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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949            证券简称：奥雅设计                 公告编号：2022-022 

深圳奥雅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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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 无变更。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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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雅设计 股票代码 30094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陶丽悯 王月秀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街道兴华路 6 号华建工

业大厦（又名：南海意库）5 号楼 302B、

303、404（仅限办公）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街道兴华路 6 号华建工

业大厦（又名：南海意库）5 号楼 302B、

303、404（仅限办公）  

传真 - - 

电话 0755-26677820 0755-26677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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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箱 securities@aoya-hk.com securities@aoya-hk.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 

公司是目前国内首家以景观设计为主业的上市公司，景观设计行业位于产业链中部，具有纵向整合产业链的优势，可提

供全程化、一体化全产业链的综合解决方案，以创意创新设计引领行业。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景观设计及以创意设计为

主导的EPC总承包业务，是以创意设计为引领、以运营管理为先导、以数字科技为支撑的美好人居环境综合服务商。业务范

围主要为：社区景观、公共空间与城市更新、儿童友好城市与亲子空间、乡村振兴及职业教育。其中包括：策划与经济分析、

概念性规划、生态规划与设计、城市设计、景观园林设计、建筑设计、室内装饰设计、主题包装与软装设计、平面视觉和产

品设计、儿童空间与活动设施研发、儿童自然与艺术教育、数字艺术与场景设计、文旅运营与职业教育等业务。 

2021年9月，公司正式参股深圳市绽放文创投资有限公司，布局文旅消费产业板块，积极实现业态更新及融合，加速文

旅板块多元化升级。同年10月，投资重庆奥雅可是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曾用名：重庆可是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各自的

资源及技术优势，紧抓文旅产业高速发展和存量时代的宝贵契机，致力于成为城市更新和乡村振兴的存量资产综合运营商。

同年11月，公司增资控股绽放文创子公司深圳奥雅绽放数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曾用名：深圳市绽放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介入沉浸式互动娱乐领域，勇于探索前沿数字艺术，打造元宇宙体验空间。 

公司业务在专注主业发展同时也为文创旅游、新型城镇化发展与美丽乡村搭建起“Design设计、Building建造、Finance

金融、Operation运营”的“D·B·F·O” 微笑曲线服务体系，在实现企业价值和理想的同时，解决当代中国的实际问题与

需求，创造具有地域特色、人性化和充满活力的新旧城市空间、儿童友好城市和综合文化旅游项目。从旅游市场分析、产业

运营模式、旅游产品设计、生态文化景观、商业空间规划、场景设计及多元化业态策划、项目运营等多方面切入，整合资本

运作，实现从文创旅游策划到品牌塑造，场地规划到落地运营等的一整套体验式的产业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11,752,695.16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4.48%。在新冠疫情和行业影响下，公司保持了传统

景观设计业务的稳步增长，这些都得益于公司优秀的综合专业能力与行业头部企业优势，并保持与品质优秀、资金稳定的国

企、央企或各地政府及公共平台全域内拓新维老，业务得以良好与长期稳定的增长；同时公司在主要由洛嘉儿童项目构成的

EPC及软装与专项设计及制作业务项目发展上，通过长期蓄力发展，也在报告期内获得此类业务发展以来的首次较高增长，

营业收入较上期增加84,599,600.76元，增长比例为143.51%。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利润总额86,229,674.54元，较上年下降26.63%；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5,420,057.17

元，较上年下降26.54%。导致净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有地产调控受宏观政策的影响、新冠疫情反复对文旅的打击的影响，政

府换届年对大型综合性项目决策推迟的影响。也和公司人才战略有关，即坚持在行情变化期收储面向未来的非地产类型人才、

管理运营人才和研发人员，包括基于人才战略布局增加的新团队与分子公司，这些对成本的增加均有所影响。公司2021年的

人员规模较去年同期1,437人增加到1,750人，人员增加的同时，人才素质也有较大的飞跃。成本增加叠加收入增速变缓，成

了利润下滑的重要原因。 

  （二）主要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根据采购内容的不同，公司采购主要分为两类：一类为物料、设备及安装的采购；另一类为服务的采购。公司因EPC总

承包和软装与专项设计及制作业务需进行物料、设备及安装的采购，主要包括：游乐设施、工艺品、装饰品及上述设备的安

装等。服务类的采购方面，第一类属于晒图文印及效果图制作等服务的采购，第二类为公司部分项目通过与其他专业设计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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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进行技术协作服务的采购。 

    （2）销售模式 

公司自创建以来完成大量高品质项目，在业界赢得了良好口碑，逐渐形成了具有较高美誉度的奥雅景观设计品牌；借助

城市公共空间项目的经验积累和生态环境相关业务的深入研究，逐渐与各地政府及公共机构、国内众多一线房地产开发商形

成紧密的合作关系，产品和服务得到客户的一致认可。上述老客户在开展相关项目时，通过直接与公司商务谈判及磋商，直

接委托公司承担设计等业务；如需邀请招标，会优先考虑向公司发出邀请招标函，邀请公司参与其项目投标。 

与此同时，公司市场部也密切关注公开市场信息，筛选优质项目，参与公开招投标。 

    （3）项目管理模式 

公司在从事景观设计类业务时，严格遵守总体项目管理流程，按照项目所属阶段将项目管理流程划分为项目前期、项目

进行阶段和项目后期服务阶段，以进行分类管理。各阶段具备相应的设计深度要求及产品效果，公司通过执行项目管理流程，

确保各阶段达到对应的设计要求。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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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1,461,271,372.48 669,512,075.41 118.26% 526,396,389.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99,102,456.76 409,367,407.65 192.92% 306,669,178.61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611,752,695.16 491,441,001.60 24.48% 517,596,106.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5,420,057.17 102,667,635.32 -26.54% 112,046,373.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8,799,268.64 90,334,646.95 -34.91% 101,933,973.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7,462,007.44 92,634,439.50 -151.24% 66,056,832.2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31 2.28 -42.54% 2.4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31 2.28 -42.54% 2.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32% 28.68% -21.36% 43.40%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05,980,837.85 152,726,816.20 156,151,119.24 196,893,921.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560,161.53 11,762,354.63 29,385,986.01 25,711,555.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915,206.89 10,075,784.59 23,403,144.10 19,405,133.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767,924.74 10,072,778.42 -11,812,073.89 4,045,21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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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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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26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1,061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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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李宝章 境内自然人 57.11% 34,265,250 34,265,250   

深圳奥雅和力

投资管理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91% 6,547,500 6,547,500   

深圳奥雅合嘉

投资管理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64% 2,182,500 2,182,500   

珠海乐朴均衡

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34% 2,004,750 2,004,750   

UBS   AG 境外法人 0.28% 167,736 0   

黄少芳 境内自然人 0.20% 119,400 0   

李杰 境内自然人 0.19% 114,700 0   

应艳芬 境内自然人 0.18% 105,000 0   

陈丽虹 境内自然人 0.17% 99,300 0   

何昌容 境内自然人 0.16% 94,6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深圳奥雅和力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奥雅合嘉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是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宝章先生控制的企业。 

2、除上述情况之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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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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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事项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深圳奥雅设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75

号）同意注册，深圳证券交易所印发《关于深圳奥雅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创业板上市的通知》（深证上

[2021]226号），公司股票于 2021年 02月 26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发行股份数量为 15,000,000股。具体信息详

见公司于 2021年 2月 25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

告书》等相关公告。 

2、关于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换届事项 

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21 日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暨提名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关于董事会换届暨提名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完成了第三届董事会的换届选举。2021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暨提名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选举了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

代表监事，与 2021 年 7 月 5 日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第三届监事会，完成了第三届监事会的换届选举。

第三届董事会、监事会任期自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2021 年 7 月 21 日）起三年。 

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21 日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

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内审负责人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

监事会主席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21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

监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换届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3）、《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审负责人及证券事务代表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4）及相关公告。 

3、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延长股份锁定期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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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票于 2021年 2月 26 日上市，自 2021 年 6 月 29 日至 2021 年 7 月 26 日，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

低于发行价 54.23 元/股。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长李宝章及其控制的企业深圳奥雅合嘉投资管理企业（有

限合伙）、深圳奥雅和力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以及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触发股份锁定期延长

承诺的履行条件，上述主体持有公司股份的锁定期由 2024 年 2 月 26 日延长至 2024 年 8 月 26 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26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延长股份锁定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5）。 

4、关于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事项 

2021年 9月 29 日，公司与四川旅投旅游创新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拟在文旅项目、文旅产

业股权投资基金以及国资混合所有制改革等方向开展合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29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2）。 

2021 年 10 月 28 日，公司与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精诚合作，打造共赢互

利、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整体数字化体验内容、文化创意设计以及智慧化系统建设等领域进行全方位的合作，

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创新文创、新旅游的新标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9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4）。 

5、关于对外投资暨签署增资协议事项 

公司于 2021 年 11月 14 日与公司参股公司绽放文创及其全资子公司深圳市绽放文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绽放科

技”），就通过增资方式战略控股绽放科技事宜，在深圳签署了《关于共同运营深圳蛇口价值工厂“大筒仓”项目增资合作

协议》。 

本次交易目的为公司与绽放文创共同联手，对深圳蛇口价值工厂“大筒仓”项目进行投资及运营，公司将充分利用绽放

文创在互动沉浸式数字艺术上的策展与落地经验及公司数字化设计及场景营造与运营的综合能力赋能，将其建设为“奥雅绽

放数字艺术馆——元宇宙体验空间”。该项目主体建筑物“大筒仓”长度达 78.5 米，高 38.3 米，室内总面积达 2500 平米，

是深圳知名的工业遗址。公司将绽放科技定位为数字化时代下元宇宙的场景设计与空间营造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15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对外投资暨签署增资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5）。 

2022年 1月 21 日，绽放科技完成增资相关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取得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1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01）。 

6、关于新增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事项 

2021年 12 月 7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公司增加海口为“深圳奥雅设计服务网络建设项目”的实施地点。公司独立董事对新

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对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事项出具了无

异议的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7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新增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7）及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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