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0804                                                  公司简称：鹏博士 

 

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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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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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四川华信（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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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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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鹏博士 600804 工益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任春晓 高飞 

电话 028-86755190 028-86742976 

传真 028-86752828 028-86752828 

电子信箱 chunxiaoren@126.com gaofei@yahoo.com.cn 

1.6 以公司实施 2015 年度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发现金股利 1.6 元(含税)。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或送股。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十

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 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作为互联网运营服务商，公司依托超宽带云管端平台，以互联网宽带接入、数据中心集群、

企业营销以及相关的互联网增值服务为主要业务，跨界电信运营与互联网服务，向用户提供全球



 

化电信传媒服务。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公司的用户数和市场份额不断攀升，并在部分区域市场占据一定的优势

地位。从整体市场规模和业务收入方面，公司排名第四大宽带运营商、国内第一大民营宽带运营

商。由中国互联网协会、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中心联合发布的“2015 年中国互联网企业 100 强” 排

行榜，公司名列互联网百强企业第 11 位、国内 A 股上市公司第 1 位，成为“互联网+”大方向的指

引下互联网与产业融合发展的趋势代表。 

公司是全国范围牌照的全业务运营商，拥有跨地区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业务种类齐全，

经营范围广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及国家有关规定，公司可在全国 26 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开展因特网接入服务业务，在全国 290 个城市开展因特网虚拟专用网业务；同时，

公司拥有全国商用多方通信、固定网国内数据传送业务、网络托管业务、因特网数据中心业务、

移动通信转售业务、呼叫中心业务等多种业务资质。运营的品牌包括鹏博士、长城宽带、宽带通、

电信通、大麦 OTT 平台及大麦智能终端系列等。 

在“云管端”一体化发展战略的指导下，公司通过布局云端（数据中心集群、云平台）、管道

（超宽带网络）和智能终端（大麦盒子、大麦路由器、大麦超级电视），把内容管道终端整合起来，

协同发展，构建独具特色的“云+管+端”完整生态链，打造宽带、互联网电视、语音、智慧家庭、

在线教育和移动转售六合一的统一通信云平台，构建以视频交互为中心的平台型产业链。未来，

随着公司“云管端”平台搭建的不断完善和海外业务的不断拓展，公司一系列针对用户的互联网

应用服务将不断推出，公司将整合国内与国际、纵向与横向的全球互联网资源平台，打造全球化

的电信传媒集团。 

公司主要业务经营模式如下： 

1、个人宽带业务 

个人宽带业务是公司利用自身网络资源，主要为社区家庭用户提供有带宽保证的宽带互联网

接入及服务，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公司为用户提供宽带接入及带宽流量服务向所收取的宽带使用

费和服务费。 

在宽带技术进步、市场需求和消费升级的强力推动下，个人宽带业务收入的驱动因素主要是

用户规模、用户结构以及成本控制。随着在网用户的不断增长、大带宽用户比例的不断提升，以

及产品线的不断丰富，个人宽带业务收入不断增长，同时，通过网络优化的技术研发、业务创新

等措施有效控制成本，保持了个人宽带业务较高的毛利率。 

近几年来，公司在网用户保持了持续稳步增长。 



 

 

截止 2015 年末，公司网络覆盖用户达到 9000 万，在网用户超过 1000 万，业务覆盖范围超

过 150 个经济发达地区的大中城市，其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武汉、沈阳、大连、

青岛等城市，公司的宽带接入市场份额除基础运营商以外，排在第一。 

2、企业营销业务 

企业营销业务是公司利用自身超宽带云管端平台，构建基于大数据的企业营销平台，根据用

户需求定制一揽子互联网解决方案。在互联网向各行各业深度渗透、互联网流量爆发式增长的推

动下，面向传统产业服务的互联网新兴业态不断涌现，带动对超宽带网络、云服务、VPN、CDN

等需求的快速增长，成为公司企业营销业务不断增长的驱动因素。 

3、数据中心业务 

数据中心业务是公司利用已有的互联网通信线路、带宽资源，建立标准化的专业级机房环境，

搭建分发、存储、计算、安全的云平台，面向政府、金融、电商、网站、视频运营商、中小企业

等提供办公、信息安全、存储、网络加速、云计算、IT 外包等多方面综合服务。 

目前公司在北京、上海、武汉、广州、深圳、成都建有可商用的高标准的 IDC 机房。建设运

营的数据中心总面积超过 20 万平米，总机架数超过 2 万架。其中北京酒仙桥数据中心是亚洲单体

面积最新一代数据中心。公司已成为国内市场具有相当影响力的第三方中立数据中心服务提供商。 

2013 至 2015 年，公司数据中心业务收入分别为 6.31 亿、7.89 亿、8.82 亿，业务收入呈现平

稳增长趋势。 

近两年，公司逐渐发力云计算市场，在全球范围内部署数据中心集群，注重信息安全防护，

不断扩展产品线，向客户提供全球范围内的计算、存储、网络、系统平台、应用服务等完整的云

计算解决方案，打造一个包括金融、移动互联网、物联网、游戏动漫、企业、政府等行业的云应

用和服务体系，大幅提升数据中心单位面积的产值，实现从资源提供商向平台及应用服务提供商

的战略转变。 

4、增值业务 

依托超宽带云管端平台，近几年，公司逐步推出了极清视频、在线教育、云游戏、鹏云视讯、

全球通信等增值服务，为个人家庭及政府、企业、教育、金融等各行业用户提供基于平台之上的

多种互联网应用服务，通过点播收费、内容收费及专项服务等获取增值服务收入。



 

 

三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5年 

2014年 
本年

比上

年 

增减

(%) 

2013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18,589,718,025.69 15,347,194,779.9

5 

15,347,194,779.95 21.13 12,309,804,183.35 12,309,804,183.35 

营业收入 7,925,941,303.69 6,962,714,808.24 6,962,714,808.24 13.83 5,818,345,229.92 5,818,345,229.92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716,574,660.49 534,209,466.58 534,209,466.58 34.14 403,071,546.86 403,071,546.86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

利润 

666,818,895.21 518,720,881.33 518,720,881.33 28.55 418,244,715.96 418,244,715.96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5,496,581,564.56 4,731,035,715.67 4,905,458,138.71 16.18 4,159,347,052.49 4,299,793,122.73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658,092,228.47 3,830,568,915.36 3,830,568,915.36 21.60 3,206,799,362.90 3,206,799,362.90 

期末总股本 1,400,454,049.00 1,391,153,129.00 1,391,153,129.00 0.67 1,382,129,269.00 1,382,129,269.00 

基本每股收

益（元／股

） 

0.53 0.40 0.39 32.50 0.30 0.30 

稀释每股收

益（元／股

） 

0.51 0.39 0.38 30.77 0.30 0.29 

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 

14.04 12.05 11.63 增加

1.99

个百

分点 

10.25 10.10 



 

 

四 2015 年分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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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5,129,300.86 1,922,099,326.56 2,025,792,619.47 2,172,920,056.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70,495,809.50 247,571,173.46 179,137,779.08 119,369,898.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170,133,954.18 230,439,290.89 192,555,352.52 73,690,297.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880,443,898.71 1,198,770,542.94 1,171,373,803.95 1,407,503,982.87 

 

五 股本及股东情况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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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31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5,00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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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鹏博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 

14,034,013 115,035,640 8.21 0 质押 113,380,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北京通灵通电讯

技术有限公司 

0 59,219,136 4.23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深圳市聚达苑投

资有限公司 

0 55,440,000 3.96 0 质押 55,280,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上海秦砖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5,388,448 33,725,171 2.41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华夏新

32,070,438 32,070,438 2.29 0 无 0 其他 



 

经济灵活配置混

合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招商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225,601 21,360,285 1.53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泰康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分

红－个人分红－

019L－FH002沪 

17,007,659 17,007,659 1.21 0 无 0 其他 

深圳市金柏松投

资有限公司 

-1,674,915 15,689,900 1.12 0 质押 15,000,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208,044 13,426,181 0.96 0 无 0 境外法人 

深圳市鹏博利泰

投资有限公司 

0 13,408,128 0.96 0 质押 13,000,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深圳鹏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深圳市聚达苑投资有限公司

57.1429%的股权，为深圳市聚达苑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两者

具有关联关系。  2）根据股东方的通报，北京通灵通电讯技术有

限公司和上海秦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3）深圳市

鹏博利泰投资有限公司为深圳鹏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和北京通灵

通电讯技术有限公司的子公司，两家股东各占其 50%股份。深圳市

鹏博利泰投资有限公司与其两家股东具有关联关系。  4）除上述

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

股数量的说明 

无 

 

5.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六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5 年是公司业务规模发展、互联网转型变革的关键之年。虽然公司面临市场竞争加剧的挑

战，但随着互联网行业的迅猛发展和国家“互联网+”计划的提出与实施，国家创新驱动政策红利日

益凸显，高速互联网需求飞速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以客户体验为核心,充分利用“全球超宽带云管端生态”提升公司价值，打造网

络质量、品牌优势；加大对移动转售业务、视频通信、教育、游戏等增值业务的支持力度，大力

发展大麦盒子、千兆路由器等特色终端，强化终端和消费市场话语权。通过运用大数据分析,开展

精细化经营；开展多模式合作，全面启动全球事业合伙人制度，发挥网络和客户资源优势，在云

计算、大数据、 物联网等新技术应用领域快速形成产业生态，,强化生态圈竞争优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现金收款 96.32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8.02%；实现营业收入 79.26 亿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3.83%，其中个宽业务收入 57.72 亿元，企业营销业务收入 12.41 亿元，数

据中心收入 8.82 亿元，其他互联网增值业务收入 0.31 亿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17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4%。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网络覆盖 2480 万户，累计网络覆盖 9000 万户。净增互联网接入用户 200

万户，累计在网用户超过 1000 万户。 

报告期内，公司摊销股权激励期权费用 10516.23 万元，给付公司债券利息 10500 万元。 



 

七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7.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

原因及其影响。 

根据财政部 2015年 11月 4日印发的财会〔2015〕19号《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7号》规定，

公司相应会计政策发生变化，公司根据相关衔接规定对需要进行追溯调整的比较数据，进行了相

应追溯调整。具体见公司年报全文会计报表附注“(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7.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

响。 

不适用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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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主要包括 

合并级次 公司名称 

母公司 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级子公司 长城宽带网络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电信通电信工程有限公司 

 鹏博士智能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都伦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北京鹏博士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道丰投资有限公司 

 浙江鹏博士网络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省聚信网络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易和迅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鹏博士智慧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沈阳鹏博士网络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长城移动网络服务有限公司 

 Dr. Peng Holding Inc. （鹏博士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Great Wall Mobile Korea Inc. （长城移动韩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合并范围内无增加和减少的二级子公司。 

详见公司年报全文附注“合并范围的变更” 及附注“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相关内容。 

7.4 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

说明。 

不适用 

 

 

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4月 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