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语筑

A3

主编：万鹏 编辑：陈英 2018 年 12 月 7 日 星期五
Tel:(0755)83509452

风语筑：借助资本市场开启数字展示新赛道
证券时报记者 王一鸣
风语筑（
—这一琅琅上
603466）——
口的名字不仅透着诗意， 也承载着企
业的愿景。 “
风，为风向标；语，为话语
权；筑，代表要做资本市场的地标性建
筑的决心。” 公司创始人、董事长李晖
曾这样定义这三个字的内涵。
作为风语筑的掌门人， 李晖也颇
具个性，不仅是 A 股少有的建筑设计
师出身的创业家，作为 70 后，也是同
龄人中的 “
潮人”——
—喜欢球类运动、
跑马拉松、思路天马行空，无论外表还
是思想，都呈现出年轻、富有活力的面
貌。他认为，无论生活还是工作都不应
该是枯燥的，一定要“
好玩”。
工作中，李晖需要接触 VR、AR、5D
影院、超长高清无缝触摸屏、互动飞屏
等各类国际先进的“
好玩”的展览技术。
按他的话说，“
好玩” 应该变成一种态
度，与刻板传统的办公方式不同，目前
公司更有趣、放松、休闲的办公环境能
带动员工产生更多创新的意识和设计。
在李晖的带领下，风语筑就这样“
玩”出
了知名度，“
玩” 中上市，“
玩” 中发展。
2003 年创办公司至今， 作为中国展览
展示行业的龙头企业，风语筑已累计打
造超过 500 座主题展示馆， 包含 17 个
省会馆、博物馆、科技馆、旅游体验馆等
各类型主题空间， 作品遍布全国 23 个
省级行政区， 其中天津城市展览馆、重
庆城市展览馆、上海中心大厦观光体验
厅、华为展示厅、国酒茅台展示馆等都
是风语筑的重要标志性作品。
在上市一年后， 这家数字展示行
业龙头公司发展势头未减， 最新披露
的 2018 年三季报显示，今年前三季度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74 亿元， 归属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2 亿元，同
比继续双增长。 未来，还将开启新赛
道的征程。 近日，证券时报“
上市公司
高质量发展在行动”采访团走进风语
筑，听李晖讲述风语筑的过去、现在
和未来。 谈起上市后的感受时，李晖
说，“
上市是你站在灯光底下，别人在
看你，而且投资者都希望公司发展得
更好，这让我们有压力也有动力。 不
过，更重要的是，上市后可以借助资
本的力量开展新的布局，公司主业是
从事利用数字化展示手段，重新定义
主题文化展示领域， 其中城市馆、园
区馆是以前的一条主赛道，未来要把
赛道拓宽，开启商业展示、青少年教
育和文旅等新赛道。 ”

理工男的创业梦
本次采访的地点位于上海市北
工业园区的风语筑设计大楼，迈入公
司大门，一行代表风语筑个性的 Slo－
—“
好玩的时候才刚
gan 颇为醒目——
刚开始。 ”
“
玩” 是李晖受访时频频提到的
关键词，他定义的“
玩”不是玩票，而
是要做一些有意义、有趣的事情。 对
于李晖来说， 设计是充满乐趣的，可
以在工作中“
玩”出效益。 同样，在业
余时间中，也应该“
玩”出点名堂，例
如风语筑近 20000 平方米、11 层的办
公大楼就被打造成了建筑展览馆，虚
拟现实、数字沙盘、5D 影院、超长高
清无缝触摸屏、 非触摸互动投影、互
动飞屏等国际先进的展览技术都可
以在这里看到。 并且，大楼每层办公
空间都被划分成不同区域，墙面设计
成涂鸦、古典绘画等不同主题。 篮球
场、攀岩壁、小花园、游戏机这些娱乐
设施就在办公区周围。 “
工作之余员
工们玩得很开心， 加班赶工程也很
拼。 ”公司相关工作人员介绍说。
李晖平常喜欢跑马拉松和踢足
球， 他还带动公司全体员工一起参加
跑马。由此，风语筑每年都会组织多场
马拉松， 员工们跑马留下的号码牌贴
满了办公楼整整一面墙。 李晖从不掩
好玩” 事物的热情。 喜欢
饰自己对 “
“
玩”的李晖是标准的理工男，毕业于
同济大学建筑系，也是 A 股少有的建
筑设计师出身的创业家。 毕业后的李
晖作为一名建筑科班毕业生， 选择加
入一家国营建筑设计院， 来到处于改
革开放潮头的深圳。 在接触了前沿的
建筑设计，积累了一定技术、人脉和资
源后，李晖走上创业的道路。回到上海
后， 李晖创办了建筑规划领域内专业
模型设计制作的模型公司。 “
当时，国
内城市规划展览馆设计领域尚处于空

白，我们也是在摸索中一步步发展。 ”
随着业务的逐步拓展，2003 年， 他创
办了风语筑。

保持个性
在李晖看来，2010 年在上海举办
的世博会向外界宣告了高科技展示时
代的到来， 公司也迎来了高速发展阶
段， 当规模扩大后，2013 年公司迁入
了现在的风语筑大楼。
2017 年 10 月， 风语筑登陆上交
所主板市场， 为业内首家主板上市公
司。 公司主要业务则涵盖数字文化展
示体验系统的策划、 设计、 实施和维
护， 其产品及服务可广泛应用于各类
有展览展示需求的场馆及空间， 能够
为客户提供数字文化展示体验系统的
整体解决方案。“
装饰企业是负责做空
间壳子的，我们不光做壳子，里面内容
也做，就是区别。公司不仅具备装饰行
业的双甲资质， 同时也具备装饰企业
不具备的条件，即有生产内容的能力，
比如说其中包含的影视、 动画、 多媒
体，软件、科技等都是装饰行业企业所
不具备的。”在介绍公司业务时李晖阐
述了与装饰企业之间的不同， 装饰公
司负责硬件较多，软性内容较少，所以
毛利率相对较低， 风语筑则是基于数
字内容做的软件内容较多， 所以公司
的核心竞争力是设计和创意。
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专访时，李
晖重申了风语筑三个字的意义： 这个
画像从去年上市时就画好了， 目标一
直没有变，“
风”代表风向标，“
语”意味
着话语权，“
筑” 的意思是资本市场的
地标性建筑，不一定最高、最大，但一
定很特别。
在保持个性的同时，风语筑也“
玩”
出了效益，成为公司登陆资本市场的先
决条件，2014-2017 年， 风语筑营业收
入年复合增长率达 23.08%， 归母净利
润年复合增长率达 36.69%。 良好的基
本面亦引来众多投资者，上市前的股东
名单中就包括了知名投资机构宏鹰资
本和鼎晖投资， 以及世界篮球巨星姚
明。 2018 年三季报显示，作为公司第六
大股东，目前姚明持有风语筑股份 130
万股，占总股本比例 0.45%。 鼎晖投资、
宏鹰资本分别持有 800 万股和 670 万
股，位列第四、第五大股东。
上市之后， 公司增长势头未减，
2018 年前三季度，风语筑实现净利润
1.72 亿元，同比增长 16.78%。 目前，风
语筑已打造超 400 座主题展示馆，17

个省会馆、博物馆、科技馆、旅游体验馆
等各类型主题空间， 成为打造中国城市
馆最多成功案例的公司之一。
根据 中 国 招 标 网 相 关 数 据 统 计 ，
2015-2017 年公司在城市馆和园区馆展
示领域的累计中标金额分别达 7.53 亿
元、13.64 亿元和 15.76 亿元， 近三年年
复合增长率为 44.76%，分别占当年城市
馆和园区馆展示服务领域中标总金额的
39.92%、43.33%和 50.26%， 位居全国第
一。 2018 年上半年，中标金额达到 3.52
亿元， 占当年城市馆和园区馆展示服务
领域中标总金额的 63%。

拓宽主赛道
“
城市馆、园区馆”市场占据的半壁
江山无疑为公司带来了硕果。 但由于公
司过去主要依靠城市馆贡献营收成长，
目前一二线城市基本渗透完毕。 外界对
公司后续如何高速增长不乏担忧。
对此， 风语筑开始思考更大的发展
空间。在谈发展之前，李晖更看重的是自
身核心竞争力的建设：作为风语筑来说，
运用包括人工智能、 大数据、VR、AR 技
术等各项数字科技手段来达到创意展示
效果， 为客户定制打造具备感官冲击力
和沉浸式体验感的展示空间， 是公司一
直在追求的目标，在这过程中，也提升了
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
相对于同行，风语筑的核心竞争力
在于设计。 公司现在有 1300 多人，大部
分都是设计师，我自己也是其中之一，但
设计师也分为很多类型，有室内设计师、
建筑师、多媒体设计师、平面设计师以及
软件工程师，他们构成一个跨界组合。 ”
李晖阐述， 所以风语筑的核心竞争力是
能够把这些设计师通过创意联结在一
起，通过科技手段打造出创意产品。在李
晖看来，唯有形成了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公司才能继续实现高质量发展。
据介绍， 未来风语筑将会围绕主业
做这几件事，在多方面形成发力点：一方
面把主赛道拓宽， 从专注城市馆展示拓
展到主题馆展示。 主题馆主要是指以商
业、主题空间为主的新兴展示领域，如企
业馆、博物馆、科技馆以及新零售体验中
心等。 例如，在商业展示领域，今年 5 月
10 日， 公司收购良晓科技 30%股权，后
者旗下的 Wonderlabs 工作室在高端商
业展示领域拥有良好的口碑和较高的知
名度，为耐克、轩尼诗、保时捷、优衣库等
知名品牌提供数字化展示及体验服务。
公司表示， 该笔交易将有效拓展公司产
品的应用场景并丰富公司的产品线；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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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将有利于双方共享多元化创意、互动
设计制作及新媒体技术等资源， 双方还
将共筑共享销售渠道，促进业绩增长。
从公司营收结构来看， 目前风语筑
的城市馆展示系统营收占比已现逐年下
降， 主题空间及园区展示系统营收趋于
上升， 公司业务多元化拓展渐显成效。
2014-2017 年， 公司的城市馆展示系统
营收占公司总营收比例分别为 76.50%、
68.32%、62.46%、46.57%；园区馆展示系
统、 主题空间展示系统营收占比分别由
2014 年的 17.96%、4.50%， 上升至 2017
年的 23.48%、27.79%， 两者营收占比不
断扩大。 2017 年公司城市馆展示系统、
园区馆展示系统、 主题空间展示系统实
现营收分别为 6.98 亿元、3.52 亿元、4.17
亿元， 毛利率分别为 22.38%、32.01%、
34.21%。 据介绍，园区展示系统和主题
空间展示系统毛利率更高， 为提升公司
整体毛利率起到重要作用。

未来打造AI展馆
公司也在新增加其他赛道， 如在青
少年互动娱乐教育领域。

今年 3 月 21 日， 公司与湖南芒果
国际在上海签订了 《
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 协议约定双方在青少年主题 IP 开
发及影视制作领域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双方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通力合作，充
分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开发、制作、出品
及运营青少年主题 IP 及影视节目，所
带来的收益由双方按约定比例共享。 据
了解， 公司将通过现有的空间展示、互
动科技、影视制作、舞美灯光等跨界整
合能力， 湖南芒果国际发挥其平台优
势。 该项目的合作和开展，与公司现有
业务在产品、技术、人员专业性等方面
能产生协同效应。
对于文旅领域，李晖将其形容成“
参
观经济”，公司在文化旅游行业的模拟展
馆， 以及植入电影院线概念的展览院线
都开始了布局。具体文化项目的落地，李
晖在 11 月举行的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
会上曾有过透露。 “
最近，我们成立了一
家新的企业是‘
要看文创’，它的目标是
争取成为中国商业展览第一品牌， 这个
展览是要收费， 就是像大家平时在商场
里看到的展览， 不管是艺术展还是网红
展都要收费， 这样可以收集一定的大数

据。 我们希望借鉴电影院线的概念，形成
展览院线。 ”他阐述，例如借鉴观看电影
的人群形成观展人群， 有人群就有大数
据， 希望每年可以做 100 场以上的收费
展览，这样可以吸引 1000 万以上的消费
者成为中国的观展人群， 风语筑致力于
培养这样的观展人群。
按李晖的构想， 未来风语筑计划打
造的是 AI 展馆，将传统的展馆进一步升
级， 但是打造人工智能展馆就需要大数
据，大数据怎么来？ 通过多次尝试，上述
的展览院线才能真正实现有效大数据。
而人工智能应用于展示行业的好处就是
可以形成千人千面，个性化表达，只要提
供的大数据不一样， 每个人得到的是个
性化的答案。
“
所以我们一直很关注人工智能、大
数据的应用，特别是在行业内的应用。 比
如人工智能方面， 我们专门组织了数十
人的数字研发团队， 目前主攻人工智能
在展示行业的应用，在国内的同行中，只
有我们在做这个事。 ”李晖介绍，有了大
数据和人工智能， 相信可以看到文创更
大的天空， 可以看到文创更多好玩的地
方，当然也能看到文创更多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