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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规范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本所）上市公司股票停

复牌业务办理，根据《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

（以下简称《上市规则》）、《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业务指引》等有关规定，制定本指南。 

1．一般规定 

1.1 正常申请 

1.1.1 上市公司申请办理股票停复牌业务，应当在按照《上

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履行相应程序后，通过证券公司向本所提

交下列申请文件： 

（一）加盖公司公章或董事会章的《停牌/复牌申请表》（附

表 1）、《重大资产重组或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复牌申请表》

（附表 2）、《变更停牌事项申请表》（附表 3）、《延期复牌申请

表》（附表 4）； 

（二）拟披露的停牌公告、复牌公告、停牌事项变更公告或

延期复牌公告；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1.1.2 证券公司应当对上市公司停复牌业务申请文件进行审

阅，无误后在交易日的 15:30-16:30 通过日常业务系统提交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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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及拟披露公告，经本所同意后，相关公告在停复牌业务生

效前披露。 

1.1.3 证券公司应当密切关注上市公司停复牌业务办理进度

及信息披露情况，如发现信息披露与业务办理进度不一致的，

应当及时向本所报告。 

1.2 紧急申请停牌 

1.2.1 上市公司未能在 T-1 日（T 日为停牌生效日）15:30-

16:30 向本所提出停牌申请，但确需 T 日停牌的，应当在非交易

时段向本所报告。经本所同意后，上市公司向证券公司报送《停

牌申请表》、停牌公告、协助线下信息披露的《信息披露业务流

转表》以及相关证明文件（如有），证券公司审阅无误后，在 T-

1 日 16:30 至 T 日 8:45，T 日 11:30-12:30 通过日常业务系统“紧

急停牌”通道上传停牌申请文件及拟披露公告，本所审查后协

助进行信息披露。 

1.2.2 上市公司原则上不得在盘中申请紧急停牌。确需盘中

停牌的，经本所同意后，将本指南要求的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

业务流转表》发送至指定邮箱，根据本所要求进行线下办理。 

2．停牌 

2.1 上市公司发生《上市规则》及有关业务规则规定的停牌

事项，需要停牌一个交易日（包括未在规定期限内披露季度报

告）的，应当按照本指南规定在 T-1 日（T 日为停牌生效日）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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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提交停牌申请及停牌一个交易日的公告，股票停牌一个交

易日后自动复牌。 

2.2 上市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申请股票停牌的，应当按照本

指南规定，在 T-1 日向本所提出申请，并在申请中明确预计复牌

日期。 

2.3 上市公司向境内其他证券交易所申请股票转板（以下简

称申请转板）的，应当按照本指南规定，在向境内其他证券交易

所提交申报材料的当日申请公司股票于次一交易日起停牌。 

2.4 上市公司出现《上市规则》第十章第二节至第五节规定

的停牌情形时，应当按照本指南规定，在 T-1 日向本所提出申

请；出现《上市规则》第十章第七节规定的停牌情形时，在不晚

于 T-1 日向本所提出申请。 

2.5 上市公司发生中国证监会或本所规定的其他停牌情形，

应当按照相应规定及时向本所申请股票停牌。 

3．变更停牌事项 

3.1 上市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停牌事项发生变化、新增停牌

事项或停牌事项减少的，应在相关事实发生后，在停牌期限届

满前及时向本所提出申请。 

4．延期复牌 

4.1 上市公司无法在停牌期限届满前完成相关事项筹划，如

符合《上市规则》中继续停牌条件的，可以在不晚于 T-2 日（T

日为原预计复牌日期）按照本指南规定向本所申请股票延期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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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并提交相应的证明文件。 

5．复牌 

5.1 上市公司股票所有停牌情形消除后，应当及时按照本指

南规定，在不晚于 T-1 日（T 日为复牌生效日）向本所提出复牌

申请，并提交相应的证明文件（如有）。 

5.2 上市公司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或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

牌的，应当在披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的重组预案或报告书、方

案重大调整情况公告或终止筹划重组事项公告后，申请股票于

披露后的次两个交易日复牌。 

5.3 上市公司因筹划其他重大事项停牌的，如完成事项筹划

或终止筹划的，应当申请股票于上述事实发生后的次两个交易

日复牌；如停牌期限届满且不符合继续停牌条件的，应当在期

限届满前申请股票于原定预计复牌日期复牌。 

5.4 上市公司因申请转板停牌的，应当在收到境内其他证券

交易所不予受理决定、终止审核决定等文书后，申请股票于收

到上述文件的次两个交易日复牌。 

5.5 上市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或者本所规定的其他停牌情形

消除后，应当按照相应规定及时申请股票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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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  
业务申请类型：               □停牌        □复牌         

公司名称  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公司是否发行其他证券品种 □是（□优先股  □可转债  □其他        ）   □否 

申请停牌事由 

□1.重大事项 

□(1)筹划控制权变更 

□(2)涉及要约收购 

□(3)涉及破产重整 

□(4)本所认定的其他重大事项，具体内容：                （必填） 

□2.向境内其他证券交易所申请股票转板 

□3.未在规定期限内披露季度报告 

□4.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5.退市相关 

□(1)主动申请终止股票上市 

□(2)出现退市风险警示情形  

□(3)撤销退市风险警示情形 

□(4)出现《上市规则》第 10.4.2 条规定的停牌情形 

□(5)公司股本总额或公众股东持股比例发生变化，导致连续 60 个交易日不再具备

上市条件 

□(6)出现强制终止上市情形 

□6.其他事项 

□(1)披露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后未能按期实施且未于 R-1 日披露延期公告  

□(2)其他合理理由，具体内容：                                  （必填） 

上述所选事项

是否已消除或

已 充 分 披 露

（申请复牌填

写） 

 

停牌生效日期  预计复牌日期 

（如适用） 

 复牌生效日期

（申请复牌或 

停牌一天填写） 

 

 

申请人：XXX 股份有限公司（加盖公章或董事会章）              

 

 

董事会秘书签名：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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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  
业务申请类型：               □停牌        □复牌 

公司名称  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公司是否发行其他证券品种 □是（□优先股  □可转债  □其他        ）   □否 

申请停牌的事由 

□1.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或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2.筹划重组的相关信息泄露 

□3.对重组或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作出重大调整  

□4.并购重组委召开工作会议审核重组或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 

□5.其他合理理由（需单独说明）             

申请复牌的事由 

□1.公司披露重组预案或报告书 

□2.公司决议终止重组或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3.公司确认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4.公司或其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因涉嫌违法违规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导致不能继续推进重组事项 

□5.其他合理理由（需单独说明）             

交易类型 

□1.现金购买、出售资产或资产置换 

□2.发行普通股、优先股、可转换债券或其他证券购买资产 

□3.其他类型（需单独说明）             

交易对手方类型 

□1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潜在）收购人 

□3.其他关联方 

□4.非关联第三方 

□5.其他（需单独说明）             

是否涉及控制权

变动 

□1.是 

□2.否 

支付方式 

□1.现金 

□2.本公司发行的证券（包括但不限于普通股、优先股、可转换债券等） 

□3.其他 

停牌生效日期  

预计复牌日期

（非停牌一天

时填写） 

 

复牌生效日期

（申请复牌或停

牌一天填写） 

 

 

申请人：XXX 股份有限公司（加盖公章或董事会章）              

 

 

董事会秘书签名：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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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 □   □   □            □  

 

□1.停牌事项发生变化  □2.增加停牌事项  □3.减少停牌事项 

 
 

 

 

□1.重大事项 

  □(1)重大资产重组或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2)筹划控制权变更 

□(3)涉及要约收购 

□(4)涉及破产重整 

□(5)本所认定的其他重大事项，具体内容：                （必填） 

□2.向境内其他证券交易所申请股票转板 

□3.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4.退市相关 

□(1)主动申请终止股票上市 

□(2)出现《上市规则》第 10.4.2 条规定的停牌情形 

□(3)公司股本总额或公众股东持股比例发生变化，导致连续 60 个交易日不再具

备上市条件 

□(4)出现强制终止上市情形 

□5.其他事项： 

□(1)披露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后未能按期实施且未于 R-1 日披露延期公告  

□(2)其他合理理由，具体内容：                                  （必填） 

    

 
 

 

 
 

 

申请人：XXX 股份有限公司（加盖公章或董事会章）             

 

 

董事会秘书签名：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 8 - 
 

附表 4 

 
公司名称  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公司是否发行其他证券品种 □是（□优先股  □可转债  □其他        ）   □否 

导致申请停牌

的触发事由 

□1.重大资产重组或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2.筹划控制权变动 

□3.涉及要约收购 

□4.涉及破产重整 

□5.其他，具体内容：               （必填） 

上述所选事项

目前进展情况 
 

申请延期复牌

的原因 
 

当前预计复牌

日期 
 

延期后预计 

复牌日期 
 

 

申请人：XXX 股份有限公司（加盖公章或董事会章）              

 

 

董事会秘书签名：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