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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陈劲松、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童朝军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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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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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1,405,930,324.22 7,784,150,995.52 46.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578,346,880.37 4,188,743,553.77 9.30%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857,205,233.92 23.97% 5,194,832,143.08 23.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47,437,600.40 39.87% 532,262,873.25 40.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31,691,102.65 48.79% 504,122,382.75 42.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09,527,942.69 -239.15% -2,747,357,348.20 -290.8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33.33% 0.26 36.8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33.33% 0.26 36.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56% 0.81% 12.22% 1.8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302,077.3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0,936,271.84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

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192,725.37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

得的投资收益 

6,300,000.00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8,969,490.7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52,450.24  

减：所得税影响额 3,003,5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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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804,864.10  

合计 28,140,490.5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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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52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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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3,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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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 95,842,361 0 质押 13,7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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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三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11% 43,123,52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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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陈劲松 境内自然人 0.89% 18,299,610 13,724,707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五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73% 14,928,204 0  0 

#陈赛贞 境内自然人 0.48% 9,888,000 0  0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三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40% 8,208,660 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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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联地产顾问（中国）有限公司 805,051,180 人民币普通股 805,051,180 

乌鲁木齐卓群创展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5,842,361 人民币普通股 95,842,361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三组合 43,123,526 人民币普通股 43,123,52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767,320 人民币普通股 20,767,32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五组合 14,928,204 人民币普通股 14,928,204 

#陈赛贞 9,888,000 人民币普通股 9,888,000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三组合 8,208,660 人民币普通股 8,208,660 

#阙院生 8,199,900 人民币普通股 8,199,90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泓德优选成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7,955,908 人民币普通股 7,955,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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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34,018 人民币普通股 7,934,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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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陈赛贞期末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9,888,000 股，其中通过普通证券

帐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9,888,000 股；股东阙院生期末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8,199,900 股，其

中通过普通证券帐户持有公司股票 110，000 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证

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8,089,900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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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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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2017年1-9月份实现营业收入519,483.21万元，同比增长23.8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3,226.29万元，同比

增长40.20%，主要原因是：（1）本期公司互联网+业务发展迅速，收入同比增长60.73%，逐步形成规模效益，毛利率同比

上升了15.04个百分点；（2）本期公司金融服务业务恢复增长，收入同比增长23.00%，毛利率同比上升了7.94个百分点。 

 

2）、2017年1-9月份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下降了290.82%，主要原因是：（1）本期公司贷款的发放和回收，产

生的现金净流出比上年同期增加334,147.50万元；（2）公司通过转让等方式盘活信贷资产，产生的现金净流入较上年同期减

少25,363.00万元；（3）上年同期公司收回了贷款质押存款5,800.00万元和业务合作意向金5,000.00万元，本期无此项流入。 

2、资产负债表项目 

报表项目 期末金额 

（万元） 

期初金额 

（万元） 

变动幅度 主要变动说明 

预付款项 51,710.22  22,502.86  129.79% 主要是因为本期公司资产管理业务快速发展而预付的采

购、装修款和租金增加。 

其他应收款 60,411.92  30,582.58  97.54% 主要是因为公司支付的项目和租赁押金同比增加

25,690.17万元。 

贷款 458,240.38  114,847.19  299.00% 主要是因为本期子公司世联小贷的各类信贷产品发放的

贷款金额同比增加304.35%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3,679.82  1,589.96  131.44% 主要是因为本期公司待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增加。 

无形资产 306.78  472.06  -35.01% 主要是因为本期公司按会计政策摊销而减少。 

长期待摊费用 27,537.51  7,920.97  247.65% 主要是因为本期公司公寓管理业务快速发展而增加的公

寓装修费。 

递延所得税资产 26,283.77  41,105.69  -36.06% 主要是因为本期完成了2016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工作，根

据规定转回或冲销而减少。 

其他非流动资产 11,000.00  1,000.00  1000.00% 变动情况：公司投资10,000.00万元设立上海海祁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8.583%的份额，相关手续

尚在办理中。 

短期借款 233,850.00  48,000.00  387.19% 主要是因为本期公司的银行借款增加。 

应付账款 4,403.97  2,429.77  81.25% 主要是因为本期公司积极拓展公寓管理等资产服务业务，

应付的资产装修款和租金增加。 

预收款项 36,797.04  7,297.48  404.24% 主要原因是：1）本期公司小额贷款放贷额增长较快，金

融服务业务预收的利息同比增加18,553.50万元；2）本期

公司预收装修服务费增加4,370.44万元；3）本期资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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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规模增大，公司预收的物业费和运营服务费同比增加

3,878.37万元。 

应交税费 26,874.08  56,272.12  -52.24% 主要是因为本期完成了2016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工作而

减少。 

应付利息 676.78  3,028.54  -77.65% 主要是因为资产证券化项目到期，本期公司已按合同支付

了利息或收益而减少。 

应付股利 7,360.38  1,258.59  484.81% 期末余额主要是：1）实施2016年利润分配应支付给世联

中国的现金股利6,118.39万元，由于相关税务、外汇等手

续办理的原因，截至本期末暂未支付；2）山东世联、青

岛荣置地实施利润分配应付而暂未支付的少数股东的股

利1,237.72万元。 

其他应付款 155,323.26  107,541.96  44.43% 主要原因是：1）公司互联网+业务收到的暂收服务费及应

付未付的第三方费用增加29,847.33万元；2）公司收到的

租赁等押金同比增加6,422.01万元；3）公司收到的代收代

付款同比增加5,254.47万元。 

其他流动负债 104,876.80  22,682.16  362.38% 主要是因为本期公司资产证券化融资增加。 

长期借款 600.00      期末余额是本期新合并的子公司武汉都市在合并前发生

的长期借款。 

递延收益   57.60  -100.00% 期初余额是小样社区项目获得的政府补贴按会计政策确

认的递延收益，本期预计在一年内可计入营业外收入，按

会计政策重分类到报表的其他流动负债中列示。 

其他综合收益 -3.36  24.85  -113.52% 主要是因为本期外币兑人民币汇率变动，境外子公司外币

报表合并折算为人民币报表产生的汇率折算差异变动。 

 

3、本报告期利润表项目 

报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万元） 

上期金额 

（万元） 

变动幅度 主要变动说明 

营业税金及附加 1,678.06  904.14  85.60% 主要原因是：1）本报告期公司收入增加，依法计提缴

纳的税金及附加相应增加；2）本报告期公寓管理等资

产服务业务快速发展，公司按租赁、采购等业务合同依

法缴纳的印花税等税费同比增加。 

财务费用 388.65  -276.47  -240.58% 主要是因为本报告期公司利息收入同比减少。 

资产减值损失 2,508.91  -559.03  -548.80% 主要原因是：1）本报告期按公司会计政策计提的贷款

损失准备增加4,019.44万元；2）本报告期按公司会计政

策评估确认的贷款坏账损失同比减少2,507.59万元；3）

本报告期按公司会计政策计提的坏账准备增加1,731.36

万元。 

投资收益 832.86  292.77  184.48% 主要是因为本报告期公司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获得

投资收益585.00万元，上期无此项收益。 

营业外收入 1,467.38  785.20  86.88% 主要是因为本报告期公司收到的政府补贴收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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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外支出 160.00  94.37  69.55% 主要是因为本报告期公司支出的赔偿款增加。 

所得税费用 10,172.74  6,263.94  62.40% 主要是因为本报告期利润增加，依法计提的所得税相应

增加。 

少数股东损益 1,189.13  755.10  57.48% 主要是因为本报告期山东世联、北京安信行确认的少数

股东损益增加。 

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13.63  -1.26  981.75% 主要是因为本报告期外币兑人民币汇率变动，境外子公

司外币报表合并折算为人民币报表产生的汇率折算差

异变动。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

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3.06  -0.78  292.31% 主要是境外非全资公司香港世居的外币报表合并折算

为人民币报表产生的汇率折算差异变动。 

 

4、年初到报告期末利润表项目 

报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万元） 

上期金额 

（万元） 

变动幅度 主要变动说明 

营业税金及附加 3,681.53  10,031.19  -63.30% 主要是因为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公司从2016年5月1日

起全部征收增值税，导致本期公司的营业税相应减少。 

财务费用 3,665.94  1,297.73  -182.49% 主要是因为本期公司利息收入同比减少。 

资产减值损失 8,831.12  3,053.11  189.25% 主要原因是：1）本期按公司会计政策计提的贷款损失

准备增加7,852.99万元；2）本期按公司会计政策评估

确认的贷款坏账损失同比减少4,438.87万元；3）本期

按公司会计政策计提的坏账准备增加2,973.44万元。 

投资收益 2,868.48  769.55  272.75% 主要变动情况： 

1）本期公司持有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获得的投资收益

同比增加1,687.40万元； 

2）本期公司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获得投资收益

630.00万元，上期无此项收益； 

3）上期公司处置子公司青岛雅园60%股权，获得投资

收益291.28万元，本期无此项收益。 

营业外收入 2,604.01  1,323.13  96.81% 主要是因为本期公司收到的政府补贴收入增加。 

营业外支出 436.07  162.82  167.82% 主要是因为本期公司资产处置损失和支出的解约赔偿

款增加。 

所得税费用 25,848.02  17,040.93  51.68% 主要是因为本期公司盈利增长，依法需要计提的企业

所得税增加。 

少数股东损益 2,925.78  1,619.04  80.71% 主要是因为本期山东世联、四川嘉联确认的少数股东

损益增加。 

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28.22  5.62  -602.14% 主要是因为本期外币兑人民币汇率变动，境外子公司

外币报表合并折算为人民币报表产生的汇率折算差异

变动。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 -5.38  -2.17  147.93% 主要是境外非全资子公司的外币报表合并折算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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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币报表产生的汇率折算差异变动。 

 

5、现金流量表项目 

报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万元） 

上期金额 

（万元） 

变动幅度 主要变动说明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13,355.6 396,473.08  105.15% 主要原因是： 

1）本期公司收回的贷款比上期增加395,331.44

万元； 

2）上期公司收回贷款质押存款5,800.00万元和业

务合作意向金5,000.00万元，本期无此项现金流

入。 

支付的各项税费 71,367.68  52,771.18  35.24% 主要是因为本期公司收入和利润增长，依法缴纳

的各项税费相应增加。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315,627.28 433,981.54  203.15% 主要原因是： 

1）本期公司贷款放款比上期增加754,841.94万

元； 

2）本期公司资产服务和互联网+业务支付代收款

比上期增加15,518.79万元； 

3）本期公司经营规模增长，相应支付的咨询费、

技术协作费、广告宣传费等经营费用相应增加。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9,960.70 7,897.42  152.75% 主要变动情况是： 

1）本期公司收回世联同创不动产稳健一号基金

投资款9,786.96万元； 

2）本期公司转让了上海城凯投资有限公司

9.804%股权，收回项款5,585.00万元； 

3）本期公司收回世联小贷一期资产支持专项计

划投资款4,068.13万元。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2,425.17  434.20  458.54% 主要是因为本期公司持有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获得的投资收益比上期增加1,856.50万元。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

的现金净额 

  -915.14  -100.00% 上期公司处置子公司青岛雅园发生现金净流出

915.14万元，本期无此项流出。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22,759.40  9,510.65  139.30% 主要原因是： 

1）本期公司公寓管理业务支付装修款比上期增

加14,095.20万元； 

2）上期公司支付车位使用权款2,000.00万元，本

期无此项流出。 

投资支付的现金 33,864.80  9,947.78  240.43% 主要变动情况是： 

1）本期公司支付设立上海呈稻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投资款11,076.00万元，持有其30%

的份额； 

2）本期公司支付设立苏州工业园区睿灿投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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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有限合伙）投资款10,000.00万元，持有其

1.5384%的份额； 

3）本期公司支付设立上海海祁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投资款10,000.00万元，持有其

8.583%的份额； 

4）本期公司支付世联同创不动产稳健一号基金

投资款1,562.72万元； 

5）本期公司支付青岛荣置地顾问有限公司股权

收购款1,075.08万元。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

的现金净额 

-1,706.48      主要是因为本期公司通过股权委托合并武汉都

市产生现金净流入1,690.64万元，上期无此项流

入。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50.00      主要是因为公司按照投资协议支付的合伙企业

管理费，上期无此项流出。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1,281.64 9,855.02  -87.00% 主要原因是： 

1）上期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募得资金

8,263.40万元，本期无此类现金流入； 

2）本期公司投资设立的非全资子公司收到其少

数股东投资款比上期减少363.52万元。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216,655.00  88,387.63  145.12% 主要是因为本期公司向银行的借款比上期增加

128,500万元。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04,602.51  2,424.34  4214.68% 主要是因为本期公司通过信贷资产证券化的融

资增加。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30,750.00  133,177.60  -76.91% 主要是因为本期公司归还的银行借款比上期减

少。 

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

利润 

3,237.61  4,918.91  -34.18% 主要是因为子公司青岛荣置地本期支付给少数

股东的利润分配款比上期减少1,517.86万元。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41.47  -11.39  264.09% 主要是因为境外子公司外币报表合并折算为人

民币报表产生的汇率折算差异变动。 

 

二、 主营业务说明 

1、公司2017年1-9月实现主营业务收入511,132.61万元，同比增长22.24%； 

 

 （1）主营业务收入按业务板块划分： 

 

业务板块 2017年1-9月 2016年1-9月 增长比例

(%) 金额(万元) 占比(%) 金额(万元) 占比(%) 

房地产交易服务 245,857.90  48.10% 236,250.60  56.51% 4.07% 

互联网+ 142,765.50  27.93% 88,822.41  21.24% 60.73% 

资产管理服务 76,309.39  14.93% 55,495.14  13.27% 3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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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务 46,199.82  9.04% 37,560.82  8.98% 23.00% 

合计 511,132.61  100.00% 418,128.97  100.00% 22.24% 

 

说明：房地产交易服务包括原来代理销售业务和经纪业务，资产管理服务包括资产服务业务和顾问策划业务，季报将不再单

独按业务类型划分披报数据。 

 

（2）主营业务收入按照收入的区域来源划分： 

 

业务分类 2017年1-9月 2016年1-9月 增长比例

(%) 金额(万元) 占比(%) 金额(万元) 占比(%) 

华南区域 203,022.55  39.71% 199,621.40  47.74% 1.70% 

华东区域 104,165.42  20.38% 83,472.70  19.97% 24.79% 

华北区域 77,367.50  15.14% 60,096.96  14.37% 28.74% 

华中及西南区域 74,103.40  14.50% 47,132.21  11.27% 57.22% 

山东区域 52,473.74  10.27% 27,805.70  6.65% 88.72% 

合计 511,132.61  100.00% 418,128.97  100.00% 22.24% 

 

    本期各区域收入的增长比例变动差异较大，主要是因为公司的互联网+业务逐步从集团深圳总部向各地区下沉，受此影

响，本期华南区域收入增长较小，而其他区域收入则大幅上涨。 

 

2、2017年1-9月累计实现代理销售套数37.08万套。公司目前累计已实现但未结算的代理销售额约3,869亿元，将在未来的3

至9个月为公司带来约29.7亿元的代理费收入；其中属于公司100%控股子公司的未结算代理销售额约3,284亿元，将在未来的

3至9个月为公司带来约24.8亿元的代理费收入；剩余部分为归属于山东世联、四川嘉联、厦门立丹行、青岛荣置地的未结算

代理销售额和未结算代理费。 

三、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公司于2017年9月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A股可转

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关于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的承诺的议案》 《关

于制订<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

债券具体事宜的议案》。详见公司于2017年9月30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2、公司于2017年10月23日召开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

的议案》、《关于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

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的议案》、《关于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的承诺的议案》 《关于制订<可转换公

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具体事宜的

议案》。详见公司于2017年10月23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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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公告。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 
2017 年 09 月 30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17 年 10 月 23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四、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五、对 2017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7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20.00% 至 50.00%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89,665.82 至 112,082.28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74,721.52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公司互联网+业务收入同比增长，同时其业务毛利率也有所

提升，将持续为公司贡献利润。2、公司放贷规模持续扩大，

金融服务业务收入将同比增长，为公司贡献利润。 

六、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七、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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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7 年 07 月 26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2017 年 7 月 26 日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7 年 07 月 27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2017 年 7 月 27 日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7 年 08 月 25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2017 年 8 月 25 日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劲松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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