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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向特定对象非

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其中，深圳市欣鹏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

鹏运”）拟以现金方式认购 170,329,667 股，深圳市云益晖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云益晖”）拟以现金方式认购 85,164,834 股，深圳市和光

一至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光一至”）拟以现金方式认购 85,164,834

股。欣鹏运、云益晖、和光一至以下合称为“各信息披露义务人”。 

 本次权益变动将导致公司直接控股股东由深圳鹏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鹏博实业”）变更为欣鹏运，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本次股票发行事项尚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1 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三次修订稿）的议案》及其他相关议案。

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其中，欣鹏运拟以现金方式认购

170,329,667 股，云益晖拟以现金方式认购 85,164,834 股，和光一至拟以现金方



式认购 85,164,834 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欣鹏运未持有公司股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

欣鹏运将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170,329,667 股，公司的直接控股股东将由鹏博实业

变更为欣鹏运，实际控制人仍为杨学平先生。 

（二）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1、欣鹏运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深圳市欣鹏运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学林 

注册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海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 

成立日期 2014 年 9 月 10 日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311707388F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电子产品、通讯产品、数码产品、计算机软硬件的

技术开发与销售；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投资管理（不

含限制项目）；投资咨询（不含限制项目）；股权投资；受托资产管理；

从事担保业务（不含融资性担保业务）；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

专卖商品）；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

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2、云益晖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深圳市云益晖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学林 

注册地址 深圳市光明区光明街道翠湖社区光明大街 150 号伟创业大厦 703 

成立日期 2019 年 10 月 17 日 

注册资本 2,00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MA5FUXQW0Y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投资云计算产业、大数据产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通信及互联网技术服务；计算机软件开发、计算机系统集成。 

3、和光一至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深圳市和光一至技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学林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天安社区泰然四路 25 号天安创新科技广场

一期 B 座 310 

成立日期 2020 年 4 月 28 日 

注册资本 20,00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MA5G5R2B48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计算机网络技术开发；计算机信息系统、物流信

息系统、物联网的技术研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与技术服务（不

含限制性和禁止性的项目，涉及许可证管理及其他专项规定管理

的，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计算机编程；投资咨询；投资信息咨

询；企业管理咨询；国内外贸易。（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

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4、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鹏博实业为欣鹏运、云益晖、和光一至和深圳市聚达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聚达苑”）的控股股东，分别持有欣鹏运、云益晖、和光一至和聚达苑 90%、

100%、100%和 57.14%的股权。杨学平先生为鹏博实业及各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实

际控制人。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各信息披露义务人、鹏博实业、聚

达苑及杨学平先生互为一致行动人。 

（1）深圳鹏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深圳鹏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学林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天安数码城创新科技广场 B 座 3 楼 311 室 

成立日期 1995 年 12 月 15 日 

注册资本 150,888.8889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192399887J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计算机多媒体、

计算机网络、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钢材的销售，国内贸易，货物

及技术进出口，供应链管理。（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

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

是：信息服务业务（仅限广东省内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 

（2）深圳市聚达苑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深圳市聚达苑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学林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车公庙天安数码城创新科技广场 B 座 3 楼

312 室 

成立日期 1998 年 7 月 20 日 

注册资本 1,000.0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08450111A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商业、

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3）杨学平 

姓名 杨学平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4403041965********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

地区的居留权 
是 

住所及通讯地

址 
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天安数码城创新科技广场 B 座 3 楼 311 室 

联系电话 0755-83438896 

5、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系欣鹏运、云益晖、和光一至以现金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

票。 

6、变动数量和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之前，各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公司任何权益的股份，各信息

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 12.71%的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之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29.48%

的股份，具体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

前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股） 

股份 

种类 

占总股

本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

后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股） 

股份 

种类 

占总股

本比例 

欣鹏运 - - - 170,329,667 普通股 9.61% 

云益晖 - - - 85,164,834 普通股 4.80% 

和光一至 - - - 85,164,834 普通股 4.80% 

鹏博实业 115,035,640 普通股 8.03% 115,035,640 普通股 6.49% 



聚达苑 55,440,000 普通股 3.87% 55,440,000 普通股 3.13% 

杨学平 11,562,719 普通股 0.81% 11,562,719 普通股 0.65%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

关规定。 

2、本次权益变动将导致公司控股股东由鹏博实业变更为欣鹏运，实际控制

人未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各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未来 12 个月内

没有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各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无在未来 12 个月

内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者合作的

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5、本次权益变动涉及各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鹏博

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二次修订稿），敬请投资者

关注上述信息披露文件。 

 

特此公告。 

 

 

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