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账户业务申请表（个人） 请您仔细阅读申请表背面的信息提示，在确认无异议后用黑色或兰黑色钢笔或水笔填写本申请表，涂改无效，‘*’标注为必填项。  

*投资者姓名 *账号（新开户免填） *登记机构：□汇安基金     □上海中登    □深圳中登 

  □开户 □增开交易账户 □账户资料变更 □销户 □撤销交易账户 

*投资者姓名：                                  *委托方式：□柜台委托   □电子传真委托（需签署“电子交易申请函”）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国籍：                             *性别： □男    □女 

*证件类型：□身份证      □居民户口簿（证件号码应填写其上加载的公民身份证件编号）      □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港澳台居民居住证          □外国人永久居留证 

*证件号码：                                                   *证件有效期：                                      

对账单寄送选择：□邮寄  □不寄送  □电子账单  E-mail：                                                           

*住址：      市      区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传真：                         手机：                                          

上海中登开放式基金账号或股东卡号：                      深圳中登开放式基金账号或股东卡号：                      

*开户银行全称：                          银行                          分行                                 支行 

*银行户名（与投资者姓名须一致）：                       *银行账号：                                               

*职业①：                                                             *职业代码①：                              

*是否有不良诚信记录：□否   □是，请详细说明：                                                                   

*年收入：□10 万以下□10-20万□20-50 万□50 万以上      *学历：□初中及以下□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硕士及以上 

*实际控制人：□本人    □非本人   *实际受益人：□本人    □非本人 

若存在代理人、或非本人的实控人、或非本人的受益人，请填写下列信息： 

*类型：□代理人 □实控人 □受益人 *代理人姓名：             *国籍：                 *性别：□男 □女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证件有效期：      /    /    *出生日期：      /    /     

*住址：      市      区                                                        *邮政编码：                      

*职业①：                         *E-mail：                                    *联系电话：                      

*□ 1.仅为中国税收居民②      □ 2.仅为非居民③    □ 3.既是中国税收居民又是其他国家（地区）税收居民   

如在以上选项中勾选第 2 项或者第 3 项，请填写下列信息： 

*姓（英文或拼音）：                                  *名（英文或拼音）：                                        

*现居地址（中文）：       （国家）      （省）       （市）                                 （境外地址可不填此项） 

（英文或拼音）：      （国家）      （省）       （市）                                                  

*出生地（中文）：       （国家）      （省）       （市）                                   （境外地址可不填此项） 

（英文或拼音）：       （国家）      （省）      （市）                                                   

*税收居民国（地区）及纳税人识别号： 

1.                                2.（如有）                             3.（如有）                             

*如不能提供居民国（地区）纳税人识别号，请选择原因： 

□居民国（地区）不发放纳税人识别号  □账户持有人未能取得纳税人识别号，具体原因：                              

说明：本单元内容军人和武装警察无需填写 

 

*投资者类型： 

□普通 

□专业（请按选右侧

申请条件并提供

相关材料） 

 

专

业

投

资

者

勾

选 

申请条件（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材料清单 

二选一 

 

□金融资产④不低于 500 万元 资产证明复印件 

□最近 3 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 50 万元 纳税证明、收入证明等复印件 

三选一 
□2 年以上证券、基金、期货、黄金、外汇等投资经历 

相应日期的交易确认单或交

割单、账单等的复印件 

□2 年以上金融产品设计、投资、风险管理及相关工作经历 履职证明复印件 

□金融机构⑤高级管理人员、获得职业资格认证的从事金

融相关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和律师。 
履职证明、资格证等复印件 

声明：*□本人保证所提交的文件和信息真实、完整、准确和有效。本人已经了解国家有关基金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本人确

认已详细阅读汇安基金《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及本表格所有内容（包括背面陈述事项）等所涉及的相关法律文件和业务规则，

并接受上述文件中载明的所有法律条款，承担基金投资者的各项义务。本人已阅读并充分了解《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人权益须知》，

充分知晓开放式基金的投资风险，并已经谨慎评估自身风险承受能力，能够自行承担基金投资风险。本人已阅知《汇安基金隐私

政策》并同意汇安基金将本人提交的文件和信息用于实名制开户、提供服务及向监管机构报送等。 

投资人/被授权人签名：                                                                       年       月       日 

客户经理：              受理人：              复核人：            直销网点章：                      年    月    日 



表单说明 

① 1、党政机关负责人及管理人员 2、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及管理人员 3、民主党派和工商联负责人及管理人员 4、人民团体或群

众团体负责人及管理人员 5、社会组织（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外国商会等）负责人及管理人员 6、科学研究及

教学人员 7、文学艺术、体育专业人员 8、新闻出版、文化专业人员 9、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10、工程、农业专业人员 11、法

律、会计、审计、税务专业人员 12、经济和金融专业人员 13、宗教人士等特殊职业人员 14、其他专业技术人员 15、党政机

关、企事业单位行政工作人员 16、民主党派、工商联、人民团体或社会组织等单位工作人员 17、人民警察、消防、应急救援 

18、批发与零售服务人员 19、房地产服务人员 20、旅游、住宿和餐饮服务人员 21、珠宝、黄金等贵金属行业服务人员 22、

文化、体育和娱乐服务人员 23、典当、拍卖行业服务人员 24、艺术品或文物收藏行业服务人员 25、废品、旧货回收服务人

员 26、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服务人员 27、信息运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人员 28、居民、健康服务人员 29、其他社会

生产和社会服务人员 30、农、林、牧、渔业生产及辅助人员 31、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 32、军人 33、国际组织工作人员 

34、离退休人员 35、个体工商户（含淘宝店自营等） 36、无业 37、学生 

② 中国税收居民：是指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满一年的个人。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是指因户籍、家庭、经济

利益关系而在中国境内习惯性居住。在境内居住满一年，是指在一个纳税年度中在中国境内居住 365 日。临时离境的，不扣减

日数。临时离境，是指在一个纳税年度中一次不超过 30 日或者多次累计不超过 90 日的离境。 

③ 非居民：是指中国税收居民以外的个人。其他国家（地区）税收居民身份认定规则及纳税人识别号相关信息请参见国家税务总

局网站（http://www.chinatax.gov.cn/aeoi_index.html）。 

④ 金融资产：是指银行存款、股票、债券、基金份额、资产管理计划、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保险产品、期货及其他衍生产

品等。 

⑤ 金融机构：包括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等；经行业协会

备案或者登记的证券公司子公司、期货公司子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 

填表须知 

一、个人投资者开户资料 

1、 填妥的《账户业务申请表》，本人签字； 

2、 投资者风险测评问卷及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匹配结果确认书，本人签字； 

3、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有效身份证件包括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居民户口簿、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

往大陆通行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证）；  

4、 本人的银行储蓄账户或银行借记卡原件及账户开立文件复印件，银行账户名称与本人有效身份证件保持一致； 

5、 直销机构依法律法规要求或谨慎的原则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文件或证件。 

二、注销基金账户、撤销交易账户（账户需处于无份额、无在途交易、无权益的“三无”状态） 

1、 填妥的《账户业务申请表》； 

2、 本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 

三、账户信息变更参见本公司直销柜台业务办理指南 

注意事项 

1、 投资者办理账户类业务需按本公司相应业务要求提交《账户业务申请表》及相关材料； 

2、 投资者应保证所填写、提供的资料信息真实、完整、准确和有效，本公司仅作表面真实性的审查。如有变化，投资者应在相关

信息变化之日起三十日内联系本公司变更有关资料，因投资者所提供的资料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或未能及时变更有关资料

所可能导致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且本公司有权拒绝销售产品； 

3、 原有直销客户，持上海/深圳证券账户卡或上海/深圳开放式基金账户卡在直销中心开户/注册中登基金账户时，只需提供《账

户业务申请表》、上海/深圳证券账户代码卡或上海/深圳开放式基金账户代码卡原件及复印件。其户名、证件类型和证件号码

需与在直销交易账户内信息一致，如不一致，需将直销交易账户内的信息进行更正，使双方信息保持一致，否则有可能开户/

注册失败； 

4、 原有直销客户，如无上海/深圳证券账户卡或上海/深圳开放式基金账户卡，开户/注册中登账户时，只需提交《账户业务申请

表》、身份证明材料。 

免责声明 

汇安基金对由于以下原因造成开户失败的后果不负任何责任： 

1、 申请人的开户资格证明与产品法律文件上要求的发行或销售对象不符。 

2、 申请人未完成本产品的各项单据、表格或所提供的资料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 

3、 其它原因：包括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政策的规定、产品业务规则以及电信网络故障等其它不可抗力的原因。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方式： 

直销电话：021-80219022/021-80219027 

办公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501 号上海白玉兰广场 36 层 02 单元 

直销传真： 021-80219047                                            直销邮箱： DS@huianfund.cn 

客服热线： 010-56711690                                            汇安官网： www.huianfund.cn 

http://www.chinatax.gov.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