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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速览 

2017年 4月 25日： 

 新三板做市指数报收 1129.77 点，跌 1.04 点，跌幅 0.09%；成分指数报收

1238.17点，跌 3.96点，跌幅 0.32%。 

 新三板共 1208 只股票发生交易，其中 739 家做市转让企业共成交 8156 万股，

成交金额 4.60 亿元；469 家协议转让企业共成交 13464 万股，成交金额 8.30

亿元。 

 新增挂牌企业 3 家，新增做市企业 0 家。截至今日，新三板挂牌企业家数共

11111家，其中协议转让企业 9529家，做市转让企业 1582家。 

 三板做市走势图： 

 

1. 天星创新层指数 

截至目前，天星资本研究所共发布了八大天星创新层指数，包含了覆盖市场整

体的天星创新层成份指数，以及覆盖七个热点行业的分类指数，分别为：天星

创新层文化传媒指数、天星创新层医药医疗指数、天星创新层先进制造指数、

天星创新层消费指数、天星创新层环保指数、天星创新层教育指数、天星创新

层计算机与通信指数。在未来，天星研究所还将持续推出其它热点行业的分类

指数。 

1.1 天星创新层成份指数 

日期 指数名称 指数点位 涨跌 涨跌幅（%） 

2017-4-25 天星创新层成份指数 939.26 -0.91 -0.10 

2017-4-25 同期三板做市指数 785.65 -0.73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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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星创新层成份指数（%）—三板做市指数（%） 

1.2 天星创新层计算机与通信指数 

日期 指数名称 指数点位 涨跌 涨跌幅（%） 

2017-4-25 天星创新层计算机与通信指数 932.86 2.31 0.25 

2017-4-25 同期三板做市指数 785.65 -0.73 -0.09 

 

 

                              —天星创新层计算机与通信指数（%）—三板做市指数（%） 

1.3 天星创新层文化传媒指数 

日期 指数名称 指数点位 涨跌 涨跌幅（%） 

2017-4-25 天星创新层文化传媒指数 915.92 -6.18 -0.67 

2017-4-25 同期三板做市指数 785.65 -0.73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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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星创新层文化传媒指数（%）—三板做市指数（%） 

1.4 天星创新层先进制造指数 

日期 指数名称 指数点位 涨跌 涨跌幅（%） 

2017-4-25 天星创新层先进制造指数 1199.59 -5.43 -0.45 

2017-4-25 同期三板做市指数 785.65 -0.73 -0.09 

 

                                      —天星创新层先进制造指数（%）—三板做市指数（%） 

1.5 天星创新层教育指数 

日期 指数名称 指数点位 涨跌 涨跌幅（%） 

2017-4-25 天星创新层教育指数 862.7 -0.45 -0.05 

2017-4-25 同期三板做市指数 785.65 -0.73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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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星创新层教育指数（%）—三板做市指数（%） 

1.6 天星创新层医药医疗指数 

日期 指数名称 指数点位 涨跌 涨跌幅（%） 

2017-4-25 天星创新层医药医疗指数 1016.59 -4.1 -0.40 

2017-4-25 同期三板做市指数 785.65 -0.73 -0.09 

 

                                     —天星创新层医药医疗指数（%）—三板做市指数（%） 

1.7 天星创新层消费指数 

日期 指数名称 指数点位 涨跌 涨跌幅（%） 

2017-4-25 天星创新层消费指数 971.08 1.5 0.15 

2017-4-25 同期三板做市指数 785.65 -0.73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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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星创新层消费指数（%）—三板做市指数（%） 

1.8 天星创新层环保指数 

日期 指数名称 指数点位 涨跌 涨跌幅（%） 

2017-4-25 天星创新层环保指数 1043.07 -5.13 -0.49 

2017-4-25 同期三板做市指数 785.65 -0.73 -0.09 

 

                                            —天星创新层环保指数（%）—三板做市指数（%） 

2. 市场数据 

挂牌企业成交金额前十： 

公司代码 名称 现价（元） 涨跌幅（%） 
成交额（万

元） 

成交量（万

股） 

833790.OC 嘉元科技 5.15 22.62 16,060.94 3,118.63 

836713.OC 中天引控 10.00 0.00 10,200.00 1,020.00 

836758.OC 奥吉特 8.05 10.27 8,721.02 1,202.20 

833656.OC 确成硅化 11.71 1.56 5,924.23 502.70 

832159.OC 合全药业 78.70 -33.31 5,128.10 47.40 

834818.OC 蓝海之略 49.05 96.20 3,801.39 7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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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120.OC 金润科技 15.05 7.50 2,360.33 171.00 

430088.OC 七维航测 11.18 -6.05 2,292.07 213.00 

835692.OC 力王高科 4.60 2.22 2,033.71 450.40 

830886.OC 太尔科技 2.80 9.80 1,863.88 651.00 

资料来源：Wind，天星资本研究所 

做市转让企业涨幅前十： 

公司代码 名称 
现价

（元） 

涨跌幅

（%） 

成交额（万

元） 

成交量（万

股） 

832074.OC 慧景科技 8.00 80.18 0.80 0.10 

831314.OC 深科达 11.90 48.75 138.35 10.50 

834270.OC 远大特材 12.50 47.06 1.25 0.10 

831101.OC 奥维云网 11.02 45.00 329.59 33.74 

832447.OC 森馥科技 2.83 30.41 23.50 9.70 

836762.OC 华阳国际 13.00 30.00 52.00 4.00 

430682.OC 中天羊业 4.00 11.11 1.60 0.40 

831936.OC 联科生物 3.16 10.88 14.87 5.00 

836758.OC 奥吉特 8.05 10.27 8,721.02 1,202.20 

834438.OC 良晋电商 19.47 10.00 30.03 1.60 

资料来源：Wind，天星资本研究所 

协议转让企业涨幅前十： 

公司代码 名称 
现价

（元） 
涨跌幅（%） 

成交额

（万

元） 

成交量（万

股） 

831346.OC 木联能 0.04 100.00 0.00 0.10 

832143.OC 海昌华 6.00 100.00 24.00 4.00 

834538.OC 聚智未来 8.00 100.00 1.60 0.20 

835042.OC 中加飞机 4.00 100.00 0.40 0.10 

835376.OC 丰年科技 4.00 100.00 22.00 5.50 

835566.OC 永丰食品 2.84 100.00 0.28 0.10 

836073.OC 时代正邦 4.00 100.00 0.40 0.10 

836960.OC 永平资源 6.96 100.00 0.70 0.10 

833281.OC 派诺生物 14.08 99.43 4.56 0.40 

832597.OC 中移能 4.67 98.72 731.28 361.10 

资料来源：Wind，天星资本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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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增挂牌 

2017年 4月 25 日新增挂牌企业 3家。 

代码 名称 营业收入（万元） 净利润（万元） 证监会行业 

871337.OC 环球优学 2,906.56 -840.26 教育 

871374.OC 贵州能源 1,524.04 120.29 科 技 推 广

和 应 用 服

务业 

871377.OC 博游旅游 6,608.55 -527.64 商 务 服 务

业 

资料来源：Wind，天星资本研究所 

4. 新增做市 

2017年 4月 25日，新增做市企业 0家。 

5. 定增一览 

2017 年 4月 25日，共 10家公司发布定增预案。 

代码 名称 增发价格 预案价下限 
增发数量 

（万股） 
发行对象 增发目的 行业 

833315.OC 石头造 9.81  917.43 机构投资者 ,境

内自然人 

补充流动

资金 

化学原料

及化学制

品制造业 

834150.OC 云南钢构 1.02  10,784.31 大股东 项目融资 建筑装饰

和其他建

筑业 

834382.OC 爱尚传媒 27.86  86.15 机构投资者 补充流动

资金 

广播、电

视、电影和

影视录音

制作业 

834476.OC 自在传媒 16.06  324.00 机构投资者 ,境

内自然人 

项目融资 商务服务

业 

834703.OC 飓风股份 5.00  1,200.00 公司股东,机构

投资者 ,境内自

然人 

补充流动

资金 

道路运输

业 

835455.OC 乐的美 6.00  300.00 公司股东,机构

投资者 ,境内自

然人 

补充流动

资金 

电气机械

及器材制

造业 

839557.OC 上海医疗 5.00  224.00 境内自然人 项目融资 专用设备

制造业 

839987.OC 自远环保 1.30  2,000.00 大股东 项目融资 水的生产

和供应业 

870612.OC 睿江云 17.42  106.20 公司股东,机构 项目融资 互联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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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 ,境内自

然人 

相关服务 

871095.OC 得益节能 1.50  1,200.00 大股东 ,境内自

然人 

补充流动

资金 

科技推广

和应用服

务业 

资料来源：Wind，天星资本研究所 

6. 重大公告 

6.1 对外投资 

【833582.OC-华特信息】 

本公司拟与库车华域牧业有限责任公司、邓照员先生、库车润泽商贸有限公司

共同出资设立参股公司库车华晨市政建设有限公司，注册地为库车开发区企业

服务中心(企业公馆)，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0,000.00元。本次对外投资不

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对外投资是公司自身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公司拓展新的业

务领域，提升公司重点业务的支撑基础和发展平台，对公司未来业绩和收益具

有显著积极影响。 

【833896.OC-海诺尔】 

本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随州海诺尔环保发电有限公司（以工商核名为准），

注册地为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东城文峰塔居委会商贸中心广州三街 18 号（以

工商核名为准），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4,000,000.00 元。本次对外投资将进一

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对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

意义，将对公司的业绩提升及利润增长将带来积极影响。 

【837500.OC-方金影视】 

本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方金影业（福建）有限公司，注册地为福建省建瓯市

西驿街 28、30号，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0,000.00 元。本次投资符合公司长

期战略发展方向，有利于实现公司的战略规划。公司通过设立子公司将影视制

作业务做大做强、做精做透，从而促进公司进一步发展，为股东创造更多的利

益。 

6.2 重大合同 

【870577.OC-德耀科技】 

近日，河南省德耀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乡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河南省特种防腐有限公司组成联合体与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达拉特分公司签

署《两套 18 吨/小时的炭材立式烘干系统工程合同》，本合同采用固定总价合

同方式，总价款为￥17,080,000.00 元。此次合同的履行将对挂牌公司 2017 年

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830860.OC-奥特股份】 

银川奥特信息技术股份公司与宁夏壹加壹农牧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牛只称重

与盘点云系统产品销售合同》,合同金额为 59,600,000.00 元(大写:伍仟玖佰

陆拾万元)。此次合同的签订对公司的生产建设、技术研发、可持续发展、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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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都具有积极的影响,标志着公司在畜牧精准化健康养殖领域的又一次重大

突破,对公司未来开拓同类市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7. 财经要闻 

宏观要闻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要求坚定不移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继续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加快

形成促进房地产市场稳定发展的长效机制。高度重视防控金融风险，加强

监管协调，加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加大惩处违规违法行为工作力度。 

 

 人社部：一季度五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为 1.53万亿元，同比增长 26.9%，

总支出为 1.18 万亿元，同比增长 21.7%；一季度末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

3.97%，环比下降 0.05 个百分点；全国城镇新增就业 334 万人，同比增长

16 万人；目前北京、上海、河南等 7 省市的 3600 亿元养老金已经归集到

位，其中 1370 亿元已经到账并开始投资。 

 

 央行进行 400 亿 7天、200 亿 14 天、200亿 28天期逆回购操作，当日净投

放 400 亿。Shibor 连续五日全线上涨，涨幅较前一日有所收窄。7 天期

Shibor涨 2.4bp报 2.8140%，续创 3月 31日以来新高。 

 

 财政部：1-3 月中央政府收入 21230 亿元；1-3 月中央政府支出 23467 亿

元。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中朝之间一直保持着正常的往来，外交渠道非常畅通，

中方在半岛核问题上的“三个坚持”的立场；当前半岛局势复杂敏感，高

度紧张，敦促所有有关各方都能保持克制，不要采取使局势紧张升级的举

动。 

 

 经济参考报：国际原油的六日连跌，让国内油价调整的预期从上涨转为搁

浅。从多家社会监测机构了解到，目前原油变化率对应的成品油调价幅度

不足 50元/吨，4月 26日国内油价调整二度搁浅已无悬念。 

三板要闻 

 新三板首入证券法明确法律地位 专家期待具体管理办法 

 

据新华社报道，昨日证券法修订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审，此次审议

中针对多层次资本市场进行了原则上的规定，明确确立为三个层次，新三

板为其中的一层。市场普遍认为，新三板首次被纳入证券法，标志着其全

国性证券交易场所地位即将进入“有法可依”的时代，未来的新三板会更

加规范。东北证券新三板研究中心总监付立春告诉挖贝网，证券法草案把

交易所分层了三个层次，主板中小创，也就是一二板被归于交易所中，第

二个层次，国务院批准的其他的全国性的证券交易场所只有新三板，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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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性的，单给新三板提出来，而非简单划分交易所和非交易所，说明新

三板的作用是比较重要。业内人士说，国务院批准的其他的全国性的证券

交易场所只有新三板，说明新三板的作用是比较重要。“这次证券法修改

对于监管，信披，投资者保护等都进一步细化。既考虑到注册制和多层次

资本市场当中的迫切问题，也留下了足够的空间，根据市场发展、改革进

程，再进一步后续完善。”付立春说道。不过在称利好的同时，对于新三

板现存的信批、流动性等问题，多位专家也表示期待后续的具体管理办法。 

热点新闻 

 产品供不应求 资本热捧 OLED 龙头 

 

在液晶面板价格高企和 OLED 供不应求的双重刺激下，深天马、京东方等上

市公司接连奉上耀眼财报，甚至引发社保基金加仓。而从昨日召开的“2017

国际新型显示技术展”来看，OLED 等技术已成为业界关注焦点。而抛开专

业展会一贯对于高新技术和前沿产品的强调，京东方和深天马的近半展台

都被形式各异的应用场景所占据，涉及车载、医疗、工控、智慧家居、零

售等等。记者现场采访获悉，今年 OLED市场仍将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其

中九成以上份额仍将被高端智能手机和可穿戴设备占据，但车载市场起步

迅速，甚至有望在下半年为相关上市公司业绩带来贡献。与此同时，车载

环境的高稳定性等要求对于技术的指标考核门槛更高，有利于龙头企业建

立市场壁垒。 

 

 储能扶持细则将陆续出台 行业发展有望进入快车道 

 

记者从第七届中国国际储能大会上获悉，未来还将有很多储能扶持政策的

实施细则出台，包括针对不同应用场景的补偿政策、纳入补偿范围的先进

储能技术标准、储能价格政策等。其中，储能项目的补贴政策以及价格政

策还在制定中。与会专家称，随着政策细则逐步落地，储能产业将进入发

展快车道。未来三大新兴产业——新能源并网、智能电网、电动汽车的发

展瓶颈都指向了储能技术。但目前国内储能商业化还面临技术挑战、应用

挑战、市场机制和政策挑战。今年 3 月出台的《关于促进储能技术与产业

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了储能政策实施路径。 

 

 环保部将与各省签订土壤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 

 

环保部部长陈吉宁 24 日向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报告说，下一步将全

面实施土壤污染治理。研究制定《土十条》考核细则，提出主要目标分解

方案，与各省（区、市）人民政府签订土壤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全面开

展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详查。进一步完善土壤污染防治法规标准体系。开展

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指导和推动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技术应用试

点和土壤污染综合防治先行区建设。此前一份全国性土壤状况调查报告指

出，我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近五分之一耕地遭污染，部分地区

土壤污染较重，全国土壤污染超标率达 16.1%。来自国土资源部土地整治中

心提供的数据显示，我国土壤污染修复产业产值，尚不及环保产业总产值

的 1%。而在发达国家这一比重达 30%以上。据环保部通过运用国际通行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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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对“土十条”影响做的预测评估，土壤修复市场带动的投资规模超过 5.7

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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