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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为生、因此得名
世联行 不动产场景集成服务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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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UNION5 公司概况

世联行，1993年成立于深圳，是中国境内首家

且唯一一家登陆A股的房地产综合服务提供商

（股票交易代码：002285），至今拥有70家

分支机构，服务遍及中国200多个城市。26年

来，世联行始终以“挖掘物业价值、降低交易

成本、规避专业风险、促进资产流通”为企业

发展核心价值，以持续推动行业进步为己任，

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为“让更多人享受真正的

不动产服务”而不断努力。

关于我们
ABOUT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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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创始人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城市开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建设部房地产估价与房地产经纪专

家委员会委员、广东省房地产行业协会专家咨询委员会顾问、深圳市法定图则委员

会委员、同济大学校董、深圳市深商联合会会董、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终身会员、

深圳市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发起人兼副理事长、上海中城联盟投资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及九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曾任第九任中城联盟轮值主席。

总经理、董事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EMBA，清华大学EMBA，华中科技大学工学学士。1999年

加入世联行，历任世联行深圳区域总经理、集团代理事业部总经理、集团副总经

理、集团首席运营官等职务，拥有逾25年规划设计、房地产营销策划、投资管理

及企业管理经验。现任世联行集团总经理。2016年10月当选为深圳市罗湖区第七

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陈劲松

朱敏

世联精神
LEAD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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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 2002 2003 - 2012 2013 – 至今

1993年，世联成立，是国内

最早从事房地产专业咨询、

交易代理、价格评估、投资

策划的服务机构。

2009年，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成功挂牌上市，成为首家

登陆A股的房地产综合服务

提供商。

2014年，“世联地产”正式更名为“世

联行”，祥云战略启动，开始转型。

2016年，世联行覆盖交易、运营、投资

等涉及资产全生命周期的三大核心业务

板块基本成型。

2017年，深圳先锋居善科技有限公司

（世联房联宝）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认定。

2018年，“世联金沙里”开业，这是世

联首次尝试“商业-公寓”一体化运作

的综合样板，开启了城中村升级微改造

的新模式。

公司概况

发展历程
HISTORY

专业化 全国化 集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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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荣誉
HONOR

行业地位

社会责任

中国房地产诚信企业

中国房地产策划代理百强企业最佳综合服务机构

世联行通过“深圳市总部企业”认定

世联行高管团队获“2018年度深圳市产业发展与创新人才奖”

世联金融获深圳小贷协会颁发的第三届理会单位(2018年)

世联金融新增保理、租赁业务牌照。

世联红璞入选“2018中国长租公寓品牌TOP10”

世联空间获2017年度最具影响力十大共享办公品牌 （2018年颁奖）

世联物管获“2018中国物业管理企业综合实力TOP100”

世联行成为2018年青岛上合峰会服务供应商

世联投资获金砖价值榜“2018年度最佳资产管理奖”

世联行蔚蓝社参与深圳湾净滩主题活动

世联行蔚蓝社在99公益日为红树林基金会筹款，支持滨海湿地保护和教育工作



9 WORLDUNION



WORLDUNION10 公司规模

合作伙伴
PARTNERSHIPS

26年累计服务

26000+家开发企业，300+个政府机构，1300万+小业主，300+所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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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UNION12 主营业务

业务板块
OUR SERVICES



WORLDUNION13

NEW HOME TRANSACTIONS

主营业务

进驻

2500个
售楼处

覆盖全国

200+个
城市

累积服务

25000家
开发商

1 2 3 4开发策略制定 产品研究 营销执行立项取地

交易 | 新房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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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商购房者

媒体
资源
整合

客户
资源
发动

精准
锁客
服务

交易 | 电商交易
E-TRANSACTIONS 2018年市场份额

位居25个大中城市市场

TO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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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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 | 顾问策划
REAL ESTATE CONSULTANCY AND PLANNING 

轨道交通 / PPP / 特色小镇 / 产业地产 / 文旅地产 / 养老地产 / 城市更新

产品线研究 / 新区开发 / 区域开发 / 城市研究 / 营销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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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务稳中求进，坚持诚信合规经营，严格把控业务风险，主动控制信贷

规模。2018年度，世联金融实现业务收入7.67亿元，贷款余额39.67亿元。

主营业务

交易后服务 | 金融服务
FINANCIAL SERVICES



WORLDUNION17

世联装饰专注于公寓装修及家庭装修解决方案产品研发，向机构客户及

C端消费者提供一键式整屋装修方案。

主营业务

交易后服务 | 装修装饰
DECORATIONS

布局全国

46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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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运营 | 公寓运营
APARTMENT OPERATION

长租公寓布局全国

30城
在营运房间数

3万

红璞公寓
长租公寓

红璞礼遇
城市公寓酒店

红璞假日
景观资源型度假酒店

红璞家寓
定制化企业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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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运营 | 工商资产运营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ASSETS OPERATION

以“共享+服务”的办公理念，提供灵活多变的办公空间及一站式综合服务。

布局全国

15城
总运营面积

60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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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运营 | 商业运营
JOIN WEALTH

世联上海迪美方里市集 世联南昌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 世联广州金沙里 世联茶园里世联武汉八大家红坊里

3大商业类型（世联里、文旅商业、地铁商业），7个核心城市，11个样板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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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IONS CARE OPERATION

资产运营 | 养老运营

将专业运营团队、咨询团队和销售团队有机结合，产生叠加效应，

实现养老投资的安全回收、养老设施的运营效益及长者生命质量的保护。

养老设施、服务托管 养老规划及服务

深圳
梅京、海滨

颐康之家

上海
政府、企业

服务托管
近2万例养老规划

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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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管理 | 物业管理
ESTATE MANAGEMENT

聚焦于商办物业，以工商物业及都市型产业园为服务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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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管项目

116个
在管面积

600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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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管理 | 资产投资
ASSET INVESTMENT

投资

持有

收购/
退出

策划/
设计

开发
管理

租赁/
销售

物业
管理

财务
管理

融资/
再融资

资产管理人

投资人 投资标的

截至2018年底，累计投资14个项目，管理资产总值逾9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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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CHAIN
不断扩大入口、丰富场景和服务，建立人与资产的联接。服务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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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世联人自发成立关注生态、孩子与一切可持续发展项目的公益组织

蔚蓝社

“再小的努力，也有巨大的意义。”

企业社会责任

——陈劲松

企业社会责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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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树林保护 净滩行动 国际赞助 自然教育

企业文化与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公益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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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 更 多 人 享 受 真 正 的 不 动 产 服 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