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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杨学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徐战岗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12,592,345,820.57 11,834,905,970.27 6.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24,870,421.32 900,393,834.59 2.72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

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2,373,159.28 278,345,685.50 8.6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

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171,306,438.46 1,335,739,751.07 -12.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664,980.23 81,341,735.21 -67.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886,177.19 44,501,747.33 -57.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2 11.14 -8.2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4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4 -50.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526,985.79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

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

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9,308,89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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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177,049.64  

债务重组损益 11,147.6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62,888.8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9,991.25  

所得税影响额 -1,692,393.01  

合计 7,778,803.04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37,36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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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035,640 8.03 0 

冻结 76,170,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质押 115,035,000 

深圳市聚达苑投资有限

公司 
55,440,000 3.87 0 质押 55,280,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 

39,728,000 2.77 0 无 0 其他 

潘永福 32,837,401 2.29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中原信托有限公司－中

原信托·定向资管投资

项目集合资金信托合同 

29,597,820 2.07 0 无 0 其他 

深圳市鹏博利泰投资有

限公司 
13,408,128 0.94 0 质押 13,000,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2,770,939 0.89 0 无 0 境外法人 

杨学平 11,562,719 0.81 0 质押 11,500,000 
境内自然

人 

上海方圆达创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方

圆－东方28号私募投资

基金 

10,306,700 0.72 0 无 0 其他 

上海方圆达创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方

圆－东方 6 号私募投资

基金 

9,900,100 0.69 0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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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深圳鹏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15,035,640 人民币普通股 115,035,640 

深圳市聚达苑投资有限公司 55,4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5,440,000 

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 
39,728,000 人民币普通股 39,728,000 

潘永福 32,837,401 人民币普通股 32,837,401 

中原信托有限公司－中原信托·定向资

管投资项目集合资金信托合同 
29,597,820 人民币普通股 29,597,820 

深圳市鹏博利泰投资有限公司 13,408,128 人民币普通股 13,408,12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2,770,939 人民币普通股 12,770,939 

杨学平 11,562,719 人民币普通股 11,562,719 

上海方圆达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方圆－东方 28 号私募投资基金 
10,306,700 人民币普通股 10,306,700 

上海方圆达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方圆－东方 6 号私募投资基金 
9,900,100 人民币普通股 9,90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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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14%的股权，为其控股股东，两者具有关联关

系为一致行动人。 

2）深圳鹏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深圳市鹏博利泰投资

有限公司 50%的股权，二者具有关联关系。 

3）杨学平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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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资产及负债状况（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期初余额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 

应收账款 596,548,246.85 431,250,224.62 38.33 应收账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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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付款项 677,505,181.33 406,995,825.75 66.46 预付账款增加 

使用权资产 26,734,108.24  100 本期开始执行新租赁准则，

将符合条件的租入合同按

尚未支付的租赁付款额的

现值同时确认使用权资产

和租赁负债 

应付票据 203,379,215.00 3,000,010.00 6,679.28 商业承兑汇票增加 

合同负债 928,891,500.50 651,070,926.78 42.67 本期合同负债增加 

应付债券 2,573,436,823.69 1,334,821,960.23 92.79 本期根据美元债的展期情

况将一年内到期的部分重

分类至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列示 

租赁负债 33,488,624.43  100 本期开始执行新租赁准则，

将符合条件的租入合同按

尚未支付的租赁付款额的

现值同时确认使用权资产

和租赁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 

409,689,915.00 1,654,647,226.10 -75.24 本期根据美元债的展期情

况将一年内到期的部分重

分类至本科目列示 

 

2、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利润项目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期初余额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 

销售费用 136,662,105.64 273,806,551.10 -50.09 长城宽带等子公司股权

已转让，故本期销售费用

较上期减少 

研发费用 23,812,485.32 59,358,664.20 -59.88 长城宽带等子公司股权

已转让，故本期研发费用

较上期减少 

利息收入 1,596,036.52 9,326,245.11 -82.89 本期利息收入减少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118,320.41 38,486,765.11 -99.69 本期投资收益减少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

以“-”号填列） 

19,380,635.11 -56,823,932.76 -134.11 本期信用减值损失减少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

以“-”号填列） 

3,440.97 -3,210,764.34 -100.11 本期资产减值损失减少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

以“－”号填列） 

-104,821.01 328,100.36 -131.95 本期资产处置收益减少 

加：营业外收入 331,358.00 3,894,289.95 -91.49 本期营业外收入减少 

减：营业外支出 151,292.41 427,003.99 -64.57 本期营业外支出减少 

减：所得税费用 -931,871.14 15,387,891.01 -106.06 本期所得税费用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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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现金流量项目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 

收到的税费返还 56,612.19 203,763.54 -72.22 本期收到的税费返还较上期

减少 

收到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613,494,395.55 447,206,254.26 37.18 本期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相

关的现金较上期增加 

支付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437,498,738.59 264,612,503.80 65.34 本期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相

关的现金较上期增加 

收回投资收到的

现金 

19,563,900.00 188,326,509.69 -89.61 本期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较

上期减少 

处置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收回的现

金净额 

173,322.18 379,831.00 -54.37 本期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

金较上期减少 

处置子公司及其

他营业单位收到

的现金净额 

 -455,292.62 100.00 本期无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

位的处置事项，故较上期有

较大变动 

购建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支付的现

金 

57,087,458.69 130,561,887.81 -56.28 长宽等子公司股权已转让，

故本期购建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

现金较上期减少 

投资支付的现金  398,129,000.00 -100.00 本期投资支付的现金较上期

减少 

取得子公司及其

他营业单位支付

的现金净额 

 53,935,971.37 -100.00 本期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

单位支付的现金较上期减少 

收到其他与投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23,264,391.21 192,449,460.76 -87.91 上期因项目终止收回款项，

故本期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较上期减少 

支付其他与投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10,648,588.25  100 本期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较上期增加 

吸收投资收到的

现金 

2,000,000.00 45,200,000.00 -95.58 本期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较

上期减少 

取得借款收到的

现金 

10,000,000.00 968,190,000.00 -98.97 上期收到短期借款金额较

大，故本期较上期变动较大 

收到其他与筹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433,763,028.03  100 本期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较上期增加 

支付其他与筹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216,046,527.59 375,143.40 57,490.38 本期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较上期增加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 

7 / 7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2021年1月28日，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深圳宝能创展置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能创展”）签署《资产转让框架协议书》，公司拟向宝能创展出售13个数

据中心的相关资产、业务及负债等标的资产。详见公司于2021年1月29日披露的《鹏博士关于筹划

重大资产重组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06）。 

公司于2021年4月27日披露了《鹏博士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39），对于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及尽职调查的现场工作已基本完成，审计机构、评估机

构等已经分别形成了审计报告、评估报告初稿，标的资产的审计数据和对标的资产的评估值已基

本确定。各中介机构尚需发起其内部质量控制部门的审核程序，公司与交易对手方正在就交易方

案和本次交易相关文件进行积极磋商。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学平 

日期 2021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