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

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ST京蓝 股票代码 00071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欣 刘捷

电话 010-63300361 020-38303219

传真 010-63300361-8062 020-38303000

电子信箱 xin.liu@ikingland.cn jessie88520@hotmail.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4,238,631.63 38,380,245.72 15.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530,389,684.92 -21,577,310.39 -2,358.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509,173,692.28 -21,530,252.27 -2,264.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3,668,139.87 748,889.00 -1,925.1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3.30 -0.13 -2,438.4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3.30 -0.13 -2,438.4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714,441,119.48 1,229,598,072.39 -41.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76,511,326.56 253,876,689.44 -208.92%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0,978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普通股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京蓝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65% 30,000,000 质押 30,000,000

天伦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99% 12,855,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汇添富价值

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9% 4,000,000

孙恩菊 境内自然人 1.06% 1,706,609

应伟国 境内自然人 1.06% 1,700,440

温丽霞 境内自然人 0.99% 1,600,000

俞凌雄 境内自然人 0.92% 1,486,385

范康麒 境内自然人 0.90% 1,448,600

蒋铜发 境内自然人 0.89% 1,425,251

刘宏涛 境内自然人 0.70% 1,120,67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之间，以及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和前

10名普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上述股东中，境内自然人股东俞凌雄、刘宏涛为参与融资融券业务的股东。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秉承勤勉尽责，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积极的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经过董事会努

力，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贵州天伦矿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于2015年5月获得了贵州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主

体资格。但是，目前公司下属煤矿因存在安全隐患问题被当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整改情形，加之

煤炭行业低迷，产能过剩以及国家政策调整等原因，煤矿产业发展处于困境之中。同样受宏观环境影响的

房地产行业也难有起色，公司商业房地产业务盈利难以有较大提升。 外加公司股票处于退市风险警示期

间，如果公司 2015�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仍为负数，公司股票将面临暂停上市的风险。 面对上述不争的

事实，公司股票自6月24日起停牌，并于2015年6月30日召开董事会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为拟出售公司持有的商业地产板块及煤炭/矿业板块的全部资产和负债， 公司与有关各方正

竭尽全力积极推进相关工作的进行。

公司依靠内部资源整合能力不断优化公司的产业结构，通过人才引进、改善公司组织架构、利用制度

创新完善公司内部治理。 另一方面，公司积极拓展的新业务已初见成效。 2015�年 7�月 11�日公司与四

川省广安市人民政府签署《广安市智慧城市与大数据平台建设合作框架协议》，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广安

市政府与京蓝科技将共同组建项目公司，负责“广安市智慧城市与大数据平台” 项目的顶层设计、建设、

运营，预计总规模不低于 5.89�亿元。

公司于2014年7月筹划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项。 2015年5月，公司收到证监会《关于不予核准

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的决定》，申请未获通过。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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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会计差错更正的原因和内容

根据贵州省国土资源厅2011年公布的《关于贵州省盘县水塘镇小凹子煤矿矿业权价款评估（计算）

结果公告》（贵州省国土资源厅公告[2011]93号），贵州省国土资源厅根据《关于<贵州省盘县水塘镇小

凹子煤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黔国土资储备字[2011]21号）及专家评审

意见，按照《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省国土资源厅等部门贵州省深化煤炭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试

点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黔府办发[2008]4号）的规定，计算出小凹子煤矿的应缴矿业权价款为3,835.2

万元。 小凹子煤矿2011年度即应承担相应缴款责任，但并未作相应的会计处理，应调增无形资产3,835.2

万元，同时调增应付账款3,835.2万元。

根据广州市天健投资有限公司与兰天雷签订的关于盘县水塘小凹子煤矿的资产转让框架协议，小凹

子煤矿转让过程中的所有交易税费双方各承担50%，公司以前年度计算时未完全按照上述约定，多承担

相关税费253万元，应调减小凹子商誉253万元，调减其他应付款253万元。 同时公司将上述交易应缴纳或

代扣代缴税金错误计入其他应付款核算，应计入应交税费核算。 故应调增应交税费1,422万元，调减其他

应付款1,422万元。

（二）会计差错更正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上述前期差错对2014年12月3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影响如下：

项目数 更正前数 更正后数 影响数

无形资产 331,747,617.87 370,099,617.87 38,352,000.00

商誉 54,703,357.93 52,173,357.93 -2,530,000.00

应付账款 3,209,491.01 41,561,491.01 38,352,000.00

应交税费 3,686,638.38 17,906,638.38 14,220,000.00

其他应付款 53,998,823.93 37,248,823.93 -16,750,000.00

上述会计差错对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无影响。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本报告期合并范围新增子公司京蓝有道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京蓝能科技术有

限公司。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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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8月7

日以邮件的方式发出，于2015年8月13日10：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的方式召开。应到董事7名，实

到董事7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

章程》” )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由肖志辉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是

对以往存在问题的更正，提高了公司财务信息质量，同意本次对以前年度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及追溯调整。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依据充分，决策程序规范，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和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能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

更加真实、准确、可靠的会计信息，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关于提请召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对于上述需要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提交最近召开的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经独立董事签字的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独立董事意见。

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五年八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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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8月7日

以邮件的方式发出，于2015年8月13日13：0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由尹洲澄先生主持，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公司监事会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要求，对董事会编制的2015年半年度报告进行了认真的审核，并

提出如下的书面审核意见：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

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会计政策、 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

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有关规定，符

合公司实际经营和财务状况，提高了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同意本次对会计差错的更正事项。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依据充分，决策程序规范，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和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能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

更加真实、准确、可靠的会计信息，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公司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O一五年八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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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会计差错更正的原因、内容和影响

（一）会计差错更正的原因和内容

根据贵州省国土资源厅2011年公布的《关于贵州省盘县水塘镇小凹子煤矿矿业权价款评估（计算）

结果公告》（贵州省国土资源厅公告[2011]93号），贵州省国土资源厅根据《关于<贵州省盘县水塘镇小

凹子煤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黔国土资储备字[2011]21号）及专家评审

意见，按照《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省国土资源厅等部门贵州省深化煤炭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试

点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黔府办发[2008]4号）的规定，计算出小凹子煤矿的应缴矿业权价款为3,835.2

万元。 小凹子煤矿2011年度即应承担相应缴款责任，但并未作相应的会计处理，应调增无形资产38,352,

000.00元，同时调增应付账款38,352,000.00元。

根据广州市天健投资有限公司与兰天雷签订的关于盘县水塘小凹子煤矿的资产转让框架协议，小凹

子煤矿转让过程中的所有交易税费双方各承担50%，公司以前年度计算时未完全按照上述约定，多承担

相关税费253万元，应调减小凹子商誉253万元，调减其他应付款253万元。 同时公司将上述交易应缴纳或

代扣代缴税金错误计入其他应付款核算，应计入应交税费核算。 故应调增应交税费1,422万元，调减其他

应付款1,422万元。

（二）会计差错更正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上述前期差错对2014年12月3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影响如下：

单位：元

项目数 更正前数 更正后数 影响数

无形资产 331,747,617.87 370,099,617.87 38,352,000.00

商誉 54,703,357.93 52,173,357.93 -2,530,000.00

应付账款 3,209,491.01 41,561,491.01 38,352,000.00

应交税费 3,686,638.38 17,906,638.38 14,220,000.00

其他应付款 53,998,823.93 37,248,823.93 -16,750,000.00

上述会计差错对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无影响。

二、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

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是对以往存在问题的更正，提

高了公司财务信息质量，同意本次对以前年度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及追溯调整。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会计政策、 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

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有关规定，符

合公司实际经营和财务状况，提高了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同意本次对会计差错的更正事项。

（三）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

的合法权益。 我们一致同意本次对前期会计差错的更正事项。

四、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五年八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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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公司发现下属煤炭、矿业资产出现减值迹象，公司对煤炭、矿业相关资产进行了全面检查和减值测

试，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相关资产计提了资产减值准备。

一、减值原因

（一）贵州天伦矿业下属煤矿相关资产减值原因

1、小凹子煤矿

小凹子煤矿1191采煤工作面位于盘县水塘镇前所村松头山西部，采面距离地表约50米，工作面对南

部约有20多户农户居住。 2014年3月，部分农户反应房屋开裂，疑似受到小凹子煤矿采面开采所致，要求

赔偿并暂停采煤工作，导致小凹子煤矿从2014年4月20日起停产，开展农户赔偿和搬迁工作。

经过一年多的协商，公司发现处理老系统农户搬迁工作难度非常大，基本无法实现。 而南翼1192工

作面被新建面粉厂及附近区域覆盖，无法开采，需要重新开展扩界扩能、地质勘查、新系统技改前期工作，

但是同样面临用户搬迁、整体经济性等系统工作。 考虑到前期经营情况以及后期继续经营的巨大投入及

风险，公司决定中止井下所有采掘作业。

鉴于上述原因，小凹子煤矿主动申请停产停工，并于2015年6月29日得到主管部门盘县水塘镇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站的批准。

2、垭关煤矿

贵州天伦矿业于2014年6月收购垭关煤矿40%的资产，并开始与贵州龙润德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合作

经营。 但通过一年半的经营，发现目前进行开采的一采区巷道多，通风系统混乱，且地质条件复杂，断层

多，煤层比较薄，顶底板松软，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垭关煤矿目前的开采规模不能实现盈利。

2015年6月3日， 贵州煤矿安全监察局毕节监察分局在对垭关煤矿进行检查时， 对垭关煤矿出具了

《现场处理决定书》（黔煤安监毕字[2015]第S-042号），暂扣了垭关煤矿的《安全生产许可证》，责令垭

关煤矿立即停止井下挖掘作业，要求垭关煤矿进行整改，整改复查备案后方可返还《安全生产许可证》。

3、吉源煤矿

吉源煤矿自公司收购以来一直处于建设阶段。一采区煤层赋存不稳定，构造复杂，不能布置正规的工

作面回采，目前无法进行开采；二采区在建设过程中发现煤层间距小，瓦斯含量高，工程施工设计要求提

高并且存在安全隐患。

水城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于2015年6月16日对吉源煤矿出具了《责令整改指令书》（水安监管责

改字[2015]第gyg-0103号），要求吉源煤矿立即停止施工，并对二采区水仓掘进工作面未编制消突评价

报告等八项隐患及意见进行整改。

此外，贵州天伦矿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天伦矿业” ）最近两年持续亏损，2015年以

来，由于煤炭行业运营形势依旧不容乐观，贵州天伦矿业继续亏损，2013年、2014年、2015年1-5月分别

实现营业收入607万元、838万元、0万元，2013年、2014、2015年1-5月年分别实现净利润-1,340万元、

-3,101万元、-582万元。

综合以上因素，公司认为上述煤矿相应资产存在明显的减值迹象。

（二）田阳天伦矿业相关资产减值原因

田阳天伦矿业自公司收购后一直无实际经营业务，2013年、2014年、2015年1-5月营业收入均为0万

元，净利润分别为-125.11万元、-165.37万元、-37.86万元。

此外，广西田阳天伦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田阳天伦矿业” ）自公司收购后无实质性探矿活动及

相应投入，对尚在有效期的田阳叫曼探矿权（2016年1月17日到期），考虑到公司成本投入、该矿存在的

风险及公司业务转型的需要，公司决定放弃该探矿权并于近期向广西省国土资源厅提出放弃该探矿权的

申请，尚在审批过程中。

综合以上因素，公司认为田阳天伦矿业相应资产存在明显的减值迹象。

二、资产减值准备金额

由于煤炭、矿业板块长期亏损，公司预计上述资产未来现金流量不会高于其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

后的净额，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公司将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做为资产的可收回金

额。

为了获取相应资产的公允价值，公司委托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对深圳前海天伦能源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海天伦能源” ）股东权益、田阳天伦矿业股东权益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黑龙

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了解所持深圳前海天伦能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

联评报字[2015]第901号）、《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了解所持广西田阳天伦矿业有限公司股权

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15]第902号），详见公司于2015年8月14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披露的相关内容。

资产评估报告评估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即指自愿买方和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任何强

迫的情况下，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数额。因此，公司引用评估的市场价值

作为资产的公允价值。 同时，各项资产由于基本无法进行单独处置，预计只能处置股权，故处置费用可忽

略不计，因此，可以认为上述评估值即为相关资产的可收回金额。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通过上述方法对相关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公司相关资产应计提减值

准备金额如下：

单位：元

项目 对应科目

计提减值准备

金额

计提单位

小凹子煤矿采矿权 无形资产

207,145,

900.17

小凹子煤矿个别报表

小凹子煤矿井巷工程 固定资产 13,902,098.11 小凹子煤矿个别报表

吉源煤矿在建井巷工程 在建工程

182,858,

322.93

贵州天伦矿业个别报表

吉源煤矿土地使用权 无形资产 1,381,850.85 贵州天伦矿业个别报表

垭关煤矿 其他非流动资产 53,339,807.52 贵州天伦矿业个别报表

购买吉源煤矿产生的商誉 商誉 1,108,525.41 贵州天伦矿业个别报表

购买小凹子煤矿产生的商

誉

商誉 20,989,316.57 上市公司合并报表

购买田阳天伦矿业产生的

商誉

商誉 30,075,515.95 上市公司合并报表

对前海天伦能源的长期股

权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533,389,

808.02

上市公司个别报表

对田阳天伦矿业的长期股

权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38,000,000.00 上市公司个别报表

对贵州天伦矿业的长期股

权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533,110,

000.00

前海天伦能源个别报表

对小凹子煤矿的长期股权

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208,817,574,

96

贵州天伦矿业个别报表

三、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上述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对公司2015年6月30日合并财务报表影响如下：

单位：元

项目 影响金额

无形资产 -208,527,751.02

在建工程 -182,858,322.93

固定资产 -13,902,098.11

其他非流动资产 -53,339,807.52

商誉 -52,173,357.93

资产减值损失 510,801,337.51

未分配利润 -510,801,337.51

少数股东权益 -44,209,599.6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466,591,737.85

净利润 -510,801,337.51

少数股东损益 -44,209,599.6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66,591,737.85

二、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对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依据充分，决策程序规范，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和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能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

更加真实、准确、可靠的会计信息，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依据充分，决策程序规范，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和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能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

更加真实、准确、可靠的会计信息，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依据充分，决策程序规范，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和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能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有助于向投资者

提供更加真实、准确、可靠的会计信息，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我们同

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四、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4、资产评估报告书及资产评估说明。

特此公告。

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五年八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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