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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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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 2019年拟不进行现金分红及股本转增。本分配方案已经公司第二届第十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的要求，拟分配的现金红利总额与当年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之比低于 30%，公司对利润分配预案的补充说明主要内容如下：综合考

虑疫情对宏观经济影响、公司所处发展阶段和未来发展规划，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将用于公司业

务发展、在建项目建设、补充公司的营运资金、支持公司新产品研发及市场拓展，进一步提高公

司核心竞争力，巩固公司行业地位。进一步优化资本结构，从而降低资产负债率及财务成本，保

障公司的持续、稳定发展。 

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公司决定将部分留存未分配利润

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增强市场信心，为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也有利于长期回报投

资者。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风语筑 603466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茹建敏 赵工 

办公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江场三路191、193号 上海市静安区江场三路191、

193号 

电话 021-56206468 021-56206468 

电子信箱 rujianmin@fengyuzhu.com.cn zhaogong@fengyuzhu.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场馆及主题空间 

为各类场馆及空间提供数字文化展示体验系统的策划、设计、实施和维护服务，如城市馆、

园区馆、博物馆、科技馆、企业馆、商业体验馆、旅游景区展示体验中心、会展、各类主题馆以

及包含多种功能的综合展览馆等。公司的数字文化展示体验系统以创意设计为先导、以科技为依

托、以跨界总包为手段，在具体项目实施中运用一体化全程控制的运作模式，为客户提供整体解

决方案。 

产品应用领域 功能用途 代表作品 

城市、园区展示系统 

该类空间主要展示城市历史

文化底蕴、发展历程、建设成

就和未来规划愿景。 

石家庄市规划馆

 

商业、主题展示系统 

该类空间主要通过内容传播、

互动体验等手段对受众群体

提供学习、娱乐新方式。 

奉贤规划资源展示馆

 

博物馆展示系统 

该类空间主要通过创意设计、

互动技术等手段为公众提供

自然和人类文化遗产知识普

及。 

大寨博物馆 

 

科技馆展示系统 

该类空间主要通过高科技数

字化展示技术，对公众进行科

普教育，传播科学文化。 

邹城蘑菇主题馆 

 



其他展示服务系统 

该类主要通过专题形式，融入

创意设计、影视动画、互动技

术、其他高新数字科技等手段

实现应用。 

党建中心

 
 

（2）展览院线业务 

业务主要以引进全球最优秀的展览 IP版权为主，以整合资源进行原创开发自有版权为辅，通

过院线经营模式，培养大众消费看展理念，打造中国商业文创展览龙头品牌。展览院线业务主要

针对国内日益成熟的城市观展人群，提供以文化 IP为主题，以数字艺术、互动科技、影像、声音、

图片、实物以及自然界概念等为手段的商业收费展。 

主题 作品 城市 

多媒体沉浸互动艺术 

《teamLab油罐中的水粒

子》 

上海油罐艺术中心 

 

《teamLab生命之森与未来

游乐园》 

广州琶醍啤酒创意园区 

 

时尚潮流艺术 《凯斯•哈林的迷宫之旅》 

杭州万象城、苏州中心 

 



《永不止步：披头士时尚艺

术展》 

深圳万象城 北京朝阳大悦城 天津万象城

 

 

（3）经营模式 

公司在业务发展中挖掘市场需求，将高科技数字展陈手段与创意设计相结合，在行业内较早

地提出了“设计领衔、科技依托、跨界总包”的经营理念，为客户提供一体化全程控制运作模式

的展示系统解决方案。公司的一体化全程控制运作模式主要体现在设计理念贯穿项目全过程，要

求设计师对各个环节和模块均深度参与，同时各相关部门根据项目设计理念支持设计师，保证各

环节在项目实施进度和实施质量上符合设计师的要求。 

创意设计是整个展示系统的核心，系基于深度解读、挖掘客户需求后确定目标方向、创意主

题、风格特点以及表现方式，设计方案能够获得客户认同是成功取得项目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创

意设计是公司业务的核心环节，由公司设计团队完成项目的总体设计方案。 

技术应用，特别是影视动画、数字沙盘、互动技术、多媒体集成、其他高新数字科技等技术

的应用是确保创意设计方案切实可行和有效呈现的重要手段，模型、平面等展示实施环节也是设

计方案视觉呈现的重要构成，对于上述重要实施环节，公司均拥有专业团队可自主完成，当产能

不足、或涉及特殊技术、制作要求等情况，公司通过向相关专业供应商采购部分产品或服务作为

补充，但实施方案、实现效果仍由公司负责制定与指导。此外，对于项目实施过程中涉及的基础

装饰装修等相关劳务，除公司自行完成外，由部分材料、设备供应商提供相关安装服务，公司亦

会根据需要向相关专业单位采购。 

多年来，公司展示系统项目实施过程涵盖多专业知识、跨领域工种组织、多元化系统总包，

公司目前已形成较强的技术优势和管理优势。同时，在创意设计中，强调布局的灵活性与丰富性，

可实现文化科技展示、规划公示、信息传递、知识普及、品牌宣传、招商引资、学术交流、政民

互动、旅游观光、休闲娱乐、会议与办公等多种功能。 

a)销售模式 

公司业务部负责对外承接业务及相关销售事宜。公司主要通过参加招投标方式承接业务并提

供服务。业务团队通过各级地方政府发改委建设项目信息网站、招标网等公开信息渠道获得市场

信息，进行实地调研、动态跟踪、信息分析和评估，确定投标后，业务部负责组织投标工作向客

户展现公司实力，投标部、预算部、设计部等相关部门予以配合，共同完成投标文件。 

项目中标后，业务团队总体负责销售合同的拟定工作，并协调相关部门配合及与总经理进行

进一步会议讨论。谈判达成并签订合同后，业务团队负责项目的实际对接，包括客户需求的传达、

临时调整方案、款项支付等。 

另外，公司通过多年经营积累了品牌效应和丰富的客户资源，通过老客户的介绍及委托、广

告宣传、网络推广等途径会有一些客户直接将业务委托给公司，针对客户直接委托的业务，业务

部组织公司相关部门制作项目策划方案，获得客户认可，然后签订合同。 



此外，由于展示系统完成后一般都有持续更新、改造需求，客户如对展馆进行局部或整体提质、

改造，通常需重新进行招投标，但一般优先考虑原服务提供商。 

b)创意设计模式 

公司展示系统一站式整体解决方案的实施以设计为主导，根据总体策划设计方案，以数字科

技为依托，完成影视动画、多媒体集成、数字沙盘、其他数字科技应用等各分项设计方案的制定

与实施、基础装饰装修实施、全过程管理及质量控制。公司展示系统的策划设计及实施过程中主

要内容如下： 

1）初期策划设计 

在策划设计项目的初期，公司由设计部派出方案设计师，负责组织策划设计团队确定总体方

向并提出概念方案。初期策划设计在深入了解、挖掘客户需求的基础上进行，主要包括目标方向

精准定位、创意主题凝练设定、方案拓展总结扩充几方面，在以上策划设计方向确定后，以此为

思路开展设计标书制作。设计标书系后期工程和实施衔接参照的基础，一般分为商务标和技术标：

商务标主要是价格的列示，技术标为设计方案和方案实现所需的技术要求。 

2）深化设计方案 

公司在中标、取得项目后，每个项目均成立项目实施小组，并由设计师负责组织深化设计方

案。项目小组针对客户意见进行调整完善，出具深化设计方案及实施图纸并取得客户认可。其中

设计方案的可行性、实施方法、设备材料及展品展具的选择、展项布局与表现等，均由公司专业

团队确认把控。预算部、采购部根据深化设计方案分别调整预算、提供材料和设备价格。在此基

础上，业务部和工程部与客户进行商务谈判，确定合同内容与价格。 

3）后期更新改造 

由于展示内容具有一定时效性，展示系统运行寿命具有一定周期性，通常在 3-5 年左右，客

户将会存在对既有展陈进行局部或整体改造的需求，通常包括但不限于展示内容的推陈出新、展

陈系统软硬件设备的升级换代和展示空间的整体改造，公司将会根据相关需求进行策划方案的跟

踪调整并提供持续保障服务。 

c)采购模式 

公司设有专门的采购部，负责市场信息收集和调研，供应商的审核和遴选，建立供应商库，

和主要供应商维持稳定合作关系。公司采购内容主要为项目多媒体设备、展品展具、装饰材料、

定制材料以及相关服务、分包。公司采用集中采购为主，现场采购为辅的方式进行上述物料和服

务的采购，以保障项目的实施进度。 

采购部会同工程审核部根据公司制定的采购管理制度以及项目需求评选确定供应商，与各供

应商签订采购订单、合同。采购物资进场后由采购部、系统集成部人员对材料和设备数量、质量

进行核对验收。分包业务完工后，工程部组织验收，工程审核部、采购部进行复核、结算。 

d)实施模式 

在一体化项目实施过程中，公司实行“设计师负责制”，设计师组织深化设计方案，出具深

化设计方案及施工图纸，并通过客户确认；预算部根据深化设计方案，调整项目预算，采购部提

供材料和设备价格。 

现场组织管理方面，设计师负责牵头、工程部派出项目经理协调，共同对项目实施全过程进

行统一、实时协调管控，充分运用公司跨界、优势资源整合能力为客户提供展示系统一站式解决

方案，同时有利于保障设计方案的效果。 

展示系统具体实施可分为现场实施和场外制作两部分，现场实施包括装饰安装、设备安装调试、



平面安装、模型安装与调试，由现场项目经理负责统一协调；场外制作包括影视动画制作、数字

沙盘、互动科技展项、平面、模型及其他定制类展项等，基于各项目的创意设计由各部门向设计

师提供支持。 

(3)行业情况 

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战略性

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公司提供的数字文化展示体验系统中涉及的数字内容加工处

理、依托新兴载体进行文化信息传播、数字动漫设计制作、数字文化技术创新服务等均属于新一

代信息技术产业中高端软件和新兴信息服务产业方向中的数字内容服务业。 

近年来，数字展示行业正在迎来“文化+科技”融合新时代，文化与科技创意融合发展的趋势日益

明显，从大数据的应用、云平台的搭建，到新技术的应用与创新，运用全息、5G+VR、AR、裸眼

3D、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多媒体高科技展示交互技术，赋能各类主题空间、城市艺术、文创展览、

餐饮行业、新零售及品牌。文化与科技创意的融合已经成为当前数字展示行业发展壮大的核心关

键。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3,740,598,612.69 3,437,165,809.60 8.83 2,755,804,605.40 

营业收入 2,029,915,182.15 1,708,361,291.61 18.82 1,499,199,025.1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262,205,694.55 210,956,375.57 24.29 166,156,780.3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46,738,307.59 201,394,784.39 22.51 153,724,973.2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669,620,866.56 1,402,803,586.43 19.02 1,290,256,234.60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52,765,242.58 263,773,028.91 -4.17 242,293,244.68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91 0.72 26.39 0.64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91 0.72 26.39 0.64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7.10 15.78 增加1.32个百分

点 

22.20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437,923,742.09 528,141,214.28 487,327,881.64 576,522,344.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76,673,948.67  67,613,016.36 62,925,029.42 54,993,700.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76,039,622.78  59,603,510.86 62,989,924.53 48,105,249.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00,675,967.32 59,603,510.86 62,989,924.53 230,847,774.50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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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0,38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0,029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辛浩鹰 0 98,100,000 33.62 98,100,000 无   境内

自然

人 

李晖 0 81,000,000 27.76 81,000,000 无   境内

自然

人 

上海励构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0 20,000,000 6.86 20,000,000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上海鼎晖百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上海鼎

晖达焱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3,589,500 1,500,500 0.51 0 无   未知 

过鑫富 -107,800 1,500,000 0.51 0 无   未知 

广西光明鸽鸽业有限

公司 

1,058,277 1,058,277 0.36 0 无   未知 



余永康 1,028,000 1,028,000 0.35 0 无   未知 

程晓霞 0 900,000 0.31 900,000 无   未知 

上海宏鹰股权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上

海宏鹰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900,000 900,000 0.31 0 无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869,760 894,795 0.31 0 无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李晖、辛浩鹰为一致行动人，与程晓霞存在关联关系。李晖

持有励构投资 21.20%财产份额并担任其执行事务合伙人。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其他

企业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0.3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18.8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 2.62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24.29%；总资产为 37.41亿元，同比增长 8.83%；净资产为

16.70亿元，同比增长 19.02%。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2019 年 4 月 30 日和 2019 年 9 月 19 日，财政部分别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

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和《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2、2017年 7月 5 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并

要求境内上市公司自 2020年 1月 1日起开始施行。 

3、2019年 5月 9日，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

8号），自 2019年 6月 17日起施行。 

4、2019年 5 月 16 日，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12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号），

自 2019年 6月 17日起施行。 

基于上述会计准则的颁布及修订，公司拟对原会计政策作相应变更，并按照上述文件规定的

施行日开始执行上述会计准则。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以控制为基础确定，包括本公司及全部子公司的财务报表。

子公司，是指被本公司控制的企业或主体。 

本公司本期合并范围为宣城风语筑展览有限公司、珠海风语筑展览有限公司、苏州雅诗蒂诺



模型有限公司、桐庐放语空文化创意有限公司、上海要看文化创意有限公司、上海创语想文化科

技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上海励想文化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详见 “八（一）在子公司中的

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