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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交所交易制度概述

人民币资产50万元 +  24个月证券交易经验

投资者准入门槛

• 常规时段：竞价交易（开、收盘集合竞价 + 盘中连续竞价）

• 盘后时段：大宗交易+固定价格交易（另行规定）

• 交易系统外：协议转让

交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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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9:25：开盘集合竞价时段

9:25—9:30：静默期

9:30—11:30、13:00—14:57：连续竞价时段

14:57—15:00：收盘集合竞价时段

15:00—15:30：大宗交易成交确认时段

9:15 11:30 13:00 15:0014:579:25

连续竞价时段开盘集合竞价时段

9:30

连续竞价时段 收盘集合竞价时段

15:30

大宗交易成交确认时段静默期

2.3.2 采取竞价交易方式的，每个交易日的

9:15至9:25为开盘集合竞价时间，9:30至11:30、

13:00至14:57为连续竞价时间，14:57至15:00

为收盘集合竞价时间。

交易时间

北交所交易规则解读 之交易时间安排



北交所交易规则解读 之竞价交易申报时间及数量

9:15 11:30 13:00 15:0014:579:25

接受限价订单、市价订单接受限价订单

9:30

接受限价订单、市价订单 接受限价订单

15:30

禁止撤单禁止撤单

3.3.1 本所接受竞价交易申报的时间为每个交易日9:15至9:25、

9:30至11:30、13:00至15:00。

每个交易日9:20至9:25、14:57至15:00，交易主机不接受撤

销申报；在其他接受申报的时间内，未成交申报可以撤销。

3.3.5 市价申报仅适用于有价格涨跌幅限制证券连续竞价期间

的交易。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和盘中临时停牌期间，交

易主机不接受市价申报。

9:20

接受申报时间

3.3.8  通过竞价交易买卖股票的，单笔申报数量应

当不低于100股。卖出股票时，余额不足100股的部分

应当一次性申报卖出。

3.3.9  股票竞价交易单笔申报最大数量应当不超过

100万股。

申报数量要求



北交所交易规则解读 之价格稳定机制

北交所

价格稳定机制

静态价格限制

涨跌幅限制

动态价格限制

申报有效价

格范围

价格涨跌幅限制：以前收盘价为基准，限制全天交

易价格最大涨跌幅度。

申报有效价格范围：以申报价格为基准，申报有效

价格范围动态调整，超出申报有效价格范围的订单无

效，促进价格收敛。

涨
跌
幅
限
制

申报有效价格范围

涨停价

跌停价



北交所交易规则解读 之价格稳定机制

（1）价格涨跌幅限制

3.3.11 本所对股票交易实行价格涨跌幅

限制，涨跌幅限制比例为30%。价格涨跌幅限

制以内的申报为有效申报，超过价格涨跌幅限

制的申报为无效申报。

涨跌幅比例
3.3.12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股票交易无价格涨跌

幅限制：

（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交

易首日；

（二）退市整理期首日；

（三）中国证监会或本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前款第一项情形不包括上市公司增发的股票。

放开涨跌幅限制的情形



北交所交易规则解读 之价格稳定机制

（2）限价申报有效价格范围
3.3.13 有价格涨跌幅限制和无价格涨跌幅限制的股票，在

连续竞价阶段的限价申报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买入申报价格不高于买入基准价格的105%或买入

基准价格以上十个最小价格变动单位（以孰高为准）；

（二）卖出申报价格不低于卖出基准价格的95%或卖出基

准价格以下十个最小价格变动单位（以孰低为准）。

《交易规则（试行）》

12.50
12.00
11.50
11.00
10.50

9.50
9.00
8.50
8.00
7.50

卖五
卖四
卖三
卖二
卖一

买一
买二
买三
买四
买五

限高买：买申报不

能高于11.02元

限低卖：卖申报不

能低于9.03元

买申报
基准价

11.025元
105%

卖申报
基准价

9.025元
95%

即时揭示的最低

卖出申报价格

无最低卖出价的，

为即时揭示的最

高买入价

无最高买入价的，

为最近成交价

当日无成交的，

为前收盘价
 买入基

准价格

即时揭示的最高

买入申报价格

无最高买入价的，

为即时揭示的最

低卖出价

无最低卖出价的，

为最近成交价

当日无成交的，

为前收盘价
 卖出基

准价格

※ 超出有效价格范围的申报无效

※ 临时停牌阶段的限价申报无动

态申报有效价格范围。



北交所交易规则解读 之临时停牌机制

4.2.5 无价格涨跌幅限制的股票竞价交

易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所可以对其实施

盘中临时停牌：

（一）盘中交易价格较当日开盘价首次

上涨或下跌达到或超过30%的；

（二）中交易价格较当日开盘价首次上

涨或下跌达到或超过60%的。

单次临时停牌的持续时间为10分钟，

股票停牌时间跨越14:57的，于14:57复牌并

对已接受的申报进行复牌集合竞价，再进行

收盘集合竞价。

《交易规则（试行）》

 临时停牌机制仅适用于无价格涨跌幅限

制的股票

 临时停牌复牌时进行集合竞价

 临时停牌期间交易系统继续收单*

 临时停牌期间不揭示集合竞价参考价、

匹配量、未匹配量

开盘价

+60%

+30%

-30%

-60%



北交所交易规则解读 之市价订单

北 交 所 市 价 订 单 类 型

本方最优
• 以该申报进入交易主机时，本方最优价格为其申

报价格
• 本方无申报的，申报自动撤销

对手方最优
• 以该申报进入交易主机时，对手方最优价格为其

申报价格
• 对手方无申报的，申报自动撤销

最优5档即时成
交剩余撤销

• 在对手方最优5个价位内以对手方价格为成交价
依次成交，剩余未成交部分自动撤销

最优5档即时成
交剩余转限价

• 在对手方最优5个价位内以对手方价格为成交价
依次成交，剩余未成交部分按最新成交价转为限
价申报

• 该申报无成交的，按本方最优价格转为限价申报
• 如无本方申报的，该申报撤销；

9:15 11:30 13:00 15:0014:579:25

连续竞价时段开盘集合竞价时段

9:30

连续竞价时段 收盘集合竞价

15:30

市价申报时间市价申报时间

9:20

 无价格涨跌幅限制的股票不接受市价订单

 有价格涨跌幅限制的股票开收盘集合竞价、临时

停牌期间不接受市价订单

 市价订单实施保护限价措施

 保护限价应在涨跌幅限制内，但不受申报有效价

格范围限制



北交所交易规则解读 之大宗交易

• 大宗交易门槛：单笔申报不低于10万股或交易金额不低于100万元（ 第3.6.1条 ）

• 大宗交易时间：全天申报、盘后确认（ 第3.6.3-3.6.4条 ）

• 大宗交易的价格要求：前收盘价的± 30%或当日最高最低价之间（ 第3.6.5条 ）

• 大宗交易行情：不纳入指数和即时行情，成交量、成交金额分别计入当日该证券总成交量、总成交金额

• 大宗交易公开信息：盘后在官网专栏逐笔揭示

《交易规则（试行）》

9:15 11:30 13:00 15:0014:579:25 9:30 15:309:20

成交确认时间

接受申报时间 接受申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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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交所投资者适当性制度解读

14

投资者适当性制度要点

 投资者准入门槛：

1、开通权限前20个交易日日均资产不低于50万元人民币（不含融资融券）

2、参与证券交易24个月以上

北交所仅针对个人投资者设置资金准入门槛，机构投资者不设门槛



北交所投资者适当性制度解读

15

个人投资者资产认定范围

账户范围：

中国结算开立的证券账户、会员开立的证券账户、投资者交易结算资金账户、股票期权保证金账户

*中国结算开立的账户：A股账户、B股账户、封闭式基金账户、开放式基金账户、衍生品合约账户

资产范围：

中国结算开立账户内：股票、存托凭证、公募基金份额、债券、资产支持证券、资产管理计划份额、股票期

权合约、回购类资产等

会员开立的账户内：公募基金份额、私募基金份额、银行理财产品、贵金属资产、场外衍生品资产等

资金账户内：交易结算资金

※ 计算投资者各类融资类义务相关资产时，应按照净资产计算，不包括融入的证券和资金。



受限投资者

受限投资者：不符合北交所合格投资者准入条件，但是有北交所股票持股记录的投资者

受限投资者类型：公司上市前的股东、通过股权激励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非交易过户导

致受限投资者等

受限投资者交易权限：买卖其持有或曾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

北交所投资者适当性制度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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