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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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伟鹤

董事

公务出差

袁鸿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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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3,978,09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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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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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袁鸿昌

袁鸿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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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55-22162824

电子信箱

info@worldunion.com.cn

info@worldunion.com.cn

002285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房地产行业政策遍地开花，逾百城参与调控，除一二线城市全面加入外，60 多个三线城市也登台亮相；另
一方面资金面不断收紧，行业正经历着被动降杠杆的过程。在多方承压的环境中，公司坚持“服务、入口、开放、平台”的
祥云战略，凭借良好的服务口碑和高效的运营架构牢牢抓住了行业的大趋势，成功地完成了大交易板块和新业务板块全国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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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82.12 亿元，同比增长 30.97%；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0.04 亿元，同比增长 34.35%。
（一）交易服务
2017 年的楼市调控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为基调，以城市群为调控主场，从中心城市向周边三四线
城市扩圈。而公司代理销售业务积极响应国家去库存和棚改政策，建立了标准化的业务运作流程、业务运营机制，并逐步发
展成为与同行相互赋能的服务平台，持续强化城市纵深布局策略，2017 年共进驻 185 个城市，2,100 多个案场，服务触角从
一线一直深入到四五线城市。交易系统平台不断完善升级，案场销售全面实现线上化作业，打通了内外场和线上线下交易服
务，进一步扩大新房交易额。报告期内，代理销售业务收入 37.79 亿元，同比增长 7.72%。
同时，公司代理业务通过投资、金融、渠道分销等服务模式，针对性的解决大中小不同开发商的各类需求，为其提供定
制化的房地产综合服务方案，累计实现销售套数 49.71 万套，全年上门客户数量超过 209 万，累计帮助近 50 万位购房者实
现置业梦想。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互联网+业务顺利完成 186 个城市的服务布局，新增三四线城市布局 81 个，合作项目累计超
过 1,000 个，营业收入 23.53 亿元，同比增长 61.84%，毛利 5.31 亿元, 同比增长 89.73%。持续开展线上营销活动，线上开
展了网上售楼处、特惠房展会、返乡季、旅居业务等专题活动，接待直销咨询报名 130 多万人次，在 25 个大中城市电商市
场份额居市场 top3，其中济南、惠州、广州、深圳等 8 家地区公司实现营收过 1 亿，武汉、南宁、成都、重庆等城市亦表
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
互联网+业务持续拓宽整合营销电商平台，升级互联网链接平台产品, 进一步整合营销资源，累计链接超过 23,000 家供
应商，并建立了新房营销供应商资源库，汇集 260 多家合作营销采购战略供应商、828 家营销采购长期供应商及 2 万多家长
期合作经纪公司，实现了从链接营销资源平台到营销总包平台的转变。
（二）交易后服务
金融服务是交易后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2017 年以来，一行三会之间的监管协作日益加强，对各类金融机构的资管业
务进行全面统一监管，2017 成为金融行业的监管元年。世联金融始终坚持诚信合规、依法经营，践行国家对金融行业的指
导精神，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贡献价值。在 2017 年，公司的金融服务业务完成了总部与全国地区
团队的矩阵化管理变革，大幅提升组织效能，进一步支持了 “8 大场景、3 大系列、22 项产品”的落地与上量。在渠道方
面，除了继续加强地区自有渠道团队的专业性建设以外，还迅速整合超过 320 家行业渠道，并形成“支持、服务、管理、稽
核、整改”的渠道管理体系，大幅提升了世联金融的行业影响力。产品与渠道并举，使得 2017 年全年放贷额 114.94 亿元，
增长 280.75%。收入达 7.25 亿元，增长 62.26%；毛利 4.61 亿元，增长 86.76%。截至 12 月 31 日，贷款余额为 49.52 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317.71%。
在之前多项经营成果基础上，完成原产品升级、新产品创设，形成 4 大系列 26 项产品、3 大类渠道布局。同时，风控
策略为产品落地与上量提供重要保障。除了大幅提升地区团队的风控意识与能力以外，在大数据风控、反欺诈及决策引擎建
设等方面取得关键进展，在业务量迅速扩大的同时，不良率同比降低 51%。世联金融在 2017 年在业务经营、组织建设均实
现创新及跨越性发展，完成了多牌照资质规划，并已取得保理牌照；完成了银行、信托、同业等多渠道融资策略规划；筹建
专业科技团队并完成了“渠道管理、生产管理、风险管理、资产管理、资金管理、数据管理”之行业领先的六大模块规划，
为“金融+科技+数据”的发展战略奠定关键基础。
（三）资产运营
公司旗下的红璞公寓以集中式公寓为主要体现，2017 年集团产品中心在以往产品标准化 1.0 的基础上深化、改革，发
布了产品标准化 2.0，并在广州、武汉、杭州、郑州、西安等城市进行了项目落地。并且叠加公司多业务资源，大力开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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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政府、国有租赁平台、地产开发商、资产型国企、村集体等资产端广泛多元、定制化的合作模式，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全国签约间数突破 10 万间，完成了 2017 年制定的全国目标签约总量。除广州、武汉、杭州、成都、郑州、济南传
统六大核心城市外，厦门、西安、苏州三座后起之秀也在房源拓展上做出贡献，九大城市签约总量占全国总量的 90%以上，
市场布局 29 城，覆盖核心一二线城市，已进入了中国长租公寓品牌第一梯队。在管运营房间约 3.5 万间，平均出租率 81%，
公司公寓管理业务实现收入 2.08 亿元，同比增加 387.64%
2017 年是世联红璞飞跃式发展的元年，完成了全流程、线上化的运营平台建设，提升公司整体运营效率；完成了官网、
微信、APP 多终端的 C 端产品输出，建立了线上房源分发能力和线下会员聚客能力，提升了 C 端品牌影响力；建立了财务、
业务一体化管控体系，实现到店的项目核算机制，管控财务风险；形成了会员、增值服务体系，深挖客户服务场景，深化客
户服务价值，提升内部盈利能力。同时，世联红璞已经与 58 同城、支付宝、闲鱼、平安好房、巴乐兔、蘑菇租房等第三方
低成本、免费渠道租房平台积极开展相关合作，加强出房能力，销售手段多样化，建设营销能力，降低营销成本，构建红璞
的核心竞争力。世联红璞亦增强自身自媒体平台的运营能力，真实有效的吸粉活动，增强客户粘性，依托线上自媒体引流促
进出房。加强全国营销数据管控，及时调整营销策略，加强月度销售目标管理，在出房淡、旺季自上而下全国发力，管控全
国定价策略及优惠方案。
（四）资产管理
2017 年，世联君汇工商物业运营全链条服务的业务模型基本成型，分支机构已遍布全国二十多个核心城市；各项业务
间的协同效果显著，其中工商物业运营业务收入在 2017 年得到大幅增长，咨询顾问和物业管理业务持续稳步增长，资管业
务以世联君汇为主体实现收入 7.86 亿元、同比增长 57.15%。物业运营业务秉承“共享、服务、科技”的发展理念，成功创
立了 “世联空间” 办公品牌，打造了“1+3+5”的产品标准化体系，并完成了项目管理系统、办公大数据系统的开发及上
线运营。世联空间在全国 13 个城市落地了 30 个项目，运营管理面积达 16 万平米，其中有 3 个轻资产托管项目，实现了“世
联空间”品牌和运营管理输出。
物业管理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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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已经
投入使用的各类物业实施企业化、社会化、经营化、规模化的管理；为物业所有人或者使用者提供高效、周到的服务，提高
物业的使用价值和经济价值。在 2017 年搭建了“1+3+7”的物管线管理支持体系，致力于提升品质、叠加增值服务，报告期
内，实际在管的全委托项目个数较上年同期增加了 4 个，收费面积增加了 103.61 万平方米，基础物业管理服务收入同比增
长 8.14%，因公司上年 5 月份转让了青岛雅园的全部股权后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范围，剔除此项影响外，收入实际同比增长
29.43%。咨询顾问搭建专家合作平台，链接整合了更多社会专业资源，扩大了咨询业务服务领域及深度。 2017 年全年咨询
顾问服务执行合约 987 个，合约数同比增加 40 个，收入同比增长 7.83%。并在新的市场环境下顺势应变，贯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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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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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

8,211,546,958.79

6,269,921,274.71

30.97%

4,710,553,211.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03,883,544.29

747,215,219.61

34.35%

509,389,237.73

962,669,658.53

714,841,250.59

34.67%

502,545,721.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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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25,871,483.52

2,294,310,944.74

-231.89%

450,598,075.6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9

0.37

32.43%

0.27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9

0.37

32.43%

0.2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85%

19.47%

2.38%

17.67%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13,633,494,506.97

7,784,150,995.52

75.14%

7,398,023,267.87

5,068,442,723.78

4,188,743,553.77

21.00%

3,549,869,119.29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1,350,502,220.72

1,987,124,688.44

1,857,205,233.92

3,016,714,815.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2,715,405.81

192,109,867.04

247,437,600.40

471,620,671.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6,055,885.39

186,375,394.71

231,691,102.65

458,547,275.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9,089,059.56

-1,698,740,345.95

-809,527,942.69

-278,514,135.32

营业收入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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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92,514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91,425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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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联地产顾问（中国）
境外法人
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质押

数量

39.39% 805,051,180

0

北京华居天下网络技 境内非国有
术有限公司
法人

9.96% 203,527,442

203,527,442

深圳众志联高投资管
境内非国有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法人
伙）

4.56%

93,172,604

93,172,604

质押

45,000,000

乌鲁木齐卓群创展股
境内非国有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法人
限合伙）

4.55%

92,914,466

0

质押

10,71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国有法人
限责任公司

1.02%

20,767,320

陈劲松

0.90%

18,299,610

13,724,707

0

0.65%

13,308,524

0

0

境内自然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三
其他
组合

273,000,00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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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C PRIVATE
LIMITED

境外法人

0.64%

13,120,998

0

0

#陈赛贞

境内自然人

0.54%

11,078,092

0

0

#阙院生

境内自然人

0.50%

10,170,000

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无
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无
（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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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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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过去的 2017 年是不寻常的一年，是公司推行“祥云战略”的第四年。面对未来的市场环境、客户多样化的需求、互联
网及大数据等新技术带来的发展机遇及挑战，公司也将站在新的起点，在“祥云战略”指导下，秉承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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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服务使命，深化用户服务，为客户创造价值。

经营业绩创新高
2017 年全年，世联行实现营业收入 82.12 亿元，同比增长 30.97%，公司营业收入首次突破 80 个亿；归属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 10.04 亿元，同比增长 34.35%，公司净利润首次突破 10 个亿；每股收益 0.49 元，同比增长 32.43%；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ROE）为 21.85%，重新恢复到 20%以上的水平，创 6 年新高。

各业务线保持快速增长，呈现出稳步、良好的发展态势


房地产交易收入绝对值稳步增长，收入的比重进一步下降
2017 年，公司房地产交易营业收入 38.23 亿元，同比增长 7.90%，占公司总收入的比重 47.36%，收入的比重进一步下

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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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业务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优势显现
互联网+业务营业收入 23.53 亿元，同比增长 61.84%，毛利 5.31 亿元, 同比增长 89.73%。在 25 个大中城市电商市场份
额居市场 top3，其中济南、惠州、广州、深圳等 8 家地区公司实现营收过 1 亿，武汉、南宁、成都、重庆等城市亦表现出强
劲的增长势头。

金融产品不断优化，业务稳步推进
2017 年世联金融全年放贷额 114.94 亿元，增长 280.75%。收入达 7.25 亿元，增长 62.26%；毛利达 4.61 亿元，增长 86.76%。
截至 12 月 31 日，贷款余额为 49.52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317.71%。


长租公寓完成城市布局，业务快速上量
报告期公司红璞公寓全国签约间数突破 10 万间，除广州、武汉、杭州、成都、郑州、济南传统六大核心城市外，厦门、

西安、苏州三座后起之秀也在房源拓展上做出贡献，九大城市签约总量占全国总量的 90%以上。在管运营房间约 3.5 万间，
平均出租率 81%，公司公寓管理业务实现收入 2.08 亿元，同比增加 387.64%


协同效果显著，资管板块实现稳步增长
2017 年，世联君汇工商物业运营全链条服务的业务模型基本成型，分支机构已遍布全国二十多个核心城市，各项业务

间的协同效果显著，实现收入 7.86 亿元、同比增长 57.15%。

入口业务扩大布局，多种类业务延伸
以公司的新房交易及电商交易、存量交易后服务、长租公寓和工商资管及存量物管及运营为四大入口，入口业务带来了
收入，同时也提供场景、客户和数据。基于入口的规模优势，叠加金融业务、装修业务、咨询顾问和资产投资与管理业务的
进一步深化服务，加强客户黏性。利用互联网及大数据等技术，将入口业务的数据进行系统化、结构化和移动化，以便更及
时、更准确、更便利地满足客户需求。
公司全面推行“祥云战略”四年以来，在入口、增值及平台服务都有了极大的延伸：
（1）入口业务


新房交易及电商交易：代理业务和互联网+业务共进驻超过 300 个城市，其中代理业务进驻 2,100 多个案场，全年上门
客户数量超过 209 万，累计帮助近 50 万位购房者实现置业梦想；互联网+业务新增三四线城市布局 81 个，合作项目累
计超过 1,000 个，接待直销咨询报名 130 多万人次。



存量交易后服务: 落地 11 个城市，自营 3 个交易大厅，链接了 573 家中介，整合了 1,247 个门店, 单月处理权证按揭
服务及流通金融服务件数超过 400 件。



长租公寓：发布了产品标准化 2.0，并在广州、武汉、杭州、郑州、西安等城市进行了项目落地。完成了官网、微信、
APP 多终端的 C 端产品输出：APP 下载累计量 1.7 万次；2,959 官网日均页面浏览量，与 8.5 万微信粉丝及 2.2 万名璞
客建立联接。



存量物管及运营：世联空间在全国 13 个城市落地了 30 个项目，运营管理面积达 16 万平米，其中有 3 个轻资产托管项
目。物业管理业务在 2017 年搭建了“1+3+7”的物管线管理支持体系，实际在管的全委托项目个数较上年同期增加了
4 个，收费面积增加了 103.61 万平方米。

（2）增值业务


世联金融：“8 大场景、3 大系列、22 项产品”的落地与上量。



装修业务：获得 4 项建筑施工资质，在全国 48 个城市落地，执行项目达 76 个，施工规模达 23 万平米，合作供应商达
300 余家，研发了 34 种风格的装修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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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顾问：2017 年全年咨询顾问服务执行合约 987 个，合约数同比增加 40 个，收入同比增长 7.83%。



资产投资与管理业务：累计投资 12 个项目，资产规模 66 亿元，管理规模 28 万平方米。

（3）数据平台


数据平台：构建系统化、结构化、移动化的数据平台。
2018 年的房地产市场充满了不确定性，流动性趋紧是大概率事件。公司将密切关注市场变化，一切业务围绕客户出发，

构建世联行独有的房地产生态服务链，秉持“服务、入口、开放、平台”为核心的战略目标，迎接伟大的服务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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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代理销售业务

3,779,472,507.46 1,364,841,904.71

36.11%

7.72%

15.34%

2.38%

互联网+业务

2,353,182,649.28

531,007,328.38

22.57%

61.84%

89.37%

3.29%

资产服务业务

849,031,823.45

-183,748,302.24

-21.64%

68.80%

-554.51%

-29.68%

金融服务业务

725,175,328.69

460,743,177.32

63.54%

62.26%

86.76%

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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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根据财政部2017年5月10日颁布的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以下简称“修订后的16号准则”）的相关
规定，公司自2017年1月1日起将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并在
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项目之上单独列报“其他收益”项目；与经营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入。本次会计政策变
更，将修改财务报表列报，与日常活动有关的政府补助，从利润表“营业外收入”项目调整为利润表“其他收益”项目列报，该
变更对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实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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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7年4月28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的通知”
财会〔2017〕13号，该准则自2017年5月28日起施行。对于该准则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
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本集团已于2017年5月28日起施行新准则。
3、根据2017年12月25日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本集团将原列
报于“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的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和损失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利得和损失变更为列报于“资产处置收
益”，本集团已于编制2017年报起执行新准则。该变更对本年利润表无影响，采用追溯调整法对比较数据进行调整，调增2016
年度“资产处置收益”504,748.91元，调减2016年度“营业外收入-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958,661.70元，“营业外支出-非流动资
产处置损失” 453,912.79元，对2016年度资产总额和净利润无影响。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已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批准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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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通过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取得的子公司。：
被购买方名称

股权取得时点

股权取得成本 股权取得 股权取得 购买日至期末被 购买日至期末被
比例
方式
购买方的收入 购买方的净利润

北海红璞礼遇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05月01日
(以下简称"北海红璞")

1,042,643.37

100.00% 支付现金

2,424,850.77

-453,30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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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没有通过处置子公司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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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湛江善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湛江善居")

主要经营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持股比例 取得方式
100.00% 投资新设
湛江
湛江
电子商务

无锡善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善居")

无锡

无锡

电子商务

100.00% 投资新设

兰州善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州善居")

兰州

兰州

电子商务

100.00% 投资新设

天津善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善居")

天津

天津

电子商务

100.00% 投资新设

阅阳（上海）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阅阳健康")

上海

上海

资产服务

55.00% 投资新设

河南世联精工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联精工")

河南

河南

房地产中介

51.00% 投资新设

惠州市世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世创")

惠州

惠州

电子商务

上海领霖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领霖")

上海

上海

房地产中介

63.09% 投资新设

北京世联明德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君汇明德")

北京

北京

房地产中介

45.96% 投资新设

西安世禾商业运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西安君汇商业")

西安

西安

房地产中介

49.57% 投资新设

青岛世联君汇不动产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君汇")

青岛

青岛

房地产中介

90.12% 投资新设

深圳世联君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君汇物业")

深圳

深圳

资产服务

90.12% 投资新设

深圳君汇谊通文旅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君汇谊通")

深圳

深圳

房地产中介

51.37% 投资新设

广州汇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汇君物业")

广州

广州

资产服务

90.12% 投资新设

100.00% 投资新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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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州国投世联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凉山州世联物业") 凉山州

凉山州 资产服务

45.96% 投资新设

济南世君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南世君")

济南

济南

房地产中介

68.04% 投资新设

宁波世联君汇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君汇")

宁波

宁波

房地产中介

90.12% 投资新设

惠州世联君汇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君汇")

惠州

惠州

房地产中介

90.12% 投资新设

深圳市小样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小样商务")

深圳

深圳

资产服务

36.95% 投资新设

成都市红璞旭日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红璞旭日")

成都

成都

资产服务

100.00% 投资新设

成都市红璞凯睿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红璞凯睿")

成都

成都

资产服务

100.00% 投资新设

重庆红璞玖玖公寓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红璞玖玖")

重庆

重庆

资产服务

100.00% 投资新设

重庆红璞样公寓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红璞样")

重庆

重庆

资产服务

100.00% 投资新设

重庆红璞礼遇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红璞礼遇")

重庆

重庆

资产服务

70.00% 投资新设

杭州红璞世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红璞世谦")

杭州

杭州

资产服务

100.00% 投资新设

杭州红璞世贤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红璞世贤")

杭州

杭州

资产服务

100.00% 投资新设

杭州红璞世奕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红璞世奕")

杭州

杭州

资产服务

100.00% 投资新设

杭州红璞世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红璞世裕")

杭州

杭州

资产服务

100.00% 投资新设

宁波鸿璞空间创意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鸿璞空间")

宁波

宁波

资产服务

60.00% 投资新设

佛山红璞公寓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山红璞")

佛山

佛山

资产服务

100.00% 投资新设

深圳平湖红璞公寓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湖红璞")

深圳

深圳

资产服务

100.00% 投资新设

西安红璞公寓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西安红璞")

西安

西安

资产服务

100.00% 投资新设

惠州市红璞城市公寓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红璞")

惠州

惠州

资产服务

100.00% 投资新设

天津红璞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红璞")

天津

天津

资产服务

100.00% 投资新设

昆山红璞公寓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山红璞")

昆山

昆山

资产服务

100.00% 投资新设

惠州红璞都市公寓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红璞都市")

惠州

惠州

资产服务

100.00% 投资新设

龙门红璞假日公寓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门红璞")

龙门

龙门

资产服务

100.00% 投资新设

南昌红璞公寓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昌红璞")

南昌

南昌

资产服务

100.00% 投资新设

南京世联集房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集房")

南京

南京

资产服务

100.00% 投资新设

杭州世联集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集房")

杭州

杭州

资产服务

100.00% 投资新设

北京世联集房公寓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集房")

北京

北京

资产服务

100.00% 投资新设

广州世联集房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集房")

广州

广州

资产服务

100.00% 投资新设

山东世联松塔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松塔")

山东

山东

电子商务

60.40% 投资新设

天津世联装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松塔")

天津

天津

电子商务

80.00% 投资新设

天津盛泽万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盛泽")

天津

天津

金融服务

100.00% 投资新设

石家庄世联汇创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家庄汇创")

石家庄

石家庄 房地产中介

100.00% 投资新设

衡水世联汇创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衡水世联")

衡水

衡水

房地产中介

100.00% 投资新设

邢台世联行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邢台世联")

邢台

邢台

房地产中介

100.00% 投资新设

张家口世联兴业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家口世联")

张家口

张家口 房地产中介

100.00% 投资新设

柳州世联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柳州世联")

柳州

柳州

房地产中介

51.00% 投资新设

拉萨市世联房地产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拉萨世联")

拉萨

拉萨

房地产中介

100.00% 投资新设

厦门市立丹行松塔装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立丹行松塔")

厦门

厦门

电子商务

怀来卓群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怀来世联")

怀来

怀来

房地产中介

100.00% 投资新设

深圳世联同行共营地产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联同行")

深圳

深圳

房地产中介

100.00% 投资新设

80.00% 投资新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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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世君创展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世君创展")

广州

广州

房地产中介

90.12% 投资新设

广州世君腾跃不动产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世君腾跃")

广州

广州

房地产中介

90.12% 投资新设

广州世君众享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世君众享")

广州

广州

房地产中介

90.12% 投资新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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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世联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

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原因
工商注销

持股比例 注销日净资产
注销日净利润
100%
5,025,924.05
-54,128.01

3）本集团通过子公司世联君汇持有武汉都市世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都市”)50%的股权，根据2017年1月1日签
订的《股权托管协议》，武汉市都市产业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将其持有武汉都市的1%表决权从2017年1月1日起委托给世
联君汇，子公司世联君汇合计持有武汉都市51%的表决权，同时武汉都市的董事会中，世联君汇占有过半数表决权，本集团
能够对其财务和经营决策实施控制，从2017年1月1日起，武汉都市纳入合并财务报告的合并范围。

（4）对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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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