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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会后重大事项的说明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博士”、“发行人”或“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已于 2021 年 4 月 6 日通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贵会”）发行审核委员会的审核。 

公司根据贵会《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的

通知》（证监发行字[2002]15 号）、《关于已通过发审会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

项监管及封卷工作的操作规程》(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 5 号（新修订）)

和《关于再融资公司会后事项相关要求的通知》（发行监管函[2008]257 号）等

文件的规定，公司对 2020 年年度报告及 2021 年一季度报表对本次发行的影响进

行了核查，现就主要事项说明如下： 

一、公司经营业绩变化情况 

2021 年 4 月 28 日，公司公布了 2020 年年度报告。2021 年 4 月 29 日，公司

公布了 2021 年一季报（未经审计），公司 2021 年一季度主要财务数据对比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3 月 2020 年 1-3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17,130.64 133,573.98 -12.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66.50 8,134.17 -67.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888.62 4,45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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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上表数据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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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3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分别为 117,130.64 万元、2,666.50

万元和 1,888.62 万元，分别较 2020 年同期下降 12.31%、67.22%和 57.56%。 

（一）公司经营业绩下滑原因 

2021 年 1-3 月，公司经营业绩下滑主要受以下两项因素影响： 

1、财务费用较去年同期增加 2,100 万，主要是本期资金占用费增加所致； 

2、投资收益较去年同期减少 3,800 万，上期主要是股权转让形成的收益。 

（二）公司发审会后经营业绩变化情况，在发审会前是否可以合理预计 

公司的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已于 2021 年 4 月 6 日通过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的审核。报告期内公司互联网接入业务因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盈利能力持

续下降，根据公司披露的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2020 年半年度报告、2020 年第

三季度报告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一季度 同比变动 半年度 同比变动 前三季度 同比变动 

收入 133,573.93 -16.52 285,082.97 -7.27 414,197.04 -9.34 

2020 年前三季度经营数据与 2019 年同期相比均出现不同程度下降，发审会

前，公司及保荐机构已在非公开发行的申请文件中，对公司可能面临的经营业绩

下滑的风险、市场竞争加剧风险与业绩波动风险等进行披露。公司已在本次《非

公开发行预案》中，保荐机构已于《尽职调查报告》、《发行保荐书》中进行了相

关风险提示，公司业绩下滑情况在发审会前可以合理预计。 

（三）发审会前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的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已于 2021 年 4 月 6 日通过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的审核。发审会前，公司已在本次《非公开发行预案》中，

保荐机构已在《尽职调查报告》、《发行保荐书》中对相关情况涉及的风险因素做

出提示。相关风险提示的主要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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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业绩下滑的风险 

受国家“提速降费”政策、基础电信公司互联网接入新增用户数减缓、部分

32 价格敏感型的用户流失，互联网接入业务 ARPU 值（即 Average Revenue Per 

User，每用户平均收入）及营收都呈现下滑态势，同时因商誉及固定资产减值等

影响，导致公司 2019 年度亏损金额较大。如公司未来不能积极调整战略，进行

业务转型，抓住移动通讯技术更新换代带来的市场机会，则公司未来可能会面临

经营业绩持续亏损的风险。” 

“市场竞争加剧风险 

随着互联网在行业应用上的普及，市场对宽带接入、IDC等互联网增值服务

的需求有很大提升，同时政策鼓励更多的企业进入宽带接入、IDC领域，使得市

场竞争日益加剧。规模较大的企业加快了转型升级步伐，不断扩大业务范围、增

加资本投入，培育各自的差异化竞争优势。在这种市场环境下，未来公司面临的

竞争可能加剧。一方面，竞争加剧使公司面临市场份额被竞争对手抢夺的风险，

原有的市场份额可能减小。另一方面，竞争加剧还可能引发价格战，使得行业整

体利润率下降。 

业绩波动风险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 1-9 月，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816,969.87

万元、685,967.77 万元、604,985.73 万元和 414,197.04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分别为 69,221.86 万元、33,733.15 万元、

-569,285.68 万元和 4,175.42 万元。2019 年公司出现亏损，主要原因是公司经过

全面清查和资产减值测试后，结合实际经营情况，2019 年度公司计提商誉减值

准备 19.99 亿元，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30.75 亿元，计提坏账准备及其他资产

减值损失等 4.17 亿元。在公司根据行业变化调整产品结构、实施转型升级的过

程中，经营业绩存在继续波动的风险。” 

二、业绩变动对公司当年及以后年度经营的影响 

2021 年一季度，公司经营业绩出现下滑，但不影响正在进行中的业务转型，

公司应对业绩下滑主要从业务转型及解决债务问题两个方面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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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亏损主营业务剥离 

2020 年 9 月，公司转让长城宽带除北、上、深外的互联网接入业务。通过

剥离互联网接入业务，有效降低了亏损业务对公司业绩和长期发展的影响，有利

于优化资源配置、调整资产结构，更有利于公司未来集中资源拓展其他盈利性较

强的主营业务，从而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二）业务转型 

1、向云网协同一体化专业服务商转型。 

2020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联合印发了《关于推进“上云用数

赋智”行动培育新经济发展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将在已有工作基础上，大力培

育数字经济新业态，深入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其中，上云将是数字经济背景下，

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升级的首要步骤，已成为刚需。 

在此背景下，公司依托 20 年老牌运营商积累的千万家庭用户和 20 万企业用

户资源，在企业上云长期趋势下发力云网一体化业务。公司以民营电信运营商中

立、业务全面、机制灵活的独特优势，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

区域，面向政府、企业及家庭，不断创新提供从资源集成、应用平台、贴身设计、

落地实施，到管家服务的全链条云服务解决方案。 

2021 年 1-3 月，公司智慧云网业务收入 5.83 亿元，毛利率 14.70%，占主

营业务收入 50.82%。 

2、数据中心业务向“轻资产、重运营”模式转型 

数据中心行业作为“新基建”概念是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战略规划，行业未

来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行业外拥有雄厚资金实力的企业也在不断进入。 

目前数据中心业务转型已有初步成果，公司与终端客户就昆山工业 4.0 项目

的一期建设及使用签订了《数据中心服务合同》，公司将按照相关约定向终端客

户提供数据中心服务。该项目涉及机柜总数 4,448 个，服务期为自 2021 年 11 月

30 日起至 2031 年 11 月 30 日止。该项目一方面体现了公司的客户优势，另一方

面未来公司可出售相关资产继续实行“轻资产、重运营”的业务模式。 

2021 年 1-3 月，公司数据中心业务收入 3.23 亿元，毛利率 31.24%，占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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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务收入 28.18%。 

3、互联网接入业务 

公司保留了北京、上海、深圳三个城市的互联网接入业务，并将持续与国有

运营商合作，以此充分发挥国有运营商资源优势和公司的服务优势，在提升现有

用户产品使用和服务水平的同时，发挥公司营销服务体系扎根社区、贴近用户、

快速响应的服务优势，进一步拓展更多的新客户市场，为更多的用户提供高品质

的产品和更方便优质及时的服务。 

2021 年 1-3 月，公司互联网接入业务收入 2.20 亿元，毛利率 75.72%，占

主营业务收入 19.23%。 

（三）解决债务问题 

通过新债还旧债、债券转售、美元债展期、定向增发、出售数据中心资产等

方式缓解债务压力。 

公司通过智慧云网业务、数据中心业务、互联网接入业务的转型，为 2021

年及未来的业务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未来业绩将通过业务转型、偿还负债等

扭转下滑。 

三、业绩变动对本次募投项目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拟全部用于偿还有息

债务（包含金融机构借款和公司债券等），公司业绩变动不会对本次募投项目的

实施产生重大影响。 

四、结论 

公司业绩变动原因合理，不会对公司当年及以后年度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不会对本次募集资金用途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仍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

件，不会对本次发行构成实质性障碍。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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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

会后重大事项的说明》之签章页） 

 

 

 

 

 

 

 

 

 

 

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