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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测试目的和背景 

为验证各市场参与者技术系统对于公开发行和连续竞价等业

务的准备情况，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全国股转公司”）联合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中国结算”）、深圳证券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证通”）、中

证指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证指数”）、中国证券业协会（以下

简称“证券业协会”）共同搭建测试环境供市场进行全网测试。 

请各参测机构认真阅读本测试方案，在测试过程中按照要求

进行充分测试。 

 

二、参测机构 

1.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2.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3. 深圳证券通信有限公司 

4.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 

5. 中国证券业协会 

6. 各主办券商、信息商、基金公司及其托管机构 

 



                        测试方案 

2 

 

三、参考技术规范 

1.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交易支持平台数据接口规范

(V1.43)》 

2.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市场参与者技术系统变更指南

之交易业务（V1.3）》 

3.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市场参与者技术系统变更指南

之发行业务（V1.2）》 

4.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周边技术系统开发者指南

（V1.2）》 

 

四、参测技术系统 

1. 全国股转公司交易支持平台全网测试环境 

2. 中国结算新三板登记结算全网测试环境 

3. 中国结算统一账户平台（UAP）全网测试环境 

4. 深证通通信系统全网测试环境 

5.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相关测试环境 

6. 中国证券业协会相关测试环境 

7. 各主办券商、做市商、信息商、基金公司及其托管机构相关

测试环境 

 



                        测试方案 

3 

 

五、测试时间安排 

本次测试时间为 2020 年 3 月 21 日全天，8:30 至 15:30 模拟 T

日日间交易，15:30 后模拟 T 日日终及清算处理，统一账户平台

（UAP）将于 10:00 至 15:00 提供日间接口服务。具体时间安排如

下： 

测试时间 全国股转公司重点测试内容 参测机构重点测试内容 

8:30 
发送 T 日初始行情库，当日证券
信息库等。 

接收 T 日初始行情库、证券信息库
等。 

9:15-9:25 

连续竞价股票限价申报处理和行
情信息发送；公开发行询价申
报、申购申报，确认回报；大宗
交易申报处理；集合竞价股票限
价申报处理；做市股票做市申
报、限价申报处理；优先股协议
转让定价申报、成交确认申报、

互报成交确认申报处理，成交回
报和行情信息发送。 

连续竞价股票限价申报；公开发行
询价申报、申购申报；大宗交易申
报；集合竞价股票限价申报；做市
股票做市申报、限价申报；优先股
协议转让定价申报、成交确认申
报、互报成交确认申报。 

查看各种申报处理状态，成交回报
情况、行情揭示情况。 

9:25 
连续竞价股票开盘集合竞价撮合
成交回报和行情信息发送。 

查看连续竞价股票开盘集合竞价撮
合情况、行情揭示情况。 

9:25-9:30 

静默期不接受连续竞价股票限价
申报、市价申报；公开发行询价
申报、申购申报，确认回报；大
宗交易申报处理；集合竞价股票
限价申报处理；做市股票做市申
报、限价申报处理；优先股协议

转让定价申报、成交确认申报、
互报成交确认申报处理，成交回
报和行情信息发送。 

连续竞价股票限价申报、市价申
报；公开发行询价申报、申购申
报；大宗交易申报；集合竞价股票
限价申报；做市股票做市申报、限
价申报；优先股协议转让定价申
报、成交确认申报、互报成交确认

申报。 

查看各种申报处理状态，成交回报
情况、行情揭示情况。 



                        测试方案 

4 

 

9:30-11:30 

连续竞价股票限价申报、市价申
报，成交回报和行情信息发送；
公开发行询价申报、申购申报，
确认回报；大宗交易申报；集合
竞价股票限价申报处理、成交回
报和行情信息发送；做市转让做
市申报处理、限价申报处理、成
交回报和行情信息发送；优先股
协议转让定价申报、成交确认申
报、互报成交确认申报处理；两

网及退市股票限价申报处理，成
交回报和行情信息发送。 

连续竞价股票限价申报、市价申
报；公开发行询价申报、申购申
报；大宗交易申报；集合竞价股票
限价申报；做市转让限价申报；优
先股协议转让定价申报、成交确认
申报、互报成交确认申报；两网及
退市股票限价申报。 

查看各种申报处理状态，成交回报
情况、行情揭示情况。 

11:30-13:00 中午休市，不接受申报处理。 模拟中午休市业务。 

13:00-15:00 

连续竞价股票限价申报、市价申
报，成交回报和行情信息发送；
公开发行询价申报、申购申报，
确认回报；大宗交易申报；集合
竞价股票限价申报处理、成交回
报和行情信息发送；做市转让做
市申报处理、限价申报处理、成

交回报和行情信息发送；优先股
协议转让定价申报、成交确认申
报、互报成交确认申报处理；两
网及退市股票限价申报处理，成
交回报和行情信息发送。 

连续竞价股票限价申报、市价申
报；公开发行询价申报、申购申
报；大宗交易申报；集合竞价股票
限价申报；做市转让限价申报；优
先股协议转让定价申报、成交确认
申报、互报成交确认申报；两网及

退市股票限价申报。 

查看各种申报处理状态，成交回报
情况、行情揭示情况。 

15:00 

连续竞价股票收盘集合竞价撮合
成交回报和行情信息发送；大宗
交易成交回报。 

查看连续竞价股票收盘集合竞价撮
合情况、行情揭示情况；查看大宗
交易成交回报情况。 

15:00-15:30 

 

大宗交易申报处理，做市商间互
报成交确认申报处理，成交回报
和行情信息发送。 

大宗交易申报，做市商间互报成交
确认申报。 

查看各种申报处理状态，成交回报

情况、行情揭示情况。 

15:30-18:00 接收中国结算清算交收数据。 
通过 CCNET 接收中国结算清算交
收数据。 

18:00 后 完成 T 日日终处理。 完成 T 日数据清算。 

深证通将在 18:00-19:00 为参测单位提供恢复性验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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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测试内容 

验证各参测机构核心技术系统已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交易支持平台数据接口规范(V1.43)》等技术规范的要求对

发行和连续竞价等业务进行改造，达到上线要求。 

1.验证全国股转公司能正确对连续竞价股票限价申报、市价申

报进行检查、返回确认结果，能够正确对挂牌公司连续竞价股票进

行撮合处理，并发送成交回报和行情信息，能正确发布精选层股票

信息以及能支持集合竞价股票、做市交易股票的交易规则的调整。 

2．验证全国股转公司能正确对询价申报、申购申报进行检查

并返回检查确认结果。对发行处于询价、申购阶段的证券进行行情

揭示。 

3．验证中国结算新三板登记结算系统能够正确进行日终处理，

生成日终数据并发布。 

4．验证深证通通信系统能够正确转发主办券商的委托数据和

全国股转公司的回报和行情数据。 

5．验证中证指数能够正确、实时计算新三板市场相关指数。 

6．验证证券业协会能够向全国股转公司提供网下投资者相关

信息。 

7．验证各主办券商、信息商、基金公司能够正确发送各类委

托，接收全国股转公司返回的的回报和行情数据并进行实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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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行情提速至 6 秒后行情数据处理及行情揭示正常，确认动态

指数 899001 和 899003 揭示正常。接收中国结算新三板登记结算

系统发布的日终数据并完成清算交收。 

8．验证各托管机构能够正确接收中国结算新三板登记结算系

统发布的日终数据并完成清算交收。 

七、测试场景及证券安排 

（一）公开发行业务 

基础证券 询价代码 单笔询价数量 询价日期 

430003 889001 100 股 3.21 

430004 889002 100 股整数倍，不超过 10000 股 3.21 

 

基础证券 申购代码 申购价格 单笔申购数量 申购日期 

430014 889003 1.00（元） 100 股 3.21 

430015 889004 1.00（元） 100 股整数倍，不超过 10000 股 3.21 

430016 889005 5.00（元） 100 股 3.21 

430017 889006 5.00（元） 100 股整数倍，不超过 10000 股 3.21 

430019 889007 高于 1.00（元） 100 股 3.21 

430020 889008 高于 1.00（元） 100 股整数倍，不超过 10000 股 3.21 

（889007、889008 为竞价发行申购，其余申购代码为定价发行申

购） 



                        测试方案 

7 

 

（二）连续竞价等业务 

生产环境所有挂牌公司股票及两网退市公司股票均参与本次

测试。为满足测试场景需要，以下证券代码进行层级及交易方式调

整，其余证券代码转让方式不变。 

证券代码 调整后层级 调整后交易方式 备注 

835000-836999 精选层 连续竞价 成交首日，不设涨跌幅 

837000-839999 精选层 连续竞价 非成交首日，有涨跌幅 

 

业务类型 证券代码 测试日期 

常规业务 

转入精选层 835000-836999 3 月 21 日 

紧急停牌 831003、835003、837003 3 月 21 日 

股票除权除息 

831009（基础层、除权）、

831015（创新层、除息）、

837006（精选层、除权除

息） 

3 月 21 日 

交易规则

通用调整 

申报数量和基本变动单

位调整（申报数量最小

100 股，盘中最大 100

万股） 

全部挂牌公司股票 3 月 21 日 

行情提速至 6 秒 

动态指数 899001 和

899003 揭示 

申报价格边界计算 

集合竞价期间虚拟成交

价在买一、卖一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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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层股

票交易 

开盘集合竞价 

全部连续竞价股票 3 月 21 日 

静默期不接受申报 

日间连续竞价 

收盘集合竞价 

做市股票

交易 

做市申报数量和价差调

整 
全部做市股票 

 
3 月 21 日 

做市盘后申报区间调整 

大宗交易 

大宗交易全天可申报 

全部挂牌公司股票 3 月 21 日 
大宗价格限制调整为前

收盘价格的上下 30%，

或当日最高最低成交价 

精选层价

格稳定机

制 

精选层挂牌首日不设涨

跌幅 

835000 至 836999 3 月 21 日 
精选层挂牌首日涨跌幅

首次较开盘价达到

30%、60%触发临时停

牌 

精选层涨跌幅（非首

日）为前收盘价 70%至

130% 

837000 至 839999 3 月 21 日 

放开涨跌

幅相关业

务场景 

放开涨跌幅当日，挂牌

公司股票盘中无成交，

则允许以前收盘价的上

下 30%申报大宗申报 

834000 至 834099（9:10 停

牌 ，15:05 复牌）  
3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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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测试要求和说明 

公开发行业务测试过程中，参测券商、基金公司应对所有询价

代码和申购代码进行询价和申购申报。 

各参测机构应验证询价申报以最后一笔有效申报为准，申购

申报以首笔有效申报为准。同一网下投资者全部报价中的不同拟

申购价格不得超过三个，最高价格与最低价格的差额不得超过最

低价格 20%。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按照价格优先原则保留有效价

格，其他价格对应的报价无效。 

连续竞价测试过程中，参测券商、基金公司应覆盖全部申报类

型，单笔申报数量以 100 股为宜，确保有效成交笔数最大。为避免

放开涨跌幅当日，挂牌

公司股票盘中有成交，

则允许以前收盘价的上

下 30%与当日最高最低

成交价的并集申报大宗

申报，有成交次日以前

收盘价设置涨跌幅 

834100 至 834199 3 月 21 日 

两网退市公司股票放开

涨跌幅后，有成交的首

个交易日前，盘中均允

许以任意价格申报。 

400002，420063 3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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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卖力量失衡影响成交笔数，测试过程中报送的买单、卖单总量应

相近，避免测试证券出现高价涨停。 

八、全网测试数据准备 

（一）挂牌情况、证券行情信息和证券信息 

除特殊处理的公开发行和连续竞价证券外，其余证券初始行

情信息和初始信息以 2020 年 3 月 20 日（周五）全国股转公司生

产环境收盘行情（NQHQ.DBF）和证券信息（NQXX.DBF）为准。 

（二）证券账户、交易单元、托管单元及持仓 

本次测试的账户、交易单元、托管单元及持仓的初始信息以

2020 年 3 月 20 日（周五）全国股转公司和中国结算生产环境日终

数据为准。 

（三）指数行情发布内容 

本次测试由中证指数根据测试行情生成指数数据。 

（四）挂牌公司分层信息 

除特殊处理证券外，其余挂牌公司股票初始分层信息以 2020

年 3 月 20 日（周五）全国股转公司生产环境日终数据为准。 

（五）交易网关、行情网关和结算网关 

交易网关、行情网关、结算网关的初始用户与密码以 2020 年

3 月 20 日（周五）深证通生产环境闭市时数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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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网下投资者信息 

本次测试可以参与询价的网下投资者以中国证券业协会向全

国股转公司提供的网下投资者名单为准。 

九、全网测试系统接入方式 

（一）参测机构接入深证通 

参测机构使用生产环境线路接入深证通，如有问题，及时与深

证通联系。 

（二）参测机构接入中国结算 

参见中国结算测试方案。 

（三）测试相关软件下载 

本次测试所需的交易网关、行情网关必须升级，请在测试 QQ

群（338167838）下载。 

十、测试要求及注意事项 

1.各参测机构应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交易支持平

台数据接口规范(V1.43)》等技术规范和测试方案，认真做好技术

准备和测试环境准备工作，制定详尽的测试计划，并指定专人负责

本次全网测试工作。 

2.各主办券商开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全

国股转系统”）业务的经纪系统、做市系统、自营系统、资管系统

必须参加本次测试。经纪系统须确保至少有两种交易终端（其中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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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有一种为非现场方式）和两种行情（其中至少有一种为非现场方

式）终端能满足业务要求。资管系统参加本次测试的，应当同时通

知为其开展托管结算业务的托管机构参加测试。 

3.生产环境具备测试条件的基金公司应参加本次测试，同时通

知为其开展托管结算业务的托管机构参加测试。请参测基金公司

按照本方案的测试场景（做市商相关业务除外）以及全国股转公司

的指导手册进行测试。 

4.各提供全国股转系统行情服务的信息商必须参加本次测试。 

5.测试前，各参测机构应当做好生产环境的备份工作，测试结

束后做好恢复工作，不能影响下一交易日（3 月 23 日，周一）生

产环境正常业务的开展。 

6.在测试过程中，各参测机构应按要求覆盖相应测试场景。请

各参测机构详细记载测试现象与结果，检查其正确性。如发现异常

现象，请及时通过电话或 QQ 群与全国股转公司沟通联系。 

7.测试结束后，各主办券商应收集各自技术系统的测试情况，

2020 年 3 月 21 日 19:00 之前通过 BPM 向全国股转公司提交测试

报告。各参测基金公司、托管机构、信息商应按上述时间要求通过

电子邮件向全国股转公司提交测试报告（无需盖章），邮件主题和

附件名称均为：机构名称+公开发行和连续竞价等业务第四次全网

测试报告，收件邮箱为：techservice@neeq.com.cn。 

mailto:techservice@neeq.com.cn


                        测试方案 

13 

 

8.本次测试的数据仅为模拟测试使用，不能作为生产环境任何

交易、非交易及开户等业务的依据。 

十一、联系方式 

测试联系单位 联系电话 

全国股转公司 

运行控制中心 
010-63889800 

深圳证券通信公司 0755-83182222 

测试 QQ 群 338167838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证券通信有限公司 

二○二○年三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