 房地产中介 90.00% 新设成立 

天津世联君汇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天津君汇") 

天津 天津 房地产中介 90.00% 新设成立 

上海世君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上海世君") 

上海 上海 房地产中介 90.00% 新设成立 

厦门世联君汇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厦门君汇") 

厦门 厦门 房地产中介 90.00% 新设成立 

深圳运泰君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深圳运泰君汇") 

深圳 深圳 资产服务 45.00% 新设成立 

常熟小样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常熟小样") 

常熟 常熟 资产服务 36.90% 新设成立 

苏州园小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苏州园小样") 

苏州 苏州 资产服务 36.90% 新设成立 

广州市小样信息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广州小样科技") 

广州 广州 资产服务 36.90% 新设成立 

深圳市小样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深圳小样") 

深圳 深圳 资产服务 36.90% 新设成立 

深圳市赋能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深圳赋能创新") 

深圳 深圳 投资管理 100.00% 新设成立 

广州小样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广州小样金融") 

广州 广州 资产服务 60.00% 新设成立 

重庆世联协兴装饰设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重庆装饰") 

重庆 重庆 电子商务 100.00% 新设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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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红璞新新公寓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重庆红璞新新") 

重庆 重庆 资产服务 100.00% 新设成立 

合肥红璞公寓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合肥红璞") 

合肥 合肥 资产服务 100.00% 新设成立 

南京鸿璞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南京鸿璞") 

南京 南京 资产服务 100.00% 新设成立 

武汉红璞公寓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武汉红璞") 

武汉 武汉 资产服务 100.00% 新设成立 

杭州红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杭州红璞") 

杭州 杭州 资产服务 100.00% 新设成立 

苏州红璞公寓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苏州红璞") 

苏州 苏州 资产服务 100.00% 新设成立 

深圳碧海红璞公寓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碧海红璞") 

深圳 深圳 资产服务 100.00% 新设成立 

长沙红璞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长沙红璞") 

长沙 长沙 资产服务 100.00% 新设成立 

珠海红璞公寓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珠海红璞") 

珠海 珠海 资产服务 100.00% 新设成立 

厦门红璞兴业公寓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厦门红璞") 

厦门 厦门 资产服务 100.00% 新设成立 

惠东红璞阳光假日公寓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红璞阳光假日") 

惠东 惠东 资产服务 100.00% 新设成立 

东莞红璞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东莞红璞") 

东莞 东莞 资产服务 100.00% 新设成立 

宁波红璞公寓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宁波红璞") 

宁波 宁波 资产服务 100.00% 新设成立 

郑州红璞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郑州红璞") 

郑州 郑州 资产服务 100.00% 新设成立 

石家庄红璞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石家庄红璞") 

石家庄 石家庄 资产服务 100.00% 新设成立 

昆明红璞公寓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昆明红璞") 

昆明 昆明 资产服务 100.00% 新设成立 

北京红璞公寓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北京红璞") 

北京 北京 资产服务 100.00% 新设成立 

上海红与璞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上海红璞") 

上海 上海 资产服务 100.00% 新设成立 

南宁红璞房屋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南宁红璞") 

南宁 南宁 资产服务 100.00% 新设成立 

成都市红璞时代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成都红璞时代") 

成都 成都 资产服务 100.00% 新设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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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世联集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东莞集金") 

东莞 东莞 房地产中介 100.00% 新设成立 

惠州世联集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惠州集金") 

惠州 惠州 房地产中介 100.00% 新设成立 

合肥世联集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合肥集金") 

合肥 合肥 房地产中介 100.00% 新设成立 

宁波世联集金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宁波集金") 

宁波 宁波 房地产中介 100.00% 新设成立 

天津世联集金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天津集金") 

天津 天津 房地产中介 100.00% 新设成立 

郑州世联集金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郑州集金") 

郑州 郑州 房地产中介 100.00% 新设成立 

武汉世联集金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武汉集金") 

武汉 武汉 房地产中介 100.00% 新设成立 

重庆世联集金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重庆集金") 

重庆 重庆 房地产中介 100.00% 新设成立 

上海世联盛曜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上海世联盛曜") 

上海 上海 房地产中介 70.00% 新设成立 

合肥世联卓群商务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合肥世联卓群") 

合肥 合肥 房地产中介 100.00% 新设成立 

嘉兴卓群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嘉兴世联") 

嘉兴 嘉兴 房地产中介 100.00% 新设成立 

苏州世联行房地产综合服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苏州世联行") 

苏州 苏州 房地产中介 100.00% 新设成立 

西安世联兴业房地产经纪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西安世联经纪") 

西安 西安 房地产中介 100.00% 新设成立 

邯郸世联卓群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邯郸世联") 

邯郸 邯郸 房地产中介 100.00% 新设成立 

哈尔滨卓群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哈尔滨世联") 

哈尔滨 哈尔滨 房地产中介 100.00% 新设成立 

厦门市宜安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厦门宜安居") 

厦门 厦门 电子商务 80.00% 新设成立 

漳州市龙文区宜安居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漳州宜安居") 

漳州 漳州 电子商务 80.00% 新设成立 

厦门市立言立行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厦门立言立行") 

厦门 厦门 房地产中介 80.00% 新设成立 

厦门市立德功行房产中介服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厦门立德功行") 

厦门 厦门 房地产中介 80.00% 新设成立 

厦门市家适居房产中介服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厦门家适居") 

厦门 厦门 房地产中介 80.00% 新设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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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居善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山东居善") 

山东 山东 电子商务 75.50% 新设成立 

济南红璞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济南红璞") 

济南 济南 资产服务 75.50% 新设成立 

山东红璞公寓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山东红璞") 

山东 山东 资产服务 75.50% 新设成立 

SHIJU（HK）LIMITED(以下简称"
香港世居") 

香港 香港 房地产中介 55.00% 新设成立 

Shiju Real Estate Australia Pty 
Ltd(以下简称"澳大利亚世居")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房地产中介 55.00% 新设成立 

深圳富景慧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深圳富景慧思") 

深圳 深圳 投资管理 100.00% 新设成立 

武汉世联源正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武汉世联源正") 

武汉 武汉 资产服务 45.90% 新设成立 

深圳世联松塔装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世联松塔") 

深圳 深圳 电子商务 80.00% 新设成立 

深圳超咖市集商业运营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深圳超咖") 

深圳 深圳 房地产中介 63.00% 新设成立 

成都市红璞时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成都红璞时光") 

成都 成都 资产服务 100.00% 新设成立 

杭州红璞世恒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杭州红璞世恒") 

杭州 杭州 资产服务 100.00% 新设成立 

厦门市红璞立丹行公寓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厦门红璞立丹行") 

厦门 厦门 资产服务 80.00% 新设成立 

合肥汇创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合肥世联汇创") 

合肥 合肥 房地产中介 100.00% 新设成立 

北京小样青年社区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北京小样") 

北京 北京 资产服务 36.90% 新设成立 

北京科创联和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北京科创") 

北京 北京 资产服务 36.90% 新设成立 

武汉市小样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武汉小样") 

武汉 武汉 资产服务 36.90% 新设成立 

阅阳上海养老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海养老") 

上海 上海 资产服务 55.00% 新设成立 

广州红璞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广州红璞酒店") 

广州 广州 资产服务 100.00% 新设成立 

广州红璞房屋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广州红璞房屋") 

广州 广州 资产服务 100.00% 新设成立 

合肥红璞观远公寓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合肥红璞观远") 

合肥 合肥 资产服务 70.00% 新设成立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12 

成都世联君汇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成都君汇") 

成都 成都 房地产中介 90.00% 新设成立 

武汉世联领客商业经营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武汉领客") 

武汉 武汉 房地产中介 90.00% 新设成立 

 

2）本报告期因为注销子公司而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原因 持股比例 注销日净资产 注销日净利润 

桂林卓群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 工商注销 100% -21,675.98 -13,651.81 

赣榆县立丹行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工商注销 80% 479,830.10 1,213.16 

 

（4）对 2017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适用 √不适用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劲松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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