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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速览 

2017年 3月 28日： 

 新三板做市指数报收 1162.23 点，涨 1.75 点，涨幅 0.15%；成分指数报收

1234.78点，涨 4.63点，涨幅 0.38%。 

 新三板共 1283 只股票发生交易，其中 782 家做市转让企业共成交 8206 万股，

成交金额 7.18亿元；501家协议转让企业共成交 9439万股，成交金额 7.11亿

元。 

 新增挂牌企业 15 家，新增做市企业 0 家。截至今日，新三板挂牌企业家数共

10979家，其中协议转让企业 9366家，做市转让企业 16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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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3-28 天星创新层成份指数 968.06 -0.5 -0.05 

2017-3-28 同期三板做市指数 808.23 1.22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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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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3-28 天星创新层计算机与通信指数 965.18 0.56 0.06 

2017-3-28 同期三板做市指数 808.23 1.22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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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3-28 天星创新层文化传媒指数 949.19 -7.91 -0.83 

2017-3-28 同期三板做市指数 808.23 1.22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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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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3-28 天星创新层先进制造指数 1247.24 5.68 0.46 

2017-3-28 同期三板做市指数 808.23 1.22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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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3-28 天星创新层教育指数 882.81 0.38 0.04 

2017-3-28 同期三板做市指数 808.23 1.22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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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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3-28 天星创新层医药医疗指数 1064.95 3.03 0.29 

2017-3-28 同期三板做市指数 808.23 1.22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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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3-28 天星创新层消费指数 998.54 -3.85 -0.38 

2017-3-28 同期三板做市指数 808.23 1.22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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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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3-28 天星创新层环保指数 1058.61 -5.89 -0.55 

2017-3-28 同期三板做市指数 808.23 1.22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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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8006.OC 神州优车 17.72 -1.72 19,102.20 1,136.90 

837894.OC 祥云飞龙 13.00 0.00 9,695.13 745.78 

833714.OC 安世亚太 10.51 0.00 7,136.29 679.00 

830777.OC 金达莱 22.90 1.37 5,073.38 223.30 

430142.OC 锐新昌 9.07 -17.55 3,755.75 414.00 

837732.OC 艾德韦宣 36.00  3,600.00 100.00 

832979.OC 弘天生物 49.48 0.00 3,463.60 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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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5399.OC 中感微 30.00 0.00 3,390.00 113.00 

830809.OC 安达科技 24.41 -0.33 2,801.38 114.90 

834566.OC 家鸿口腔 6.33 0.00 2,532.00 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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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954.OC 龙创设计 20.00 23.46 20.00 1.00 

832069.OC 科飞新材 5.70 17.04 11.09 2.10 

831591.OC 云涛生物 4.57 15.11 21.77 5.00 

831214.OC 中晶股份 9.45 14.96 725.05 79.10 

430544.OC 闽保股份 6.83 10.88 0.68 0.10 

832007.OC 航天检测 13.50 10.75 100.41 7.80 

832074.OC 慧景科技 9.50 9.45 229.90 24.20 

831618.OC 文广农贷 0.96 9.09 22.92 24.70 

834164.OC 双江股份 4.09 9.07 5.96 1.50 

834990.OC 新数网络 11.22 8.93 32.31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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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293.OC 奉天电子 2.00 100.00 0.20 0.10 

833662.OC 大地生物 2.58 100.00 0.26 0.10 

834206.OC 傲基电商 56.00 100.00 5.60 0.10 

834538.OC 聚智未来 0.20 100.00 0.02 0.10 

835351.OC 智恒科技 15.60 100.00 1.56 0.10 

836506.OC 协能科技 2.00 100.00 0.20 0.10 

837870.OC 超固股份 7.50 100.00 0.75 0.10 

838775.OC 科贝科技 2.00 100.00 0.20 0.10 

831315.OC 安畅网络 2.00 98.02 0.20 0.10 

430674.OC 巴兰仕 9.30 97.87 0.93 0.10 

资料来源：Wind，天星资本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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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增挂牌 

2017年 3月 28 日新增挂牌企业 15家。 

代码 名称 营业收入（万元） 净利润（万元） 证监会行业 

870677.OC 大风科技 6,833.32 1,626.69 印 刷 和 记

录 媒 介 复

制业 

870830.OC 思路名扬 9,255.91 -8,235.85 计算机、通

信 和 其 他

电 子 设 备

制造业 

871079.OC 禾信仪器 7,102.60 1,000.11 仪 器 仪 表

制造业 

871081.OC 东亚股份 5,396.68 545.14 通 用 设 备

制造业 

871112.OC 钱林股份 3,136.24 3.02 计算机、通

信 和 其 他

电 子 设 备

制造业 

871124.OC 三绅文化 1,087.74 39.40 商 务 服 务

业 

871172.OC 临涣水务 12,269.36 3,356.63 水 的 生 产

和供应业 

871181.OC 嘉缘花木 35,750.98 1,940.70 土 木 工 程

建筑业 

871187.OC 纵思网络 1,824.04 239.08 互 联 网 和

相关服务 

871192.OC 联财网 1,434.35 40.04 商 务 服 务

业 

871207.OC 中维特药 7,839.01 123.81 化 学 原 料

及 化 学 制

品制造业 

871221.OC 鼎讯科技 4,750.99 165.14 软 件 和 信

息 技 术 服

务业 

871229.OC 合力创新 9,275.47 517.27 软 件 和 信

息 技 术 服

务业 

871230.OC 中山职旅 1,042.86 16.67 商 务 服 务

业 

871232.OC 广凌科技 5,405.39 48.07 软 件 和 信

息 技 术 服

务业 

资料来源：Wind，天星资本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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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增做市 

2017年 3月 28日，新增做市企业 0家。 

5. 定增一览 

2017 年 3月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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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148.OC 科能腾达 4.00  1,000.00 公司股东,机构

投资者 ,境内自

然人 

补充流动

资金 

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

务业 

430508.OC 中视文化 5.00  300.00 大股东 ,境内自

然人 

股权激励 广播、电

视、电影和

影视录音

制作业 

831373.OC 电科电源 2.80  253.00 大股东关联方 ,

境内自然人 

补充流动

资金 

电气机械

及器材制

造业 

831546.OC 美林数据 8.90  830.00 公司股东,机构

投资者 ,境内自

然人 

补充流动

资金 

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

务业 

832744.OC 瑞风协同 7.00  1,286.00 公司股东,机构

投资者 ,境内自

然人 

补充流动

资金 

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

务业 

834857.OC 清水爱派 10.00  300.00 公司股东,机构

投资者 ,境内自

然人 

补充流动

资金 

专业技术

服务业 

836745.OC 海润股份 1.80  1,930.00 大股东 ,大股东

关联方 ,境内自

然人 

项目融资 专业技术

服务业 

837899.OC 同华科技 9.00  324.00 机构投资者 ,境

内自然人 

补充流动

资金 

水的生产

和供应业 

870805.OC 高信股份 12.80  500.00 机构投资者 项目融资 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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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3005.OC-仁众实业】 

本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天津仁众果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地为天津子牙

循环经济产业区，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0,100,000.00 元。此次对外投资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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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发展战略和市场业务拓展需求，为了更好的服务北方市场，提升公司的综

合实力和竞争优势。 

【831697.OC-海优新材】 

本公司拟将子公司上海汉宫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人民币

80,000,000.00 元，即上海汉宫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75,000,000.00 元，其中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 75,000,000.00 元，本次对外投

资不构成关联交易。此次对外投资主要是为增加该公司的经济实力，以利于公

司投资项目的实施。 

【871237.OC-玉鑫环保】 

本公司拟与广东益诺欧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山东钛洁环

保有限公司（拟申请之名，以工商登记为准），注册地为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000.00 元。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公司设

立控股子公司山东钛洁环保有限公司的目的是为了优化公司结构和公司业务，

提升公司主营业务竞争力。 

6.2 重大合同 

【839446.OC-铭弘体育】 

湖南铭弘体育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近期与恒大地产集团长沙置业有限公司签署业

务合同《恒大地产集团长沙置业有限公司 2017 年度项目工程施工合同》。此次

与恒大长沙置业的合作，将有力推动公司未来业绩的增长，为公司及客户创造

更多的价值，提升公司的品牌影响力。 

7. 财经要闻 

宏观要闻 

 国务院发布关于落实《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部门分工的意见。意见提

出，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综合运用货币政策工具，维护流动性基本

稳定，合理引导市场利率水平，坚持汇率市场化改革方向，保持人民币在

全球货币体系中的稳定地位；加强房地产市场分类调控，遏制热点城市房

价过快上涨；深化多层次资本市场改革，做好今年在香港和内地实施“债

券通”相关工作。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2030 年）草案已编制完成，并进行公告。草

案提出到 2020 年，人口控制在 2300 万人，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减至 2860平

方公里左右。 

 

 央行称，临近月末财政持续支出，对冲央行逆回购到期后银行体系流动性

总量适中，3月 28日不开展公开市场操作，为连续第三日暂停。当日公开

市场净回笼 700亿；Shibor多数下跌，7天期 Shibor跌 0.83bp报 2.7910%。 

 

 人社部养老保险司副司长贾江表示，“十三五”期间将通过“增收”、严

管等措施改革和完善养老保险制度，综合施策，实现养老保险基金长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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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 

 

 经济参考报头版刊文称，热点城市降杠杆和三四线城市去库存，是今年房

地产市场调控的两大重点。金融是房地产市场的血脉，住房信贷政策既关

系国家房地产宏观调控，又与普通百姓利益息息相关。为此，应加强房地

产市场研究，实施差别化的住房信贷政策，合理把握信贷投放，既要满足

居民合理购房需求，又要防范风险、抑制泡沫。。 

热点新闻 

 三星旗舰手机即将发布 这次主打无线充电 

 

3 月 29 日三星新一代旗舰 GALAXYS8 系列产品将正式发布，除了装载双曲

面圆角 AMOLED 显示屏，还将支持无线快速充电功能。除了三星 S8，即将推

出的 iPhone8 高配版本被爆将搭载无线充电模块。在两大巨头示范效应推

动下，其他产商配备无线充电的积极性有望被激发。无线充电的好处是无

需随身携带线缆，避免线缆缠绕，甚至未来，在无线充电标准统一的情况

下，无论什么样的电脑、手机、ipad，都可以充电，它可以自由移动，可以

在任何位置进行充电，甚至可以实现一对多充电，这是一项很值得期待的

技术。业内人士表示，无线充电 2017 年将迎来爆发，预计到 2020 年搭载

无线充电的手机将超过 10亿部，渗透率达到 55%。而配备无线充电的智能

穿戴设备有望在 2020 年突破 2亿部，届时仅消费电子，无线充电的市场总

规模有望达到百亿美元。随着无线充电爆发来临，国内诸多产业链上下游

公司将有望获得巨大的业绩弹性。 

 

 五部门金融支持制造强国建设 智能制造成重中之重 

 

日前，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联合印发了

《关于金融支持制造强国建设的指导意见》（银发〔2017〕58 号，以下简

称《意见》）。《意见》指出，要高度重视和持续改进对“中国制造 2025”

的金融支持和服务，始终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制造业发展的难点痛点，着

力加强对制造业科技创新、转型升级的金融支持。要紧紧围绕“中国制造

2025”重点领域和关键任务，改进和完善制造业的金融服务，促进制造业

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安信证券研报认为，智能制造是中国制

造 2025 的核心，工业机器人是智能制造腾飞的重要基础。 制造业是国民

经济的主体，是科技创新的主战场，是立国之本和强国之基。“中国制造

2025”作为国家战略级别的任务和工程，智能制造相关的政策红利有望为

行业带来持续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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