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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速览 

2017年 4月 26日： 

 新三板做市指数报收 1126.30 点，跌 3.47 点，跌幅 0.31%；成分指数报收

1250.93点，涨 12.76 点，涨幅 1.03%。 

 新三板共 1212 只股票发生交易，其中 749 家做市转让企业共成交 9152 万股，

成交金额 5.22 亿元；463 家协议转让企业共成交 13489 万股，成交金额 7.68

亿元。 

 新增挂牌企业 4 家，新增做市企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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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28家，做市转让企业 15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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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4-26 天星创新层成份指数 938.38 -0.88 -0.09 

2017-4-26 同期三板做市指数 783.24 -2.41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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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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4-26 天星创新层计算机与通信指数 928.96 -3.9 -0.42 

2017-4-26 同期三板做市指数 783.24 -2.41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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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4-26 天星创新层文化传媒指数 916.18 0.26 0.03 

2017-4-26 同期三板做市指数 783.24 -2.41 -0.31 



    天星资本研究所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特别声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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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4-26 天星创新层先进制造指数 1192.25 -7.34 -0.61 

2017-4-26 同期三板做市指数 783.24 -2.41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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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4-26 天星创新层教育指数 857.29 -5.41 -0.63 

2017-4-26 同期三板做市指数 783.24 -2.41 -0.31 



    天星资本研究所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特别声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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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4-26 天星创新层医药医疗指数 1013.55 -3.04 -0.30 

2017-4-26 同期三板做市指数 783.24 -2.41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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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4-26 天星创新层消费指数 965.57 -5.51 -0.57 

2017-4-26 同期三板做市指数 783.24 -2.41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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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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4-26 天星创新层环保指数 1043.63 0.56 0.05 

2017-4-26 同期三板做市指数 783.24 -2.41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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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127.OC 英雄互娱 8.97 -2.82 15,914.27 1,932.50 

832800.OC 赛特斯 38.50 20.31 5,265.48 154.50 

430346.OC 哇棒传媒 17.90 -10.28 3,038.14 174.00 

833656.OC 确成硅化 11.58 -1.11 2,571.72 223.50 

831344.OC 中际联合 16.70 -0.54 2,218.05 138.50 

831371.OC 美涂士 7.20 -44.44 2,160.00 300.00 

836661.OC 特利尔 6.80 -23.60 2,040.00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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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168.OC 中科招商 1.01 1.00 1,987.35 1,987.30 

830899.OC 联讯证券 2.04 -0.97 1,934.16 943.90 

834299.OC 汇量科技 61.78 -27.32 1,909.01 3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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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193.OC 微传播 24.00 60.00 460.80 19.20 

834270.OC 远大特材 18.50 48.00 1.85 0.10 

834171.OC 阿拉科技 2.20 47.65 403.22 257.90 

835780.OC 凯尔达 8.00 33.33 120.00 15.00 

831866.OC 蔚林股份 18.82 28.64 124.24 6.60 

430570.OC 蓝星科技 2.00 28.21 28.70 16.50 

831810.OC 本益新材 5.80 20.83 1.16 0.20 

832074.OC 慧景科技 9.43 17.88 1,094.85 116.15 

833322.OC 广通软件 23.00 11.65 480.55 22.60 

835174.OC 五新隧装 15.06 11.47 37.64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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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7576.OC 吉山会津 6.31 215.50 47.61 13.80 

430753.OC 琼中农信 2.98 100.00 0.30 0.10 

831346.OC 木联能 0.08 100.00 0.01 0.10 

832549.OC 苏船动力 23.00 100.00 1,127.00 49.00 

833671.OC 邦诚电信 2.00 100.00 0.20 0.10 

839664.OC 航天恒丰 70.40 100.00 10.56 0.20 

836073.OC 时代正邦 7.99 99.75 0.80 0.10 

832752.OC 环峰能源 2.00 96.08 0.40 0.20 

834538.OC 聚智未来 15.68 96.00 1.57 0.10 

838775.OC 科贝科技 9.05 95.89 6.33 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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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日新增挂牌企业 4家。 

代码 名称 营业收入（万元） 净利润（万元） 证监会行业 

871320.OC 奇异互动 12,123.23 1,211.37 互 联 网 和

相关服务 

871332.OC 维麦重工 4,927.42 -159.51 通 用 设 备

制造业 

871364.OC 知行健身 824.48 78.83 体育 

871403.OC 太湖云 3,206.20 933.94 软 件 和 信

息 技 术 服

务业 

资料来源：Wind，天星资本研究所 

4. 新增做市 

2017年 4月 26日，新增做市企业 1 家。 

代码 名称 做市券商 行业 
做市首日涨跌幅

（%） 

做市首日成交金额（万

元） 

837576.OC 吉山会津 华安证券,联讯证券 橡胶和塑

料制品业 

215.50 47.61 

资料来源：Wind，天星资本研究所 

5. 定增一览 

2017 年 4月 26日，共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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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169.OC 融智通 5.00  700.00 机构投资者 ,境

内自然人 

项目融资 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

务业 

430244.OC 颂大教育 11.00  4,000.00 公司股东,机构

投资者 ,境内自

然人 

项目融资 互联网和

相关服务 

833748.OC 奥图股份 10.93  457.46 机构投资者 项目融资 通用设备

制造业 

836692.OC 苏氧股份 3.20  3,200.36 大股东 ,大股东

关联方 ,境内自

然人 

项目融资 通用设备

制造业 

838030.OC 德众股份 1.80  1,000.00 大股东 补充流动

资金 

零售业 

838314.OC 华仪电子 2.00  5,900.00 大股东 ,机构投

资者,境内自然

人 

项目融资 仪器仪表

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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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9372.OC 锐扬股份 1.15  1,600.00 大股东 补充流动

资金 

金属制品

业 

870309.OC 中天新能 3.00  3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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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0618.OC 小六汤包  28.00 40.00 机构投资者 项目融资 餐饮业 

资料来源：Wind，天星资本研究所 

6. 重大公告 

6.1 对外投资 

【837641.OC-新业电子】 

本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苏州柏盛科技有限公司（最终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定为

准），注册地为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甪直镇，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95,000,000.00

元。本次投资可进一步提升公司在国内外市场的影响力，提升公司综合实力，

为公司长期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从长期来看，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均具有积极意义。 

【833896.OC-三瑞高材】 

本公司拟与宋磊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吉林吉瑞特殊化学品有限公司，注册

地为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汉阳南街6号，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0,000.00元。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对外投资有利于公司实现整体战略发展，

加速北方地区业务发展，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837500.OC-瑞捷光电】 

本公司拟与凌高德、胡庆德、邓高峰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惠州尼日科光学

材料有限公司，注册地为惠州市沥林镇工业园区，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0,000,000.00 元。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投资有利于从整体上

拓展公司业务，全面增强公司综合能力。本次对外投资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

他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都将产生积极影响。 

6.2 重大合同 

【836625.OC-宝艺股份】 

近日，宝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博凯机械（上海）有限公司签署了《BHS 恒

速之星 S设备买卖合同》，本合同金额为￥18,200,000.00元(人民币壹仟捌佰

贰拾万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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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泰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资兴市城乡环境保护投融资中心，于近期签

订了《有机肥料采购合同》。签约合同价：14,208,000.00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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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3227.OC-博元电力】 

和昌地产集团郑州公司组织招标的“新庄新苑供配电工程”招标项目，河南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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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本次招标项目的投标中被确认为中标人。近期，博

元电力与河南惠昌城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本项目合同。签约合同价：

30,500,000.00元。此次合同的签订将对公司 2017年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7. 财经要闻 

宏观要闻 

 中共中央政治局就维护国家金融安全进行第四十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指出，

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金融稳定，要坚定不移地维护金融安全；坚决守住不发

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控制好杠杆率，加大对市场违法违规行为打击力

度，重点针对金融市场和互联网金融开展全面摸排和查处。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削减工商登记前置审批，持续降低

制度性交易成本激发市场活力，决定在粮食主产省开展提高农业大灾保险

保障水平试点。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四次委员长会议在北京举行，张德江主持，

会议听取了测绘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审议上海合

作组织成员国边防合作协定、中国和塔吉克斯坦关于移管被判刑人的条约

情况及决定草案代拟稿的汇报。 

 

 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中国有底气有条件实现全年经济发展的预期目标；

经济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仍然凸显，钢铁、煤炭以及煤电等行业供大于

求的矛盾没有根本解决；房地产市场结构性矛盾仍未解决，一旦放松调控

还会反弹。 

 

 财政部：一季度国有企业经济运行稳中向好；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116336.1

亿元，同比增 18.5%，利润总额 5873.1 亿元，同比增 37.3%；石化和交通

等行业实现利润同比增幅较大。 

 

 雄安新区举行首场新闻发布会，新区筹委会副主任牛景峰说，新区启动区

30平方公里，规划设计将面向全球招标。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将坚持“世界

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河北省委、省政府明确了树牢

大历史观、精准把握定位，明确提出了“1+N”规划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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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六日全线上涨，7天期 Shibor涨 0.63bp报 2.8203%，

续创 3月 31 日以来新高。 

 

 发改委： 4月 26 日国内成品油价格不作调整。 

 

 中共中央决定：车俊任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不再担任浙江省委书记、常

委、委员职务；石泰峰任宁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李建华不再

担任宁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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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参考报头版刊文称，当下，我国金融监管任务艰巨。要扭转资金脱实

入虚，整治金融乱象，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底线，必

须强化金融监管。然而，在监管举措多箭齐发的同时，还需及时补上体制

机制短板，努力把握好防范风险和鼓励创新的平衡点，进而实现监管成本

和监管效能的最优配置。 

热点新闻 

 储能扶持政策细则将陆续出台 千亿市场启动在即 

 

从第七届中国国际储能大会上获悉，储能扶持政策细则将陆续出台，产业

发展有望进入快车道。据报道，近年来，中国储能市场在政策扶持下渐渐

发展。2016 年 6月，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促进电储能参与“三北”地区

电力辅助服务补偿（市场）机制试点工作的通知》，确定在“三北”地区

选取 5 个电储能设施参与电力调峰调频辅助服务补偿市场机制试点。2017

年 3 月，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发布《关于促进储能技术与产业发展的指导意

见（征求意见稿）》（下称“储能指导意见”），明确我国储能发展的路径

及应用场景。按照“储能指导意见”，未来将根据不同应用场景研究出台

针对性补偿政策，出台纳入补偿范围的先进储能技术标准并实施动态更新，

研究建立分期补偿和补偿退坡机制。结合电力体制改革，将研究推动储能

价格政策。 

 

 工信部要求加快物联网推广 产业链个股有望爆发 

 

近日，国新办就 2017 年第一季度工业通信业发展情况举行发布会。工信部

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闻库表示，在鼓励融合创新方面，要加快蜂窝物联网，

尤其是窄带物联网 NB-IoT 技术的应用推广。物联网部署具有规模效应，网

络覆盖达到一定程度后，下游应用将呈现爆发性增长，移动、电信的物联

网客户数均进入加速增长阶段，物联网产业应用有望进入爆发期。物联网

部署具有明显的规模效应，中国电信物联网用户数增长到 1000 万用了 1年

时间，从 1000 万到 2000 万只用了 4 个月。物联网是承载物与物通信的网

络，网络覆盖达到一定程度后，才能打开下游应用空间。运营商陆续加码

物联网建设，网络覆盖范围和用户承载能力快速提升，我国的物联网网络

覆盖能力和服务质量已经走在世界前列，网络覆盖能力已不再是制约物联

网应用落地的主要因素，物联网产业辆有望站上爆发的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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