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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综合篇 

 

1. 挂牌股票转让制度方面的总体安排大致是什么样的？

都有哪些转让方式？ 

答：总的来说，挂牌股票盘中可以选择集合竞价转让或做市

转让方式之一进行转让，盘后可以进行协议转让，收购、股份权

益变动或引进战略投资者等特定情形还可以申请线下办理特定

事项协议转让。 

选择集合竞价转让的挂牌股票，其撮合频次根据挂牌公司

所属层级确定，具体为：基础层的挂牌股票每个转让日集中撮

合 1 次，创新层的挂牌股票每个转让日集中撮合 5 次。选择做

市转让的，需有两家以上（含两家）做市商提供做市报价服务。 

在 15:00~15:30 盘后交易时间段内，无论是集合竞价还是做

市转让的股票，单笔转让数量不低于 10 万股或转让金额不低于

100 万元人民币的，均可以进行协议转让。 

针对收购、股份权益变动或引进战略投资者等情形，投资者

可以申请进行特定事项协议转让，特定事项协议转让的具体办

法将另行制定。 

2. 此次发布的《股票转让细则》与之前的《转让细则（试

行）》相比，转让方式有何区别？ 

答：《股票转让细则》对转让方式的调整主要有： 

一是引入集合竞价转让制度，原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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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调整为实施盘中集合竞价配套盘后协议转让的转让安排。

股票采取集合竞价转让方式的，对申报设置有效价格范围，具

体为前收盘价的 50%至 200%；无前收盘价的，成交首日不设申

报有效价格范围，自次一转让日起设置申报有效价格范围。盘

后协议转让设置单笔申报数量不低于 10万股或转让金额不低于

100 万元的下限，并要求成交价格应当不高于前收盘价的 200%

或当日已成交的最高价格中的较高者，且不低于前收盘价的 50%

或当日已成交的最低价格中的较低者。 

二是集合竞价与分层制度配套，实行差异化的撮合频次，基

础层挂牌股票采取每日收盘撮合 1 次的集合竞价，创新层挂牌

股票采取每日撮合 5 次的集合竞价。 

三是完善做市转让方式，允许单笔申报数量不低于 10 万股

或转让金额不低于 100 万元的做市转让股票进行协议转让，投

资者之间、做市商之间以及投资者与做市商之间可以通过协议

转让方式直接成交；同时将收盘价按现行最后 1笔成交价确定，

修改为按最后 1 笔成交前（含最后 1 笔交易）15 分钟的成交量

加权平均价确定。 

四是针对收购、股份权益变动或引进战略投资者等原因导

致的股票转让，增加特定事项协议转让渠道，具体办法将于近

期发布。 

3. 股票的转让方式和分层挂钩吗?不同层次的挂牌股票

分别有哪些转让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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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股票转让细则》对不同层次的集合竞价转让股票设置

了不同的撮合频次，对不同层次的做市转让股票，转让方式没

有差别。 

在 9:15~11:30 和 13:00~15:00 交易时间段内，基础层挂牌股

票可以选择每日 1 次集合竞价或做市转让两种方式之一进行转

让；创新层挂牌股票可以选择每日 5 次集合竞价或做市转让两

种方式之一进行转让。 

在 15:00~15:30 的盘后交易时间段内，所有挂牌股票满足规

定条件的，均可以进行协议转让。 

4. 分层调整的时候，股票转让方式可能有哪些变化？ 

答：对于采取集合竞价转让的挂牌股票，全国股转系统根据

挂牌公司所属市场层级提供相应的撮合成交频次。因此，当采

取集合竞价转让的挂牌股票从基础层调入创新层时，撮合成交

频次将由每日 1 次调整为每日 5 次；从创新层调入基础层时，

撮合成交频次将由每日 5 次调整为每日 1 次。 

对于采取做市转让方式的挂牌股票，分层调整时，股票的转

让方式没有变化。 

5. 投资者如何查看股票转让方式？ 

答：不同的股票客户端软件对挂牌股票转让方式的显示方 

式会略有不同，但通常都在报价信息栏显示，以常见的 Wind 资

讯和通达信客户端为例，红色圆框标记处即为转让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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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Wind 资讯挂牌股票转让方式查看方式 

 

在 Wind 资讯中，红色圆框内的“创”标识表示挂牌股票为创

新层股票，无此标识的表示为基础层股票，“做”标识表示挂牌股

票为做市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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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达信中，红色圆框内的“个数 7”表示该股票有 7 个做市

商为其提供做市报价服务。 

6. 什么是集合竞价转让？ 

答：集合竞价转让是指对一段时间内接受的买卖申报一次

性集中撮合的竞价转让方式。 

 

第二部分 投资者篇 

 

7. 对于采用集合竞价转让的挂牌股票，投资者该如何报

单？有哪些委托类型？ 

答：投资者登录证券公司的交易客户端程序之后，在交易委

托界面，输入挂牌股票证券代码，选择限价委托及买卖方向，再

图 2 通达信挂牌股票转让方式查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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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次输入委托价格和委托数量，之后提交委托即可。 

全国股转系统挂牌股票的集合竞价转让方式只有“限价委

托”一种委托类型。 

8. 对于采用集合竞价转让方式的挂牌股票，投资者委托

时的委托价格有限制吗？  

答：投资者的委托价格应在申报有效价格范围内，申报有效

价格范围为前收盘价的 50%至 200%；无前收盘价的，成交首日

不设申报有效价格范围，自次一转让日起设置申报有效价格范

围。 

对于《转让细则》实施之日由协议转让方式改为集合竞价转

让方式的股票，无论是否有前收盘价，其集合竞价首次成交前

（含首次成交当日）统一不设申报有效价格范围，自次一转让

日起设置申报有效价格范围。 

9. 对于采用集合竞价转让方式的挂牌股票，投资者的委

托是如何排序的？ 

答：采用集合竞价转让的挂牌股票，同一股票的所有投资者

委托按照价格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集中撮合成交。其中，价格

优先是指较高价格买入申报优先于较低价格买入申报，较低价

格卖出申报优先于较高价格卖出申报；时间优先是指买卖方向、

价格相同的，先申报者优先于后申报者，先后顺序按交易主机

接受申报的时间确定。 

10. 对于采用集合竞价转让方式的挂牌股票，撮合前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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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可以随时撤单吗？ 

答：采用集合竞价转让方式的挂牌股票，在每次撮合前的 5

分钟内不得撤单，即每日撮合 1 次的股票在 14:55~15:00 期间，

每日撮合 5 次的股票在 9:25~9:30、10:25~10:30、11:25~11:30、

13:55~14:00、14:55~15:00 期间，投资者不可以撤单。其余接受

申报的时间段内，投资者可以撤销未成交的委托。 

11. 集合竞价转让的挂牌股票何时会进行撮合？ 

答：基础层股票每个转让日撮合一次，撮合时间为 15:00；

创新层股票每个转让日撮合五次，撮合时间为 9:30、10:30、11:30、

14:00、15:00。 

12. 采取集合竞价转让方式的挂牌股票，其成交价格的确

定原则是什么？ 

答：集合竞价转让挂牌股票成交价格的确定原则采用最大

成交量原则，即高于成交价格的买入申报与低于成交价格的卖

出申报全部成交，与成交价格相同的买方或卖方至少有一方全

部成交。两个以上价格符合以上条件的，取在该价格以上的买

入申报累计数量与在该价格以下的卖出申报累计数量之差最小

的价格为成交价。若买卖申报累计数量之差仍存在相等情况的，

取最接近最近成交价的价格为成交价；当日无成交的，取最接

近前收盘价的价格为成交价；无前收盘价的，取其平均价为成

交价。 

13. 采取集合竞价转让方式的挂牌股票，行情下发频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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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的？ 

答：不同撮合频次的集合竞价转让股票，行情数据的下发频

率也不一样，现阶段的行情下发频率分别为： 

一次集合竞价的股票，每个转让日的 9:30、10:30、11:30、

14:00 下发一次行情；14:00~14:50 期间，每 10 分钟下发一次行

情；14:50~14:55 期间每分钟下发一次行情；14:55~15:00 每 12

秒下发一次行情。 

五次集合竞价股票，每次撮合前 5 分钟即 9:25~9:30、

10:25~10:30、11:25~11:30、13:55~14:00、14:55~15:00 每 12 秒

下发一次行情；除以上 5 个时间段外，9:15~11:30、13:00~15:00

每分钟下发一次行情。 

14. 采取集合竞价转让方式的挂牌股票，行情揭示的内容

是什么？ 

答：集合竞价转让方式股票的行情揭示，针对有无集合竞价

参考价的两种情形作差异化安排。有集合竞价参考价的，即时

行情内容揭示集合竞价参考价、匹配量和未匹配量等信息；无

集合竞价参考价的，即时行情内容揭示最优一档买卖申报价格

和数量等信息。 

15. 采取集合竞价转让方式的挂牌股票，有时候行情信息

栏一二档信息为空而显示买三卖三信息，这是什么意思？ 

答：采取集合竞价方式的挂牌股票，其行情显示界面买一卖

一档通常显示集合竞价参考价（虚拟成交价）以及匹配量，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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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匹配时，在买二档或卖二档显示未匹配量。当最优买价和

最优卖价未发生交叉，不会产生集合竞价参考价时，则在买三

卖三档揭示实时最优一档申报价格和数量等信息。 

16. 什么是盘后时段的协议转让？ 

答：盘后时段的协议转让是指全国股转系统在每个转让日

做市转让和集合竞价转让阶段结束后，于 15:00~15:30 期间作的

协议转让安排，与沪深交易所的大宗交易类似。 

17. 《股票转让细则》对协议转让进行了哪些调整？ 

答：与《股票转让细则（试行）》相比，《股票转让细则》中

的协议转让方式主要有以下不同：（1）交易时段不同，此前的协

议转让在 9:30~11:30、13:00~15:00 时段进行撮合成交，现行协

议转让在 15:00~15:30 时段进行撮合成交；（2）最低数量要求不

同，此前的协议转让只需要最低 1000 股即可进行转让，现行协

议转让的数量最低不能低于 10 万股或转让金额最低不能低于

100 万元；（3）委托类型不同，此前的协议转让包含定价委托和

成交确认委托，现行协议转让仅有成交确认委托；（4）行情信息

不同，此前的协议转让行情信息会即时显示所有投资者的定价

委托和成交信息，现行协议转让不发布即时行情，成交结果不

纳入指数计算，转让日结束后，全国股转公司公布当日每笔协

议转让成交信息，并将成交量计入当日该股票成交总量。 

18. 哪些股票可以进行协议转让？ 

答：所有采取集合竞价转让方式、做市转让方式的挂牌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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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单笔申报数量或转让金额满足最低数额要求的，均可以进

行协议转让。 

19. 投资者进行协议转让需要满足什么条件？ 

答：投资者进行协议转让，需满足单笔申报数量不低于 10

万股或者转让金额不低于 100 万元人民币的最低限额。 

20. 做市转让的股票投资者之间可以进行协议转让吗？ 

答：对于做市转让的股票，投资者之间、做市商之间以及投

资者和做市商之间，只要委托数量或金额满足最低要求，均可

进行协议转让。 

21. 协议转让有哪些委托类型？ 

答：协议转让仅有成交确认委托一种委托类型。 

22. 参与盘后协议转让时，投资者可在什么时间段内进行

交易委托？ 

答：现阶段，全国股转系统接受协议转让成交确认申报的时

间为每个转让日的 15:00~15:30。 

证券公司通常会将投资者在接受申报时间段外提交的交易

委托暂存于其报单服务器内，待全国股转系统开始接受申报后

再将暂存的投资者委托统一进行申报。因此，通常投资者可提

交交易委托的时间和全国股转系统接受申报的时间并不完全一

致，具体可提交交易委托的时间投资者可自行咨询开户券商。 

23. 投资者该如何进行协议转让委托？ 

答：投资者登录证券公司的交易客户端程序之后，在交易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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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界面，输入挂牌股票证券代码，选择成交确认委托及买卖方

向，再依次输入委托价格、委托数量、成交约定号，以及对手方

的交易单元号和证券账号，之后提交委托即可。 

24. 协议转让是否有价格限制？ 

答：协议转让的申报价格应当不高于前收盘价的 200%或当

日已成交的最高价格中的较高者，且不低于前收盘价的 50%或

当日已成交的最低价格中的较低者。 

无前收盘价、当日也无成交的股票，不能进行协议转让。 

25. 协议转让涉及权益变动时应如何处理？ 

答：由于协议转让单笔申报最大数量不受100万股的限制，

但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投资者仍应当按规定

履行信息披露及暂停交易义务。投资者拟通过协议转让完成交

易，且交易完成后将触发权益变动信息披露义务的，投资者应

当在交易前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并暂停交易 2 日。在交易

过程中，投资者应当计算并安排逐笔交易的数量，确保在持股

比例拟达到公众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10%，及持股比例达到 10%

以后每增加或减少 5%时，均能够及时披露权益变动公告并暂停

交易。 

26. 参与协议转让时，投资者什么时候可以看到自己的成

交结果？ 

答：每个转让日的 15:00~15:30 为协议转让的成交确认时间，

在此时间段内，只要转让双方正确提交交易委托，交易主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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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撮合成交，并生成成交回报，投资者即可看到自己的成交

结果。 

27. 协议转让的成交结果纳入行情和指数计算吗？ 

答：协议转让不纳入即时行情和指数计算，成交量在协议转

让结束后计入当日该股票成交总量。 

每个转让日结束后，全国股转公司会公布当日每笔协议转

让的成交信息，内容包括证券代码、证券简称、成交价格、成交

数量、买卖双方主办券商证券营业部或交易单元的名称等。 

28. 《股票转让细则》对做市转让方式做了何种调整？ 

答：现行做市转让方式和此前相比做了如下调整：（1）放开

协议转让，在 15:00~15:30 时间段内，对投资者之间、做市商之

间以及投资者和做市商之间单笔最低转让数量不低于 10万股或

转让金额不低于 100 万元的，允许进行协议转让；（2）将收盘

价确定机制由当日最后 1 笔成交价调整为当日最后 1 笔成交前

（含最后 1 笔交易）15 分钟内成交量加权平均价。 

 

第三部分 公司篇 

 

29. 申请挂牌公司如何选择股票转让方式？ 

答：申请挂牌公司在申请挂牌时，应当召开股东大会，明确

公司拟采用的转让方式。挂牌公司可以选择集合竞价转让方式

或做市转让方式之一进行转让。选择集合竞价转让的，其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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撮合频次根据挂牌公司所属层级确定；选择做市转让的，需有

两家以上（含两家）做市商提供做市报价服务。 

30. 已经采取集合竞价转让方式的股票，如何申请变更为

做市转让方式？ 

答：已经采取集合竞价转让方式的挂牌股票，挂牌公司若要

申请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应向全国股转公司提交以下材料：

（1）挂牌公司拟由集合竞价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的申

请；（2）拟由集合竞价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的股东大

会决议；（3）有至少两家做市商愿意为该公司提供做市报价服

务并满足最低做市要求的申请。 

将上述申请材料提交全国股转公司之后，符合条件的，全国

股转公司将变更挂牌公司的转让方式为做市转让方式。 

31. 已经采取做市转让方式的股票，如何申请变更为集合

竞价转让方式？ 

答：采取做市转让方式的挂牌股票，挂牌公司申请变更为集

合竞价转让方式，应当向全国股转公司提交以下材料：（1）挂牌

公司拟由做市转让方式变更为集合竞价转让方式的申请；（2）

拟由做市转让方式变更为集合竞价转让方式的股东大会决议；

（3）做市商同意退出做市的声明。 

将上述申请材料提交全国股转公司之后，符合条件的，全国

股转公司将变更挂牌公司的转让方式为集合竞价转让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