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资者填写

投资者名称/姓名：  a

业务申请类型  

修改分红方式

交易撤单

投资者签字

预留印鉴：

投资者/经办人签字：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销售机构填写

客户经理： 1 直销中心盖章：

经办人：   1 复核人： 1 日期：     年    月    日

 业务申请信息    （请务必完整、准确填写业务申请类型相关的业务申请信息，以免造成交易延误或无效）

份额类别： 前端收费□  后端收费□  

业务申请类型： 认/申购□  赎回□  基金转换□  修改分红方式□  转托管出□  交易撤单□

请用黑色或蓝色钢笔或水笔填写，
涂改无效。

交易业务申请表（个人）
※请填写2份※

基金/交易账号：  （新开户免填）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a

认/申购

赎回

赎回份额：（大写）  拾  亿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点     份

赎回份额：（小写） 份

如果份额发生巨额，未成交部分份额选择： 顺延赎回□  放弃赎回□

认/申购金额：（大写）   拾   亿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角   分

认/申购金额：（小写） 元

当风险承受能力与所投资的产品风险等级不匹配时是否继续认/申购： 是□  否□

客户风险承受能力与产品风险是否匹配： 是□  否□

基金转换

转托管

声明：本人/本机构已经了解国家有关基金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已经详细阅读了本次交易所涉及的《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风险提示书》（表单背面的风险提示）、其他法定公告信息及

本表中的所有条款，愿意接受上述文件及条款的约束；本人/本机构承诺用于投资的资金来源合法合规；本机构承

诺我公司管理的所有资产管理产品投资于本基金的市值总和不超过本基金市值的30%；本人/本机构保证本申请表所

填内容及提供的资料真实、有效、准确、完整，了解基金投资具有风险，能够自行承担基金投资风险，自愿履行基

金投资者的各项义务，特此签章。

本人是否同意使用《基金账户业务申请表（个人）》中的个人信息用于办理基金账户类和基金交易类业务？  是□       否□ 

客户风险承受能力与转入产品风险是否匹配：是□  否□

转托管份额：（小写） 份

转入机构名称：

拟撤单的交易申请编号：

转出基金代码： 转出基金名称：

转托管份额：（大写）  拾  亿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点    份

分红方式选择： 红利再投资□   现金红利□

当风险承受能力与所投资的产品风险等级不匹配时是否继续转换： 是□  否□

转出份额：（小写） 份

转入基金代码： 转入基金名称：

转出份额：（大写）  拾   亿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点     份



出示本人身份证原件

认/申购交易的相关划款凭证。

风险提示：
1、   东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开放式基金均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注册，但

中国证监会对本基金募集的注册，并不表明其对本基金的价值和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也不表明投资
于本基金没有风险。

2、   本公司恪守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公司管理的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基金的最低收益。本公司管理的基金的以往业绩表现并不代表基金未来业绩。投资人认购（申购）
前，应详细阅读所认购（申购）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市场有风险，基金投资
需谨慎。

填表须知：（详见交易指引）
办理基金交易等业务，需提供以下材料：

1、机构投资者：填妥并加盖预留印鉴和授权经办人签字的本申请表（原件）

认/申购交易的相关划款凭证。

2、个人投资者：填妥的本申请表一式两份（原件）

由投资者承担

其他注意事项：
1、办理申购、赎回、转换、撤单等交易业务的时间均为交易日9：30至15：00，办理认购业务的时间以该基

金的《发售公告》为准，对于投资者交易时间外提交的交易申请，均视为下一个工作日的交易处理，投资者

如有异议，须在下一个工作日的交易时间内提出撤单申请；节假日不受理任何基金业务，法律法规和《基金

合同》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2、传真交易的时间以我司传真系统记录时间为准。

3、投资者在进行交易前，应接受基金销售机构对其风险承受能力进行必要的调查和评价，同时也应了解投

资基金产品的风险等级。

4、金额和份额大小写不一致时，本申请无效。

5、投资者赎回后其交易账户基金份额最低保留份数由本公司的开放式基金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规定。若

赎回后交易账户余额对于最低保留份数，基金份额登记机构有权对投资者交易账户的余额做全部赎回处理。 

6、投资者需妥善保管交易密码和其他身份识别凭证，本公司对投资者提供的所需材料仅做表面真实性、有

效性审查。个人投资者凭有效身份证件和交易密码进行的交易行为均视为投资者本人所为，由此造成的后果

7、投资者基金交易账户是在新开立基金账户时自动开立，投资者的基金交易账户在其基金账户销户或取消

登记后自动注销。

8、本直销中心受理业务申请，并不表示本申请已成功，最终结果以基金份额登记机构的确认为准。

9、本业务申请表一式两份，业务办理盖章完毕后由双方各执一份，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客户服务信息：
公司地址：北京市丰台区金泽路161号院1号楼远洋锐中心26层 
邮政编码：100073      公司网址：www.orient-fund.com  
公司邮箱：services@orient-fund.com 
客户服务热线：4006285888

邮政编码：570100直销中心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77号中环国际广场21层

直销中心电话：0898-68666597或0898-68666559

直销中心传真：0898-68666580
直销中心邮箱：zxgt@orient-fu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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