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金账户申请表（产品） 

投资者基本信息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备案机构 

成立时间 备案时间 

产品备案编号 产品存续期 

托管户信息 

托管人 银行账户名称 

开户行全称 银行账号 

指定授权经办人 

姓名 性别 年龄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职务 电子邮箱 

证件有效期 联系方式 

座机 移动电话 

管理人名称 

机构类型 机构证件类型 

机构证件编号 有效期 

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号 

经营范围 

注册地址 

办公地址 

注册资本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否为下列产品  

为《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款机构面向投资者发行的

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产品、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产品、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产

品、银行理 财产品、保险产品、信托产品、经行业协会备案的私募基金，及第

（一）款规定机构 发行的其它理财产品；或者为第（三）款规定的社会保障基

金、企业年金等养老基 金、慈善基金等社会公益基金

是（√） 否（ ） 

管理人是否有不良诚信记录 否（ ), 是（ ）请说明：

本管理人保证该产品资金来源的合法性和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有效性、准确性、完整性，并对其承担责任。 

本管理人承诺，在基金业务办理过程中，所有单据及资料的传真件、扫描件与原件具备相同法律效力，都是本管

理人真实意愿的表达。本管理人保证纸质资料在传真件或扫描件发出的十日内送达基金管理人。  

机构/产品指定授权     

 经办人签名：  年     月 日 

经办人签章： 基金管理人盖章： 

复核人签章： 年 月 日 

本申请表由基金管理人留存（版本号：201707）

一龙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2017.8.8

ZYL416 长期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上海市五角场支行

一龙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6217009000002197282 

合小晟 女 30

身份证 310110198807014044

产品经理 20707070@qq.com

2035.7.1 13816990410 

一龙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

91430606231028132V 

张三丰 310110198007014033

上海市世纪大道1600号陆家嘴商务广场X楼

上海市世纪大道1600号陆家嘴商务广场X楼

√

7 3合小晟
投资机构盖章 

 2018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017.8.2

021-20707070

2050.8.8

资产管理

20000万 张三丰

（ 请加盖公章）



 专业投资者资格审核确认书

【客户联】

提示：本栏由募集机构填写，客户留存。

募集机构：上海合晟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盖章： 

日期： 

 专业投资者资格审核确认书

【募集机构联】

提示：本栏由客户填写，募集机构留存。

上海合晟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本人/机构自愿申请被划分为专业投资者，已阅读了上述告知内容，确认相关申请资料真实、准确、完

整，并知悉贵公司根据申请资料将本人/机构划分为专业投资者。对于贵公司销售的金融产品或提供的金融

服务，本人/机构具有专业判断能力，能够自行进行专业判断。 

本人/机构确认已了解贵公司对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在履行适当性职责方面的区别，本人/机构

知悉可以自愿申请或因不再符合专业投资者的条件，而不再被划分为专业投资者的规则。

 客户签章：

日  期： 

经办人：

募集机构盖章： 

尊敬的客户（姓名/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ѿ ּת ├  _基金账号：H000699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客 ↕Ҍ Ώ)）： 

根据您提供的财产状况、收入情况、工作经历等相关证明材料,经复核您被划分为专业投资者   。现将有关

事项告知如下,请您仔细阅读： 

一、我司在向专业投资者销售金融产品或提供金融服务时，对专业投资者履行的适当性职责区别于其他

投资者，也不再设置投资冷静期及回访等流程。 

二、如您希望不再被划分为专业投资者，可向本公司提出申请。 

   三、当您的财产状况、交易情况、工作经历等信息发生重大变化时，请及时通知我公司，经复核如不再

符合专业投资者的申请条件，您将不再被划分为专业投资者。 

2018.7.3

（请加盖公章）合小晟



授权单位：

法定代表人： 职务：

被授权人：

身份证号： 职务：

授权说明：如需更换授权人，请重新提交授权委托书，原授权人失效；

如需要终止授权，请提供授权终止书，则原授权失效；

如被授权办理的产品到期终止，则默认为授权终止，原授权失效。

授权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版本号：201807 

授权委托书 

上海合晟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我单位兹授权 合小晟   先生/女士√，作为我单位办理基金账户、交易账户和基

金交易等业务的负责人员。该人员系我单位员工，其上述行为均代表我单位的行

为，均为我单位真实意思表示，对我单位具有法律约束力。

授权权限（请勾选）：1、 我单位及我单位管理的产品在贵司投资的所有产品的开

户及交易的办理 ；

2、 我单位管理的以下__1_个产品的开户及交易的办理： 

产品名：一龙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张三丰 总经理

合小晟

310110198807014044 产品经理

（请加盖公章）

2018 7 3

张三丰

一龙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合晟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交易申请书 

基
本
信
息(

自
然
人
填
写)

 

投资人姓名： 基金账号： 

证件类型： □身份证 □军官证 □武警证 □护照 □港澳台回乡证或台胞证

证件号码： 

联系地址： 

手机： 固定电话： 

基
本
信
息
（
机
构
填
写
） 

投资人名称： 

证件类型： □营业执照 □基金备案证明 □其他 证件号码： 

联系地址： 

法定代表人姓名： 经办人姓名： 

经办人证件类型： □身份证 □军官证 □武警证 □护照 □港澳台回乡证或台胞证

经办人证件号码： 联系电话 

交
易
信
息 

交易产品名称 

交易类别： □认购 □申购 □赎回 □追加 备注 □ 全部赎回

认购/申购金额： 大写（人民币） 小写（￥）： 

赎回份额： 大写（份额） 小写（份额）：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填写申赎开放日当天的日期） 

投
资
人
账
户

投资人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行信息： 

自然人（签字）： 

日期： 

法人或其他组织（盖章） 

经办人（签字） 

日期： 

管理人经办人（签字）： 

管理人（盖章）： 

日期： 

填写说明：1）投资人填写的信息务必准确、有效、完整，如因填写错误、无效或不完整而导致的任何损失，管理人和托管人不承担责任 2）投资人的

开户行名称，请填写到银行以及具体的分行、支行或营业部，例如“中国银行北京分行王府井大街支行”3）投资人账户信息、电话、手机号码、联系

地址、账户等信息如有变更，应当立即向管理人提出书面变更申请 4）投资认购、申购、赎回、追加产品的划出账户与赎回产品的划入账户，必须为以

投资人名义开立的同一个账户;5)如追加、赎回账户与最近一次认购/申购账户不一致，请及时告知管理人进行账户变更，6) 签署本申请书进行认购、申

购、追加及赎回申请即视为认可该产品合同内容，接受该产品所有合同条款。 

合晟同晖固定收益1号创新投资基金

一龙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ZYL416

上海市世纪大道1600号陆家嘴商务广场x楼

张三丰 合小晟

√

310110198807014044 13816990410

√

4500000

2018 7 3

一龙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6217009000002197282

中国银行上海市五角场支行

（请加盖公章）

肆佰伍拾万元整

√

2018.7.3

合小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