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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速览 

2017年 7月 25日： 

 新三板做市指数报收 1036.35 点，跌 0.66 点，跌幅 0.06%；成分指数报收

1231.71点，涨 1.64点，涨幅 0.13%。 

 新三板共 929 只股票发生交易，其中 555 家做市转让企业共成交 6837 万股，

成交金额 3.15 亿 元；374 家协议转让企业共成交 6699 万股，成交金额 3.18

亿元。 

 新增挂牌企业 6 家，新增做市企业 0 家。截至今日，新三板挂牌企业家数共

11278家，其中协议转让企业 9761家，做市转让企业 15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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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7-25 天星创新层成份指数 886.8 3.24 0.37 

2017-7-25 同期三板做市指数 720.69 -0.46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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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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7-25 天星创新层计算机与通信指数 826.24 -4.66 -0.56 

2017-7-25 同期三板做市指数 720.69 -0.46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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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7-25 天星创新层文化传媒指数 853.48 -1.05 -0.12 

2017-7-25 同期三板做市指数 720.69 -0.46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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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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7-25 天星创新层先进制造指数 1130.32 8.75 0.78 

2017-7-25 同期三板做市指数 720.69 -0.46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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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7-25 天星创新层教育指数 835.82 1.04 0.12 

2017-7-25 同期三板做市指数 720.69 -0.46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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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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7-25 天星创新层医药医疗指数 862.47 -1.65 -0.19 

2017-7-25 同期三板做市指数 720.69 -0.46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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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7-25 天星创新层消费指数 900.23 -1.52 -0.17 

2017-7-25 同期三板做市指数 720.69 -0.46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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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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7-25 天星创新层环保指数 954.1 -7.18 -0.75 

2017-7-25 同期三板做市指数 720.69 -0.46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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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0881.OC 圣泉集团 10.78 6.31 4,240.46 390.36 

430021.OC 海鑫科金 9.35 -1.79 3,651.69 401.90 

833632.OC 荣信教育 8.00 0.00 3,498.72 437.34 

830899.OC 联讯证券 1.70 -1.73 2,866.73 1,660.60 

834520.OC 万佳安 16.95 1.74 2,695.39 160.20 

836758.OC 奥吉特 12.00 -7.69 2,209.38 22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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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540.OC 康沃动力 8.60 -1.83 1,598.46 173.90 

830809.OC 安达科技 8.95 0.56 1,285.55 143.20 

834736.OC 康铭盛 30.56 -0.20 1,254.75 41.10 

833477.OC 希德电子 20.00 0.00 1,000.00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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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1758.OC 意欧斯 8.17 99.76 0.82 0.10 

833423.OC 穗晶光电 6.81 94.57 161.91 23.80 

832054.OC 永强岩土 5.80 93.33 270.56 102.10 

830795.OC 骏汇股份 1.90 46.15 4.67 2.50 

831513.OC 爱廸新能 13.37 27.09 54.87 4.60 

834955.OC 永威安防 5.98 24.07 2.39 0.40 

430111.OC 北京航峰 3.50 23.24 0.70 0.20 

834171.OC 阿拉科技 2.49 21.46 30.85 12.40 

835760.OC 微网信通 1.65 14.58 144.49 101.60 

830882.OC 佳龙股份 2.90 13.73 4.95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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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528.OC 斯迈柯 5.92 100.00 44.69 29.30 

833119.OC 得普达 3.04 100.00 0.30 0.10 

833422.OC 康海时代 2.88 100.00 0.29 0.10 

833898.OC ST磊曜 0.02 100.00 0.00 0.10 

833988.OC 中成发展 16.00 100.00 1.60 0.10 

834467.OC 经纬科技 28.00 100.00 2.80 0.10 

835072.OC 东海租赁 4.90 100.00 0.49 0.10 

835626.OC 大民种业 3.60 100.00 0.36 0.10 

837348.OC 飞宇竹材 22.00 100.00 286.04 51.30 

837729.OC 湖南竹材 60.00 100.00 105.00 6.70 

资料来源：Wind，天星资本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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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增挂牌 

2017年 7月 25 日新增挂牌企业 6家： 

代码 名称 营业收入（万元） 净利润（万元） 证监会行业 

871644.OC 精典汽车 31,583.12 2,108.97 机动车、电

子 产 品 和

日 用 产 品

修理业 

871658.OC 水石设计 32,310.53 3,618.23 商 务 服 务

业 

871688.OC 多闻科技 353.34 228.37 软 件 和 信

息 技 术 服

务业 

871697.OC 泰华光电 930.82 13.39 仪 器 仪 表

制造业 

871716.OC 良友股份 4,129.43 502.99 专 用 设 备

制造业 

871718.OC 申安智能 3,498.34 221.32 计算机、通

信 和 其 他

电 子 设 备

制造业 

资料来源：Wind，天星资本研究所 

4. 新增做市 

2017年 7月 25日新增做市企业 0家。 

5. 定增一览 

2017年 7月 25日，共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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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1452.OC 宝特龙 1.25  1,750.00 机构投资者 ,境

内自然人 

项目融资 化学原料

及化学制

品制造业 

833122.OC 中仪股份 11.50  69.00 机构投资者 补充流动

资金 

专用设备

制造业 

836132.OC 海江物流 1.38  750.00 大股东 补充流动

资金 

道路运输

业 

836403.OC 喜悦股份 5.58  530.00 机构投资者 ,境

内自然人 

项目融资 其他制造

业 

839279.OC 和君恒成 1.33  2,520.00 大股东 ,机构投

资者,境内自然

人 

项目融资 商务服务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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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9803.OC 通用电梯 4.50  3,000.00 公司股东,机构

投资者 ,境内自

然人 

补充流动

资金 

通用设备

制造业 

870104.OC 飞拓无限 14.92  177.30 机构投资者 融资收购

其他资产 

互联网和

相关服务 

870104.OC 飞拓无限 14.92  134.02 机构投资者 配套融资 互联网和

相关服务 

870950.OC 丰源热力 2.38  798.31 境内自然人 项目融资 电力、热力

生产和供

应业 

871185.OC 日迅彩印 1.25  4,000.00 大股东 项目融资 印刷和记

录媒介复

制业 

871186.OC 中御建设 5.00  400.00 境内自然人 项目融资 建筑装饰

和其他建

筑业 

871540.OC 飞利达 3.00  500.00 大股东 ,大股东

关联方 ,机构投

资者,境内自然

人 

项目融资 批发业 

资料来源：Wind，天星资本研究所 

6. 重大公告 

6.1 对外投资 

【833932.OC-奥雷德】 

本公司拟与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滇中产业发展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高平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参股公司昆明京东方显示技术有

限公司，注册地为云南省昆明市，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00,000.00 元。本

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战略和未来发展具有积极意

义，将充分发挥各方优势资源，实现资源互补、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提升公

司的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投资的顺利履行将

对公司的未来经营业绩、市场开拓及品牌影响力产生积极深远影响。 

【833390.OC-国德医疗】 

本公司拟与厦门健研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福建建研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

参股公司福建健研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地为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软件大道

89 号福州软件园 F 区 3 号楼 5 层 A 区，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0,000.00 元。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投资出于长远发展战略考虑，深挖行业应

用，完善医疗大健康产业链。 

【837230.OC-惠利股份】 

本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新疆科林灌溉科技有限公司（以工商登记核准为准），

注册地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铁门关市，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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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00.00 元。本次对外投资有利于公司拓展南疆地区节水灌溉市场，有

利于提升公司综合实力和营业能力，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积极

影响。 

6.2 重大合同 

【838043.OC-中昊环保】 

安徽中昊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近日与上海中芬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大

唐东营 2×1000MW 新建工程烟气余热利用系统--暖风机及低温省煤器买卖合同

书》，约定由中芬新能源向公司采购暖风机及低温省煤器设备，用于大唐东营

2×1000MW 新建工程的烟气余热利用系统的建设，合同金额为人民币叁仟捌佰

肆拾万元整（￥38,400,000.00）。此次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和

品牌影响力的提升产生积极的影响，能够增强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839346.OC-盛邦建设】 

近日，四川盛邦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中标了重庆三磊会展有限公司开发的黔江新

城会展中心综合体及配套住宅项目（一期）幕墙工程，合同金额:人民币叁仟捌

佰伍拾万元（小写：38,500,000 元）。此次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

产生积极影响，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品牌影响力，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831210.OC-圣海林】 

近日，北京圣海林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市九公山长城纪念林有限

公司签订了《北京九公山后山覆绿工程施工合同》，合同金额 27,584,527.62

元，工程范围为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京九公山后山。工程内容包括园建、种

植绿化、挂网喷播等水土保持生态修复工程内容。此次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

2017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7. 财经要闻 

宏观要闻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进一步把国防和军

队改革向纵深推进，推进军民融合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实质性进

展。 

 

 财政部：1-6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24.3%，营业总

收入同比增长 16.6%，钢铁、有色等去年同期亏损的行业持续保持盈利；煤

炭、石油石化、交通等行业实现利润同比增幅较大；电力等行业实现利润

同比降幅较大。 

 

 周二央行进行 1000 亿 7天、400亿 14天逆回购操作，当日有 1400 亿逆回

购到期，完全对冲当日到期量。Shibor 多数下跌，短期品种转为上涨。 

 

 工信部：上半年工业运行保持稳中向好态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 6.9%，处于近三年同期最好状态；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1%，快于整体工业 6.2个百分点；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的产量都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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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了 52.3%和 23.8%。 

 

 2017年中国人民银行分支行行长座谈会召开：继续实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

策，保持货币信贷适度增长和流动性基本稳定；严格规范金融市场交易行

为，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围绕实体经济全面提升金融服务效率和水平；

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稳步扩大金融对外开放。 

 

 北京市规划国土委：北京副中心总体城市设计已经基本完成，下半年北京

市四套班子将启动搬迁；将引导中心城区人口随功能转移，实现宜居宜业、

职住平衡，规划中通州将有 60 万至 80 万就业人口，这部分人要尽可能住

在通州区。 

 

 上海市长应勇：下半年上海要深入推进自贸试验区建设，加快推进科创中

心建设、切实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建设。“十三五”时期，上海住房工作

主要目标是，基本形成符合市情、购租并举的住房体系，实现住房总量平

稳增长、住房价格总体稳定、管理能级显著提升等。 

 

 以“新活力新动能——国企国资改革的创新与实践”为主题的第二届国企

改革前沿论坛将于 7月 26日在广州举行。这次论坛旨在贯彻落实全国国有

企业改革经验交流会议精神，宣传国企国资改革的典型经验。 

 

 上海证券报：近期央企已陆续接到国资委相关工作实施要求，央企集团的

公司制改制方案的报送时间节点已明确，并且要在 2017 年底前全部（不含

中央金融、文化企业）完成工商登记变更，由全民所有制企业改制为按照

《公司法》登记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央企集团层面可改制为

国有独资公司，或股权多元化企业，需要严格履行审批程序。 

 

 经济参考报：据悉，电力体制改革试点已经覆盖除西藏以外的所有省（区、

市），形成了以综合试点为主、多模式探索的格局。其中，第三批 14个省

级电网输配电价核定工作已基本完成，近期将由各省级价格主管部门向社

会公布，这意味着输配电价改革将实现省级电网全覆盖。在此基础上，下

半年电改将以点带面全面铺开，迎来第二轮爆发期。 

热点新闻 

 省级输配电价改革全覆盖 电力改革步入下半场 

 

7月 25日，从国家发改委和国家能源局召开的电改吹风会上获悉，电力体

制改革试点已经覆盖除西藏以外的所有省（区、市），形成了以综合试点

为主、多模式探索的格局。其中，第三批 14个省级电网输配电价核定工作

已基本完成，近期将由各省级价格主管部门向社会公布，这意味着输配电

价改革将实现省级电网全覆盖。有市场人士分析认为，随着电力改革持续

推进，下半年电改将以点带面全面铺开，迎来第二轮爆发期。行业中上市

公司将大幅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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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板块旺季行情初显 龙头股迎布局良机 

 

近期，多家券商发布研报称，当前正是休闲旅游行业的传统旺季，板块经

过前期的调整后，行业内的龙头白马股迎来较好布局时点。国信证券表示，

过去 10年，每年 6月 20日至 9月 10日，旅游板块往往有着超额收益，今

年或许也不例外。行业以下三大内在因素也有望支撑板块旺季行情：（1）

去年二季度、三季度的低基数效应叠加旅游行业今年三季度传统旺季即将

到来，有望给行业今年的基本面带来良好支撑；（2）旅游业重点公司今年

中报业绩整体保持较好增长；（3）经过上半年的调整，板块相对估值和绝

对估值回归至相对合理区间。投资机会方面，该机构表示，结合当前市场

风格，可从基本面改善，业绩确定性以及估值等三大角度精选国内休闲服

务板块龙头股。 

 

 中国太空量子通信获突破 

 

近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教授及同事彭承志、张强等组成的研究小

组，在国际上首次成功实现了白天远距离（53km）自由空间量子密钥分发，

通过地基实验在信道损耗和噪声水平方面有效验证了未来构建基于量子星

座的星地、星间量子通信网络的可行性。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光子

学》日前发表了该成果。据报道，基于卫星平台的量子通信是构建全球量

子通信网络最为可行的手段，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目前

已经在国际上成功实现了首次星地量子通信，为未来开展大尺度量子网络

和量子通信实验研究奠定了技术基础。但由于阳光噪声的影响，“墨子号”

卫星只能在夜晚工作，至少需 3 天才能完成全球范围内地面站点的覆盖。

为抑制白天阳光背景噪声，潘建伟团队近期从三方面发展关键技术，他们

采用 1550nm 波段光子开展实验，优化光学系统，将噪声降低超过一个数量

级，并发展频率上转换单光子探测技术、自由空间光束单模光纤耦合技术，

降低噪声约 4个数量级。研究小组在相距 53公里的两点间完成了白天阳光

背景下的量子密钥分发实验，实验结果验证了太阳光背景下开展星地、星

间量子密钥分发的可行性，为下一步构建量子星座打下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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