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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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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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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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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2285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立

胡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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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ngli8@worldunion.com.cn

info@worldunion.com.cn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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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2,801,094,264.77

3,104,286,070.92

-9.77%

-74,528,640.41

62,722,086.26

-218.82%

-106,679,518.33

41,886,904.65

-354.68%

285,721,521.20

485,811,482.56

-41.1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3

-2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3

-233.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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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1%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8%
上年度末

-2.59%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10,950,086,013.26

11,666,786,817.53

-6.14%

5,230,066,186.24

5,315,129,783.11

-1.6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8,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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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联地产顾问
（中国）有限公 境外法人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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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1%

805,051,180

0 质押

北京华居天下
网络技术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8.99%

183,097,80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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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6%

90,902,804

0

乌鲁木齐卓群
创展股权投资 境内非国有法
合伙企业（有限 人
合伙）

4.38%

89,164,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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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90%

18,343,897

0

陈劲松

境外自然人

0.90%

18,299,610

13,724,707

宁岩

境内自然人

0.65%

13,200,091

0

熊弋涛

境内自然人

0.64%

13,000,183

0

GIC PRIVATE
LIMITED

境外法人

0.43%

8,682,246

0

数量
316,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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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世联中国、陈劲松以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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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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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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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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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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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上半年，国内暴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公司自一月下旬起开始受疫情的影响，整个二
月国内各地大部分售楼处为响应防疫政策暂停开放。其中，公司在全国范围内服务的售楼处，约有 50%处于关闭状态，湖
北省内的售楼处全部处于关闭状态。因此，公司管理层制定应对策略，大力推动智慧案场与线上看房，积极为交易服务板块
储客、蓄客；通过一手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另一手提升资产运营板块和资产管理板块的服务效率，降低疫情对该两个业务
板块的冲击。公司物业管理团队全力为武汉长江建投方舱医院提供专业化保障服务，全力协助指挥部运维保障，坚决打赢武
汉防控保卫战。公司公寓管理业务在武汉运营间数超过 3,800 间，公寓服务团队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保障租客安全，并
且积极响应租客疫情期间的生活需求，做到了疫情期间武汉市的红璞公寓租客“零”感染。
疫情之下，全公司上下共克时艰，公司紧急采买各类防疫物资，严格执行各地防疫措施，落实各地防疫要求，并做好防
疫预案及工作指引。公司近 25,000 名员工，其中湖北籍员工超过 1,200 人，公司全体成员实现“零”感染。同时，为保证员
工疫情期间生活正常，公司未因疫情等外部原因进行裁员，在疫情缓解后全体员工均投入在复工复产中。进入 2020 年第二
季度后，在国家大力推进疫情防控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各项工作下，疫情防疫形势持续向好，公司高效推进复工复产，进一步
收窄疫情所带来的损失。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8.01 亿元，同比下降 9.7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0.75 亿
元，同比下降 218.82%。
（一）交易服务
2020 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第一季度大部分时间公司服务的部分售楼处应防疫政策要求基本处于关闭状态。公司顺应
客户线上化需求，研发了云案场小程序免费为开发商开设网上售楼处，上半年总上架项目近 1000 个，解决了售楼处封闭情
况下客户的看房和咨询问题，积极储客、蓄客。随着国内疫情情况持续好转，公司加速交易服务板块的数字化转型，通过线
上智慧案场为传统型案场赋能，提升交易效率和客户满意度。报告期内，公司交易服务板块实现营业收入 18.90 亿元，同比
增长 0.56%。
报告期内，代理销售业务有效覆盖 200 多个地级城市，服务项目数量超过 1,900 个。公司项目案场在提供代理服务的基
础上叠加和推广策划、电商、金融、装修等服务，提升公司综合收益。代理销售业务所服务的客户类型丰富，结构均衡，业
务稳定性持续增强。互联网+业务以公司代理服务案场为场景入口，链接社会共享资源信息，截至报告期末，互联网+业务
链接经纪门店超过 7 万家，链接经纪人超过 22 多万，集房注册会员数近 270 万人。报告期内，顾问策划业务受疫情影响，
执行合约数下降。公司顾问团队积极拓展与服务政府机构及政府平台企业，充分发挥专业服务能力为城市发展和片区开发提
供决策支持依据，助力地方产业与经济发展。
（二）交易后服务
报告期内，尽管受疫情影响，然而金融服务业务仍然稳中有进，2020 上半年新增放款规模与去年同期相比略有增长，
但由于存量贷款回收和新增放款业务结构的变化，截至报告期末贷款余额 26.42 亿元，较去年同期减少约 8 亿元，金融服务
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1.00 亿元，同比下降 66.64%。公司金融服务团队仍坚持践行以场景为依托，为客户创造价值的理念，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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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推动业务转型和结构优化，围绕可触达的业务场景，以装修分期、应收账款保理、小微企业供应链融资等产品为重心积极
拓展市场，优化贷款投向结构。新增放款中的超短期业务占比较去年同期增长较大，新增贷款大部分为针对中小企业的中短
期贷款和超短期贷款，此类中小企业贷款公司不收取放款手续费，并且其利率水平较过往其他贷款利率水平有较大幅度下降。
疫情发生后，公司积极响应国家在抗疫期间降低小微客户融资成本的政策号召、以实际举措支持实体经济，首先针对受到疫
情影响的重点地区和相关行业的存量客户采取了降低贷款利率、延期偿付利息的疫情关怀措施。随后，考虑到疫情对经济和
社会的影响逐步扩大，公司进一步扩大了疫情关怀的范围，与更多的存量客户协商，通过降低贷款利率、延长贷款期限、推
迟偿付利息，甚至减免部分利息的方式，帮助客户减轻因经济放缓和疫情影响产生的双重压力。同时，继续推进全流程风险
管理，依托大数据加强前端客户信用风险和欺诈风险的识别，并同步优化中后台操作流程，做好逾期贷款的管控，确保整体
资产风险可控。
报告期内，装修服务业务受疫情影响实现营业收入 0.64 亿元，同比下降 61.86%。装修服务业务现已覆盖 56 个城市，
装修面积超过 67 万平方米。产品方面，装修服务业务持续创新迭代，形成标准化的公寓、家装、酒店、办公、售楼中心、
样板房、软装等产品体系；集采方面，装修服务业务丰富完善集采供应链，补充储备供应商 300 余家，涉及装修产业 17 大
类别。依托于丰富集采供应链资源，公司装修团队积极拓宽服务对象及服务内容，开拓并执行供应链深度落地服务模式，向
客户提供工程订单采购。报告期内，装修服务业务稳步推进项目落地交付，上半年交付项目有深圳远为红花雅筑、清远半山
豪庭（二期）
、长沙蓝山郡（二期）
、普宁尚东明珠、吉林金地中央大街等项目，交付房屋上千套，积累沉淀丰富项目交付经
验，夯实装修服务业务核心能力。
（三）资产运营服务
报告期内，公寓管理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2.52 亿元，同比下降 4.86%。疫情期间，恰逢换租季，公寓管理业务面临收入
降低和防疫成本增加的情况。随着疫情的缓解，公寓管理业务租金收入下降的比例逐月收窄，并且公寓管理服务团队对运营
成本进行有效控制。2020 上半年疫情期间，公司积极配合各地政府、社区进行疫情防控，确保租客及员工无确诊病例。并
且积极调整出房策略，出租率与去年同期持平，公寓管理业务在管间数超过 3.3 万间。
报告期内，公寓管理业务坚持向轻资产模式转变，致力于将公寓数字化管理系统——“悠租云”赋能于合作伙伴，助力
合作伙伴实现公寓运营数字化。2020 上半年，公司在深圳、广州、杭州等城市新增输出系统服务近 1.4 万间。2020 上半年，
公寓品牌运营数据明显提升，会员量累计超过 20.4 万批；累计官微粉丝超过 5.5 万，App 下载量提升至近 13.3 万；通过积
极提高互联网渠道运营效能，报告期内展示房源获得 577 万用户点击量；通过广告投放和社群活动扩大流量提升品牌知名度，
报告期内获得 4800 万次曝光。同时公寓管理团队首次进行 IP 品牌联合，制作了红璞公寓 x 萌二联名表情包，萌二表情包获
得发送量超 37 万次。
报告期内，公司工商资产运营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1.37 亿元，同比增长 16.76%。公司办公品牌“世联空间”已在全国布
局 13 个城市，在运营面积近 40 万平方米，入驻企业超过 1000 家，包括新引入知名互联网创新型科技上市企业、无人机研
发企业、在线教育独角兽企业、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等。由于部分项目合同到期和疫情期间公司对“世联空间”
业务的战略性优化，运营面积有所降低，该业务在区域集中度得到进一步提升，业务中台与资源共享效率提高。2020 年 5
月，
“世联空间”荣获前瞻产业研究院《2020 年中国联合办公最具投资价值企业榜单 TOP10》
。
（四）资产管理服务
公司资产管理服务板块定位于为工商资产提供“产业化解决方案”的综合服务商，通过构建产业综合服务能力，打造从
资产投资、咨询、运营、租售代理、物业管理到退出的全链条产业服务能力。
物业管理服务业务聚焦于商办物业，以工商物业及都市型产业园为标的，进一步深化物业管理项目的“企业化、社会化、
经营化、规模化”的管理模式。2020 年上半年，物业管理服务业务受疫情一定影响，同时优化部分盈利能力较低项目，物
业管理服务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2.76 亿元，同比下降 4.01%。截至报告期末，物业管理服务业务实际在管的全委托项目数达
到 93 个，新签约的全委托物业管理项目 5 个，在管项目实际收费面积近 500 万平方米。2020 年上半年，公司物业管理团队
成功签约北京奇安信总部大楼、北京财政部监管局鑫正大厦、北京小米亦庄智能港、青岛欧亚中心等项目，彰显公司在政府
物业和高科技企业总部园区的服务能力。疫情期间，公司物业管理团队协助长江建投方舱医院运维组积极转运物资，全方位
为长江建投集团提供坚实的后勤保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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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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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修订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
月1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2019年5月9日，财政部修订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
号），要求自2019年6月10日起执行；2019年5月16日，财政部修订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
号），要求自2019年6月17日起执行。
修订后的收入准则将现行的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
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了更明确的指引；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
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根据准则规定，公司在编制2020年度及各期间财务报告时，根据首次执行收入准则的累积影
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修订后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修订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定义；明确了准则的适用范围；规定了确认换入资产和终止
确认换出资产的时点，以及当换入资产的确认时点与换出资产的终止确认时点不一致时的会计处理原则；细化了非货币性资
产交换的会计处理；增加了有关披露要求。根据准则规定，公司对于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需要进行
追溯调整，2019年度公司未发生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事项，本次变更对2019年度的资产总额和损益没有影响。
修订后的债务重组准则修订了债务重组的定义；明确了准则的适用范围；修订了债务重组的会计处理；简化了债务重组
的披露要求。根据准则规定，公司对于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需要进行追溯调整，2019年度公司未发生债务重
组事项，本次变更对2019年度的资产总额和损益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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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处置子公司
子公司名称
广州小样达客互联网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股权处置 股权处置 股权处置 丧失控制权的时点 处置价款与处置投资对应
价款
比例
方式
的净资产份额的差额
0.00
60.00% 转让
267,272.14
2020年01月31日

2）根据公司投资委员会决议，本报告期内新增以下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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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世联君汇韦玥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君汇韦
玥”)

深圳

深圳

内蒙古世联行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蒙古世联”)

内蒙古

内蒙古 房地产中介

51.00% 投资新设

山西辰世兴业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辰世”)

山西

山西

房地产中介

51.00% 投资新设

广西蜂巢美嘉装饰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蜂巢装饰”)

广西

广西

装修服务

51.00% 投资新设

深圳悠租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悠租云”)

深圳

深圳

电子商务

100.00% 投资新设

武汉小恐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小恐龙”)

武汉

武汉

房地产中介

92.74% 投资新设

厦门世联无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世联物业”)

厦门

厦门

资产服务

47.30% 投资新设

资产服务

47.30% 投资新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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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世联集房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集房酒店管理”)

杭州

杭州

资产服务

100.00% 投资新设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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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世联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工商注销

100.00%

0.00

1,486,332.17

怀来卓群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工商注销

100.00%

0.00

0.00

成都小样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工商注销

38.02%

4,070,171.17

-57,569.97

合肥世联集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工商注销

100.00%

573,438.77

-2,253.32

郑州世联集金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工商注销

100.00%

94,966.80

-167.9

武汉世联集金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工商注销

100.00%

96,443.51

-107.7

天津世联装饰有限公司

工商注销

100.00%

998,317.44

-572.95

香河卓群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工商注销

100.00%

0.00

0.00

东莞世联集房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工商注销

100.00%

0.00

0.00

石家庄红璞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工商注销

100.00%

0.00

-144.98

重庆红璞玖玖公寓管理有限公司

工商注销

100.00%

0.00

0.00

重庆红璞样公寓管理有限公司

工商注销

100.00%

0.00

0.00

重庆世联君汇物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

工商注销

60.28%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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