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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联行 | 不动产场景集成服务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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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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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联行，1993年成立于深圳，是境内首家登陆A股的房

地产综合服务提供商（股票交易代码：002285），为大

横琴集团首个上市平台。世联行至今拥有300多家子公

司，服务遍及中国200多个城市。作为中国不动产场景

集成服务商，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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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大横琴集团入股世联行，双方整合优势资源，

充分发挥“上市平台＋国有平台”优势，构建世联行

“大交易+大资管”双核协同的业务体系。在继续为中

国不动产交易提供高效服务的同时，世联行亦将通过多

样化的资管服务为资产持有者及使用者提升并创造物业

价值，致力于成为中国不动产综合服务的领军企业。

关于我们
ABOUT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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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

核心价值观

以客户为中心

真正为解决客户的问题而行动，我们没有产品，提供的是解决方案，

是以客户需求为出发点，从客户角度思考问题。

以奋斗者为本

评判公司员工或管理层，不看资历、学校、学历、关系，一切以

“奋斗”为标准。不论现有成绩如何，都不应满足现状、停滞不前。

以团队为强大

当遇到问题时，要从团队出发寻找解决方案。每个业务可能是单一

的，但依靠完整的世联，利用大团队的力量就能解决问题。

以专业为生

研究客户需求，找到新的基本规律，提出应对方案，营造“场”，

这是我们要集中突破的地方，也是我们的专业所在。

CORPORATE CULTURE

使命

提升不动产交易效率和体验，赋能资产价值持续提升

愿景

成为中国不动产综合服务的领军企业

公司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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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董事长、创始人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学技术委员会房地产市场

服务专业委员会委员、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

先行示范区专家、深圳市法定图则委员会委

员、同济大学校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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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第九任中城联盟轮值主席。

董事、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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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中旅独立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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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联核心
LEADERSHIP

董事长

兰州大学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现任珠海大横琴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世联行集

团董事长。曾任珠海大横琴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阳江市海陵岛琴海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董事长。目前兼任大横琴股份<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珠海大横琴发展有限

公司董事长、珠海大横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珠海大横琴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大横琴（香港）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珠海横琴总部大厦发展有限公司董事、粤澳

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董事、大横琴（澳门）发展一人有限公司董事长。

胡 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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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架构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股东大会战略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董事会

董事长

CEO

财务管理中心 人力行政中心 信息技术中心战略投资中心 投后管理部 总裁会

装修事业部 世联君汇交易业务发展中心 资产运营发展中心 金融事业部

监事会

股东事务办公室

审计与风控部

各地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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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历程
HISTORY

全国化

2003~2012

• 2004年 - 世联确立“全国化”

发展战略，明确代理和顾问两

大主营业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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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化

1993~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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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划的服务机构之一。

集成化

2013 至今

• 2014年，“世联地产”正式更名为“世联行”，

启动祥云战略，开始转型，业务延伸至资产运营、

资产管理等领域。

• 2020年，大横琴集团入股世联行，确立“大交易

+大资管”为公司两大核心业务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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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资质
QUALIFICATION

• 世联行获“2021年中国房地产策划代理百强——综合实力TOP10”

• 世联行获“深圳知名品牌”称号

• 世联行获“2020年人力资源管理杰出奖”

• 深圳先锋居善科技有限公司（房联宝）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 世联君汇旗下安信行通过ISO9001、ISO14001、OHS18001认证

• 世联物管获“2020中国物业管理企业综合实力500强”

• 世联金融为深圳首批试点小额贷款公司

• 世联装饰拥有四项建筑施工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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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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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00+

开发企业

28年累计服务

300+

政府机构

1302万+

小业主

Since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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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伙伴

PARTNERSHIP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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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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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逻辑
OUR SERVICES

大资管大交易
联接

赋能

交易服务
代理销售
互联网+
顾问策划

交易后服务
金融服务
装修服务

资产管理
基础物管
城市资管

资产运营
公寓管理

工商资产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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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HOME TRANSACTIONS

主营业务

服务

3200+

项目

覆盖全国

200+

城市

累积服务

25000+

开发商

大交易 | 代理销售

项目价值策划 营销策略制定 销售组织 客户研究触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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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交易 | 互联网+
E-TRANSACTIONS

累计链接：

门店8万+

经纪人24万+

购房者 开发商

媒体资源
整合

客户资源
发动

精准锁客
服务

房联宝

信息有效匹配 多渠道整合

新房销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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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高端起步，以“大交易”和“大资管”业务为支撑，为政府机构和开发企业客户提供从规划、策

略到招商运营管理等链条化系统解决方案，与“大交易”和“大资管”业务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大交易 | 顾问策划
REAL ESTATE CONSULTANCY AND PLANNING 

城市更新 / 乡村振兴 / 产业地产 / 文旅地产 / 轨道交通 / PPP / 特色小镇 / 

养老地产 / 营销模式研究（住宅、综合体、写字楼）

世联行产业服务业务链条：区域战略 —— 产业咨询 —— 空间产品 —— 运营服务

顶层设计 |   产业生态 |   空间利用 |   平台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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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务一方面为新购房客户在精装、整装、软装等场景提供融资便利，

另一方面为交易服务及时支付渠道佣金提供融资便利，实现与交易业务的

协同发展，为“大交易+大资管”两大核心业务提供支持服务。

主营业务

大交易 | 金融服务
FINANCIAL SERVICES 服务购房者 /  服务交易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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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联装饰拥有从标准化施工、专业化设计、总对总集采、规范化监理、定制

化软装、线上商城等一站式装修服务能力，为世联行“大交易+大资管”的

发展提供业务支持。
主营业务

大交易 | 装修服务
DECORATIONS

公寓
公寓空间硬软装/整体优势

家装
空间改造、去化

写字楼
样板间

售楼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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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资管 | 公寓管理
APARTMENT OPERATION

悠租云系统是依托世联红璞多年公寓运营经验打造出的SaaS平台，构建了从公寓运营、品牌

营销、客户管理、财务管理到系统大数据的全流程支持，目前已与格力、深业、广业成等多

个大型企业达成合作，成熟的运营经验和完善的系统功能为更多公寓伙伴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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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资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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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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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资管 | 基础物管
ESTATE MANAGEMENT

以非住宅物管服务为主，为企业客户自持自用物业、开发商或投资机构

的物业及政府机关大楼等提供基础物管、行政后勤等增值类服务。

在管项目

101个
收费面积

约557万平

百度大厦上海中城国际大厦 中国电科太极信息技术产业园 阿里巴巴乌兰察布数据中心 青岛市北区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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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资管 | 城市资管
URBAN ASSET MANAGEMENT

1、横琴模式

2、赣州和南康项目

3、地区政府或政府平台公司合作（ppp项目？）

为地方政府或管委会，政府平台公司的新城、新区或者产业园项目，提供

从基础物业管理服务到城市运营服务、企业落地服务以及产业发展服务的

一体化服务，通过运营帮助政府提升城市整体价值。
主营业务

横琴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横琴 · 澳门青年创业谷 横琴国际商务中心（I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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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建设

世联行数字化平台的研发与不断升级，不仅支持了世联行各项业务的发展，还为开发商、各类物业

持有者及使用者提供了便利，让更多人享受真正的不动产服务。

世联行多项业务的发展均基于自主开发的数字化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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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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业务 装修业务 顾问策划

代理销售及
互联网+

工商资产
运营

公寓管理 基础物管 城市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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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企业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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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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H A N K 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