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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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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非公开发行股票基本情况
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向深圳鹏博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和北京通灵通电讯技术有限公司共 2 名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合计不超过 302,571,860 股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600,000
万元，发行对象均以现金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
（二）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情况
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20 日分别与深圳鹏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北京通灵通电
讯技术有限公司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深圳鹏博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151,285,930 股股份，北京通灵通电讯技术有限公司
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151,285,930 股股份。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深圳鹏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北
京通灵通电讯技术有限公司与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本公司股权在 5%以上。
鉴于上述情况，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的批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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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关联交易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获得公司全体独立董事的事前
认可。2017 年 1 月 20 日召开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关联董事已经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
表了独立意见。
（四）交易尚需取得的批准
本次交易尚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关的关联股东将在
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
本次交易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深圳鹏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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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192399887J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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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材的销售及其它国内贸易（法律、行政法规、国
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批准的项目除外）；货物及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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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服务业务（仅限广东省内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

2、股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预案披露日，鹏博实业股权结构如下：
杨学平（52.5%）

邵慧明（50.0%）

陈玉茹（47.5%）

庞亚新（50.0%）

深圳市众新友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0.7%）

深圳市中津博科技投资
有限公司（99.3%）

深圳鹏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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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营业务情况
鹏博实业于 1995 年 12 月 15 日成立，业务板块涉及电信增值服务、软件开
发、电子信息技术、新一代光纤通信技术、金融投资、房地产、贸易、酒店、煤
矿原材料等多个领域。
4、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16 年 9 月 30 日
2,393,649.34
1,757,853.61
635,795.73
2016 年 1-9 月
664,012.41
63,929.52
66,139.96
54,930.19

资产总计
负债总计
所有者权益总计
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
净利润

单位：万元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200,909.97
1,617,167.60
583,742.37
2015 年度
697,758.23
48,902.88
54,308.71
40,720.15

注：鹏博实业 2015 年度财务数据业经审计，2016 年 1-9 月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北京通灵通电讯技术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北京通灵通电讯技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韩露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将台路商业街 3 号楼 14 号

成立日期

2003 年 04 月 08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748814901L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因特网接入服务业务；因特网信息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技术推广
服务；零售电子产品、日用品、电器设备。（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
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
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
经营活动。）

2、股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预案披露日，通灵通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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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宁

韩露

95%

5%

北京通灵通电讯技术有限公司

3、主营业务情况
通灵通于 2003 年 4 月 8 日成立，公司经营范围涵盖因特网接入服务业务、
因特网信息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技术推广服务，零售电子产品、日用品、电
器设备。近年来公司主要从事投资业务，业务及资金状况良好。
4、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资产总计
负债总计
所有者权益总计
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16 年 9 月 30 日
165,709.54
20,001.72
145,707.82
2016 年 1-9 月
-18,715.10
-18,715.10
-6,455.85

单位：万元
2015 年 12 月 31 日
184,514.53
32,350.86
152,163.67
2015 年度
37,032.09
28,508.55

注：通灵通 2015 年度财务数据业经审计，2016 年 1-9 月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情况
（一）关联交易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
议公告日（即 2017 年 1 月 23 日），发行价格为 19.83 元/股，发行价格不低于
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发行价
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二）关联交易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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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不超过 302,571,860 股(含本数)，拟募集资金总
额不超过 600,000.00 万元(含本数)，最终发行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的股
票数量为准。
深圳鹏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151,285,930 股股份，认
购金额 300,000 万元；北京通灵通电讯技术有限公司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151,285,930 股股份，认购金额 300,000 万元。上述发行对象认购的公司股票三
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四、股份认购合同的主要内容
2017 年 1 月 20 日，公司分别与深圳鹏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北京通灵通电
讯技术有限公司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股份认购协议的主要内容详见公司当日刊登的《关于和发行对象签署附条件
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公告》。
五、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将进一
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关联方参与认购非公开
发行股票并锁定三十六个月，体现了关联方对公司发展的支持以及对公司未来发
展前景的认同，本次非公开发行将进一步提升公司未来的核心凝聚力。
六、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的关于公司 2017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
票的相关议案进行了事前独立认真审查，并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的关联交
易事项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1、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方案为公司向深圳鹏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北京通灵
通电讯技术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
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2、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9.83 元/股，定价基准日（公
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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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 22.03 元/股，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关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
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3、本次发行所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基础网络
投资”、“Open-NCloud 全球云网平台”、“新媒体平台运营”项目。以上项目
的实施有利于提升公司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增强公司的经营能力和硬实力。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同意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
议。
七、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
2017 年 1 月 20 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相关议案。
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方案为公司向深圳鹏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北京通灵
通电讯技术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
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2、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9.83 元/股，定价基准日（公司第
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人民
币 22.03 元/股，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实施细则》关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3、本次发行所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基础网络
投资”、“Open-NCloud 全球云网平台”、“新媒体平台运营”项目。以上项目
的实施有利于提升公司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增强公司的经营能力和硬实力。
4、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的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之规定，在审议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或关联方利益的议案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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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董事杨学平、陆榴均按规定回避表决。董事会在审议与关联交易相关的各项
议案时所履行的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5、同意《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
认购协议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
告的议案》及其他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与深圳鹏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与深圳鹏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3、公司与北京通灵通电讯技术有限公司签订的《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与北京通灵通电讯技术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4、独立董事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5、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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