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投资基金风险提示及免责声明与权益须知

第一部分证券投资基金风险提示及免责声明

尊敬的基金投资者：
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有权开展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基金”）代销业务。首先非常感谢您通过本公司购买基金产品，本公司将竭诚
为您提供服务，同时本公司也真诚地提醒您，在购买基金产品前，请仔细阅读以
下内容：

一、风险提示
基金的交易特性与银行存款、股票及其他投资工具不同，您在投资基金前，

应审慎评估自身的财务状况与风险承受能力是否适合基金投资，并充分了解如下
风险：

（一）基金是一种长期投资工具，其主要功能是分散投资，降低投资单一证
券所带来的个别风险。基金不同于银行储蓄和债券等能够提供固定收益预期的金
融工具，投资者购买基金，既可能按其持有份额分享基金投资所产生的收益，也
可能承担基金投资所带来的损失。

（二）基金在投资运作过程中可能面临各种风险，既包括市场风险，也包括
基金自身的管理风险、技术风险和合规风险等。巨额赎回风险是开放式基金所特
有的一种风险，即当单个交易日基金的净赎回申请超过基金总份额的百分之十时，
投资者将可能无法及时赎回持有的全部基金份额。

（三）基金分为股票基金、混合基金、债券基金、货币市场基金等不同类型，
投资者投资不同类型的基金将获得不同的收益预期，也将承担不同程度的风险。
一般来说，基金的收益预期越高，投资者承担的风险也越大。

（四）投资者所购买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已通过中国证监
会指定报刊和基金管理人的互联网网站进行了公开披露。投资者应当认真阅读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发售公告》等相关法律文件及其他有关基金
信息，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
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每一只基金产品在发售前，均会发布《风险提示函》。请您在购买该基金前，
仔细阅读基金管理人的公司网站或基金的宣传品。

（五）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者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
方式。但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得收益，也不是
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六）投资者应当通过基金管理人或具有基金代销业务资格的其他机构购买
和赎回基金，基金代销机构名单详见基金《招募说明书》以及相关公告。

（七）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



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
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八）本公司将对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进行调查和评价，并对基金产品进
行风险评级。本公司可根据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推荐相应的基金品种，但本公
司所做的推荐仅供投资者参考，投资者应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基金产品并
自行承担投资基金的风险，对投资者认（申）购超出其风险承受能力评级的基金
而产生的一切损失及风险均需投资者自行承担。

（九）本公司作为基金代销机构，对所代理基金的业绩不做任何保证和承诺。
（十）投资者进行自助服务，还存在因不可预测或无法控制的系统故障、设

备故障、网络黑客攻击、通讯故障、电力故障、卫星传送中断等原因而导致：交
易指令出现中断、停顿、延迟、数据错误；行情信息及其他证券信息错误或延迟；
因您的网络终端设备及软件系统受到非法攻击、病毒感染或与本公司所提供的网
上交易系统不兼容而导致无法下达委托或委托失败等系统故障或操作异常情形。

投资者以自助服务方式进行交易的，应积极采取安全措施，如：定期维护电
脑及互联网设备、采用防病毒及防黑客产品、妥善保管个人资料、及时分析各种
信息、准备备用委托替代委托方式等，以防范自助服务可能发生的各种风险。

（十一）基金交易申请资料的最终确认结果（包括但不限于基金开户、认购、
申购或赎回、分红方式确定、修改资料等）以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的确认为准。投
资者应向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注册登记机构核实本公司提供的相关信息，并务必于
T+2 日（T日为委托日，以上日期均指交易日）查询确认结果。

（十二）投资者对交易密码、数字证书等身份数据负有保密责任，确保交易
密码、数字证书等身份数据不泄露或被窃取。如因交易密码、数字证书等身份数
据失密、操作不当等原因导致其他人通过交易密码、数字证书等身份数据进行交
易或修改投资者资料，均视为投资者本人的有效委托，产生的后果均由投资者自
行承担。

特别说明：上述风险提示仅列举基金投资存在的部分风险，对于所有基金
投资的风险无法一一详述，您在投资前除需对风险提示详加研读外，还应当审
阅详读基金的《风险提示函》、《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发售公告》
等相关法律文件及其他有关基金信息，对其他可能的影响因素有所意识，并确
定做好财务规划和风险评估，以免因为贸然投资而遭受难以承受的损失。

二、免责声明
本公司郑重做出如下免责声明，提醒投资者详细阅读：
（一）作为投资者，您有义务详细了解有关基金的《风险提示函》、《基金

合同》、《招募说明书》、《发售公告》、《业务规则》等相关法律文件及其他
有关基金信息。您通过本公司办理基金业务，本公司即视为您已详细阅读了有关
基金的《风险提示函》、《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发售公告》、《业
务规则》等相关法律文件及其他有关基金信息，充分了解了基金的相关交易规则，
并接受《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所有相关法律文件中载明的全部法律条
款。

（二）您通过本公司办理基金业务，本公司即视为您已了解并自愿承担投资
基金的投资风险，保证用于基金交易的资金是自有资金或通过合法渠道筹集的资
金，同时保证所提供的信息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并承诺在投资者资
料发生变更时，及时办理有关变更手续。如因投资者违反本条内容所导致的任何
风险和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三）本公司作为基金代销机构，负责将您的基金交易申请传送至相应的基
金管理公司及基金注册登记机构，本公司受理您的业务申请，并不表示您的申请
已成功，申请资料的最终确认结果（包括但不限于基金开户、认购、申购或赎回、
分红方式确定、修改资料等）以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的确认为准。

（四）对于以下原因造成的任何后果，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您未能按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填写、提交和变更本人资料或者基

金开户和交易申请资料；
因不符合《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规定的条件而导致相关

基金申请或交易无效；
因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及其他基金关联人的原因造

成基金申请或交易无效或产生损失；
您未能妥善保管本人基金交易相关资料，发生遗失、被盗、泄露交易密码、

数字证书等身份认证要素而导致交易委托或其他手续不能正常进行或被他人操
作所造成的后果；

因突发性的网络、通讯、设备故障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或不可预测、
不可控制之因素造成的损害结果；

其他非本公司过失所造成的情况。
（五）本公司代销任何基金产品，不表明本公司对基金的业绩和收益承担任

何明示或者默示的保证责任，您需依法自行承担购买基金的一切后果及风险；在
任何情况下，本公司均不对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及其他
基金关联人的任何行为承担任何明示或者默示责任。

（六）本公司不对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及其他基金
关联人泄露投资者信息的行为承担任何明示或者默示责任，不对基金管理人、基
金托管人、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及其他基金关联人所承诺的任何后续服务承担任何
明示或默示的连带责任或者保证责任。

本人已经详细阅读了上述风险提示和免责声明，充分了解其内容

与含意，特此表示完全同意和接受。

申请人确认签章：

日期：



第二部分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人权益须知

尊敬的基金投资者：
基金投资在获取收益的同时存在投资风险。为了保护您的合法权益，请在投

资基金前认真阅读以下内容：
一、基金的基本知识
（一）什么是基金
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基金”）是指通过发售基金份额，将众多投资者

的资金集中起来，形成独立财产，由基金托管人托管，基金管理人管理，以投资
组合的方法进行证券投资的一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集合投资方式。

（二）基金与股票、债券、储蓄存款等其它金融工具的区别

基金 股票 债券 银行储蓄存款

反映的经
济关系不
同

信托关系，是一种受
益凭证，投资者购买
基金份额后成为基金
受益人，基金管理人
只是替投资者管理资
金，并不承担投资损
失风险

所有权关系，
是一种所有权
凭证，投资者
购买后成为公
司股东

债权债务关系，
是一种债权凭
证，投资者购买
后成为该公司
债权人

表现为银行的负
债，是一种信用
凭证，银行对存
款者负有法定的
保本付息责任

所筹资金
的投向不
同

间接投资工具，主要
投向股票、债券等有
价证券

直接投资工
具，主要投向
实业领域

直接投资工具，
主要投向实业
领域

间接投资工具，
银行负责资金用
途和投向

投资收益
与风险大
小不同

投资于众多有价证
券，能有效分散风险，
风险相对适中，收益
相对稳健

价格波动性
大，高风险、
高收益

价格波动较股
票小，低风险、
低收益

银行存款利率相
对固定，损失本
金的可能性很
小，投资比较安
全

收益来源
利息收入、股利收入、
资本利得

股利收入、资
本利得

利息收入、资本
利得

利息收入

投资渠道
基金管理公司及银
行、证券公司等代销
机构

证券公司
债券发行机构、
证券公司及银
行等代销机构

银行、信用社、
邮政储蓄银行

（三）基金的分类
1. 依据运作方式的不同，可分为封闭式基金、开放式基金或其他运作方式

的基金。
封闭式基金是指基金份额在基金合同期限内固定不变，基金份额可以在依法

设立的证券交易所交易，但基金份额持有人不得申请赎回的一种基金运作方式。
开放式基金是指基金份额不固定，基金份额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时间和场

所进行申购和赎回的一种基金运作方式。
采用其他运作方式的基金的基金份额发售、交易、申购、赎回的办法，由国

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另行规定。



2. 依据投资对象的不同，可分为股票基金、债券基金、货币市场基金、混
合基金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对基金类别的分类标准,80%
以上的基金资产投资于股票的为股票基金；80%以上的基金资产投资于债券的为
债券基金；仅投资于货币市场工具的为货币市场基金；80%以上的基金资产投资
于其他基金份额的，为基金中基金；投资于股票、债券和货币市场工具或其他基
金份额，且股票投资、债券投资、基金投资的比例不符合股票基金、债券基金、
基金中基金规定的为混合基金。除基金中基金外，上述基金类别按收益和风险由
高到低的排列顺序为：股票基金、混合基金、债券基金、货币市场基金，即股票
基金的风险和收益最高，货币市场基金的风险和收益最低。

3. 特殊类型基金
（1）系列基金。又被称为伞型基金，是指多个基金共用一个基金合同,子基

金独立运作,子基金之间可以进行相互转换的一种基金结构形式。
（2）保本基金。是指通过采用投资组合保险技术,保证投资者的投资目标是

在锁定下跌风险的同时力争有机会获得潜在的高回报。
（3）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与上市开放式基金(LOF)。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基金,通常又被称为交易所交易基金(Exchange Traded Funds,简称“ETF”),
是一种在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基金份额可变的一种开放式基金。上市开放式基金
(Listed Open-ended Funds,简称“LOF”)是一种既可以在场外市场进行基金份
额申购赎回，又可以在交易所（场内市场）进行基金份额交易、申购或赎回的开
放式基金。

（4）QDII 基金。是一种以境外证券市场为主要投资区域的证券投资基金，
投资者可以用人民币或美元等外汇进行认购和申购，在承担境外市场相应投资风
险的同时获取相应的投资收益。QDII 基金与普通证券投资基金的最大区别在于
投资范围不同。

（5）分级基金。是指通过事先约定基金的风险收益分配，将基础份额分为
预期风险收益不同的子份额，并可将其中部分或全部份额上市交易的结构化证券
投资基金。

（6）基金中基金。将 80%以上的基金资产投资于经中国证监会依法核准或注
册的公开募集的基金份额的基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以下简
称 ETF 联接基金）是指，将绝大部分基金资产投资于跟踪同一标的指数的 ETF
（以下简称目标 ETF），紧密跟踪标的指数表现，追求跟踪偏离度和跟踪误差最
小化，采用开放式运作方式的基金。ETF 联接基金是一种特殊的基金中基金。

（四）基金评级
基金评级是依据一定标准对基金产品进行分析从而做出优劣评价。投资人在

投资基金时，可以适当参考基金评级结果，但切不可把基金评级作为选择基金的
唯一依据。此外，基金评级是对基金管理人过往的业绩表现做出评价，并不代表
基金未来长期业绩的表现。

本公司将根据销售适用性原则，对基金管理人进行审慎调查，并对基金产品
进行风险评价。

（五）基金费用
基金费用一般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在基金销售过程中发生的由基金投资人自

己承担的费用，主要包括认购费、申购费、赎回费和基金转换费。这些费用一般
直接在投资人认购、申购、赎回或转换时收取。其中申购费可在投资人购买基金



时收取，即前端申购费；也可在投资人卖出基金时收取，即后端申购费，其费率
一般按持有期限递减。另一类是在基金管理过程中发生的费用，主要包括基金管
理费、基金托管费、信息披露费等，这些费用由基金承担。对于不收取申购、赎
回费的货币市场基金和部分债券基金，还可从基金资产中计提一定的销售服务费。

二、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利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第 46 条的规定，基金份额持有人享有下列权利：
（一）分享基金财产收益；
（二）参与分配清算后的剩余基金财产；
（三）依法转让或申请赎回其持有的基金份额；
（四）按照规定要求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或者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五）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事项行使表决权；
（六）对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基金份额发售机构损害其合法权益的行

为依法提起诉讼；
（七）基金合同约定的其它权利。
公开募集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有权查阅或者复制公开披露的基金信息资

料；非公开募集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对涉及自身利益的情况，有权查阅基金的
财务会计账簿等财务资料。

三、基金投资风险提示
（一）证券投资基金是一种长期投资工具，其主要功能是分散投资，降低投

资单一证券所带来的个别风险。基金不同于银行储蓄和债券等能够提供固定收
益预期的金融工具，投资人购买基金，既可能按其持有份额分享基金投资所产
生的收益，也可能承担基金投资所带来的损失。

（二）基金在投资运作过程中可能面临各种风险，既包括市场风险，也包括
基金自身的管理风险、技术风险和合规风险等。巨额赎回风险是开放式基金所
特有的一种风险，即当单个交易日基金的净赎回申请超过基金总份额的百分之
十时，投资人将可能无法及时赎回持有的全部基金份额。

（三）基金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
区别。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
行的投资方式，但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
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四）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守信、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旗下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旗下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
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买者自
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
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五）本公司将对基金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进行调查和评价，并根据基金
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推荐相应的基金品种，但本公司所做的推荐仅供投资人
参考，投资人应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基金产品并自行承担投资基金的风
险。

四、服务内容和收费方式
本公司向基金投资人提供以下服务：
（一）对基金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进行调查和评价。



（二）基金销售业务，包括基金（资金）账户开户、基金申（认）购、基金
赎回、基金转换、修改基金分红方式等。本公司根据每只基金的发行公告及基金
管理公司发布的其它相关公告收取相应的申（认）购、赎回费和转换费。

（三）基金网上交易服务。
（四）基金投资咨询服务。
（五）基金净值网站查询服务。
（六）电话咨询。
（七）基金知识普及和风险教育。
五、基金业务交易流程
基金交易业务流程为：开立资金账户-->办理第三方存管业务-->开立基金账

户-->认购/申购基金产品-->设置基金分红方式-->持有基金参与分红-->赎回基
金-->注销基金账户和资金账户

六、投诉处理和联系方式
基金投资人可以通过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电话或以书信、传真、电子邮

件等方式，对营业网点所提供的服务提出建议或投诉。对于工作日受理的投诉，
原则上当日回复，不能当日回复的，在 3个工作日内回复。对于非工作日受理的
投诉，原则上在顺延的第一个工作日回复，不能及时回复的，在 3个工作日内回
复。

投资人也可通过书信、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向中国证监会设在当地的证
监局和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投诉。联系方式如下：
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网址： www.csrc.gov.cn，联系电话： 010-88088086，
传真： 010-88088012，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26 号金阳大厦 6层，邮编：
100033
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网址： www.csrc.gov.cn，联系电话： 0755-83263315，
传真： 0755-83260010，电子邮箱： shenzhen@csrc.gov.cn，地址：深圳市福
田区笋岗西路体育大厦东座，邮编： 518028
中国证监会海南监管局：网址： www.csrc.gov.cn，联系电话： 0898-66515262，
传真： 0898-66515236，电子邮箱： hainan@csrc.gov.cn，地址：海南省海口
市南宝路 36 号证券大厦 9楼，邮编： 570206
中国证监会江苏监管局：网址： www.csrc.gov.cn，联系电话： 025-84575515，
传真： 025-84575559，电子邮箱： jiangsu@csrc.gov.cn，地址：南京市中山
东路 90 号华泰证券大厦 19 层，邮编： 210002
中国证监会天津监管局：网址： www.csrc.gov.cn，联系电话： 022-23136873
传真： 022-23132232，电子邮箱 tsrb@csrc.gov.cn，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大理
道 98 号，邮编： 300050
中国证监会河北监管局：网址：www.csrc.gov.cn，联系电话：0311-83630191，
传真： 0311-83632750，电子邮箱 hebei@csrc.gov.cn，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
友谊北大街 71 号，邮编： 500081
中国证监会山西监管局：网址： www.csrc.gov.cn，联系电话： 0351-7218583，
传真： 0351-7218178，电子邮箱： shanxi@csrc.gov.cn，地址：山西省太原市
平阳路国瑞大厦十四层，邮编： 30006
中国证监会辽宁监管局：网址： www.csrc.gov.cn，联系电话： 024-22899980，
传真： 024-22899917，电子邮箱 syzgb@online.com，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
纬路 12 号，邮编： 110003



中国证监会吉林监管局：网址： www.csrc.gov.cn，联系电话： 0431-85097933，
传真： 0431-85097831，电子邮箱： jilin@csrc.gov.cn，地址：吉林省长春市
解放大路 2518 号交通大厦 17、 18、 19 楼，邮编： 130021
中国证监会黑龙江监管局：网址：www.csrc.gov.cn，联系电话：0451-82357020，
传真： 0451-82357008，电子邮箱： hljxf@csrc.gov.cn，地址：哈尔滨市香坊
区珠江路 56 号，邮编： 150036
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网址： www.csrc.gov.cn，联系电话： 021-50121047，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迎春路 555 号，邮编： 200135
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网址： www.csrc.gov.cn，联系电话： 0571-88473333，
电子邮箱： zjzjxinfang@csrc.gov.cn，地址：浙江杭州文三路 90 号一号楼三
楼，邮编： 310012
中国证监会安徽监管局：网址： www.csrc.gov.cn，联系电话： 0551-62840674，
传真： 0551-65367159，电子邮箱： anhui@csrc.gov.cn，地址：安徽省合肥市
高新区天波路 6号，邮编： 230088
中国证监会福建监管局：网址： www.csrc.gov.cn，联系电话： 0591-87828160，
传真： 0591-87828160，地址：福州市铜盘路福州软件园 B区 10 号楼 A栋，邮
编： 350003
中国证监会江西监管局：网址： www.csrc.gov.cn，联系电话： 0791-87601133，
传真： 0791-87601104，电子邮箱： jiangxizhengjianju@csrc.gov.cn，地址：
南昌市东湖区证券街 1号紫金大厦，邮编： 330006
中国证监会山东监管局：网址： www.csrc.gov.cn，联系电话： 0531-86106973，
传真： 0531-86106929，电子邮箱： sdxinfang@csrc.gov.cn，地址：山东省济
南市经七路 86 号证券大厦 13 楼，邮编： 250001
中国证监会河南监管局：网址： www.csrc.gov.cn，联系电话： 0371-69337560，
传真： 0371-69337527，电子邮箱： hnxf@csrc.gov.cn，地址：郑州市郑东新
区商务外环路和商务西三街交叉口国龙大厦 22 层，邮编： 450008
中国证监会湖北监管局：网址： www.csrc.gov.cn，联系电话： 027-87460061，
传真： 027-87460061，电子邮箱： hubei@csrc.gov.cn，地址：湖北省武汉市
洪山区珞瑜路 540 号，邮编： 430079
中国证监会湖南监管局：网址： www.csrc.gov.cn，联系电话： 0731-82180282，
传真： 0731-82180108，地址：长沙市车站北路 459 号证券大厦，邮编： 410001
中国证监会广东监管局：网址： www.csrc.gov.cn，联系电话： 020-37853900，
传真： 020-37853820，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临江大道 3号发展中心大厦 15 楼，
邮编：510623
中国证监会广西监管局：网址： www.csrc.gov.cn，联系电话： 0771-5555736，
电子邮箱： gxzjj@csrc.gov.cn，地址：广西南宁市金湖路 52-1 号东方曼哈顿
大厦 22 层，邮编：530028
中国证监会重庆监管局：网址： www.csrc.gov.cn，联系电话： 023-89031960，
传真： 023-89031990，电子邮箱： chongqing@csrc.gov.cn，地址：重庆市渝
中区临江支路 2号合景国际大厦 15 层，邮编： 400010
中国证监会四川监管局：网址： www.csrc.gov.cn，联系电话： 028-85541337，
传真： 028-85555004，电子邮箱： sichuan@csrc.gov.cn，地址：四川省成都
市洗面桥街 26 号，邮编： 610041



中国证监会贵州监管局：网址： www.csrc.gov.cn，联系电话： 0851-6904175，
传真： 0851-6904031，电子邮箱： csrcgy@csrc.gov.cn，地址：贵州省贵阳市
中华北路 18 号银海大厦 5楼，邮编： 550001
中国证监会西藏监管局：网址： www.csrc.gov.cn，联系电话： 0891-6872263，
传真： 0891-6873079，电子邮箱： pengxj@csrc.gov.cn，地址：西藏拉萨市中
和国际城环岛南路 7号，邮编： 850000
中国证监会陕西监管局：网址： www.csrc.gov.cn，联系电话： 029-88361759，
传真： 029-88361700，电子邮箱： csrcxa@sina.com，地址：西安市西安市浐
灞生态区浐灞大道 1号商务中心二期 2层，邮编： 710075
中国证监会甘肃监管局：网址： www.csrc.gov.cn，联系电话： 0931-8475060，
传真： 0931-8475929，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张掖路 87 号中广大厦 18 层，
邮编：730030
中国证监会青海监管局：网址： www.csrc.gov.cn，联系电话： 0971-8251479，
传真： 0971-8236887，电子邮箱： xieqf@csrc.gov.cn，地址：青海省西宁市
南大街 75 号，邮编： 810000
中国证监会大连监管局：网址： www.csrc.gov.cn，联系电话： 0411-88008567，
传真： 0411-88008500，电子邮箱： jiaw@csrc.gov.cn，地址：大连市中山区
中山路 136 号希望大厦 15 层，邮编： 116001
中国证监会青岛监管局：网址： www.csrc.gov.cn，联系电话： 0532-85790692，
传真： 0532-85798501，电子邮箱： qdjg@csrc.gov.cn，地址：青岛市东海西
路 39 号世纪大厦 23 层，邮编： 266071
中国证监会厦门监管局：网址： www.csrc.gov.cn，联系电话： 0592-5165620，
传真： 0592-5165615，电子邮箱： xiamen@csrc.gov.cn，地址：厦门市湖滨南
路 388 号国贸大厦六楼，邮编：361004
中国证监会宁夏监管局：网址： www.csrc.gov.cn，联系电话： 0951-6025924，
传真： 0951-6736403，电子邮箱： nxzwgk@csrc.gov.cn，地址：银川市兴庆区
北京东路 379 号金源大厦 12 层，邮编：750004
中国证监会内蒙古监管局：网址： www.csrc.gov.cn，联系电话：0471-4939931，
传真： 0471-4688164，电子邮箱： nmgzjj@csrc.gov.cn，地址：呼和浩特市赛
罕区敕勒川大街东方君座 D座 19、20 层，邮编：010090
中国证监会宁波监管局：网址： www.csrc.gov.cn，联系电话：0574-87325122，
传真： 0574-87175020，电子邮箱： nbzjjxf@csrc.gov.cn，地址：浙江省宁波
市鄞州区中兴路 737 号天润商座 A座 10 层，邮编：315040
中国证监会新疆监管局：网址： www.csrc.gov.cn，联系电话：0991-2831732，
电子邮箱： xinjiang@csrc.gov.cn，地址：乌鲁木齐市金银路 53 号金融大厦，
邮编：830001
中国证监会云南监管局：网址： www.csrc.gov.cn，联系电话：0871-65135126，
电子邮箱： xinjiang@csrc.gov.cn，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北京路 577 号，邮编：
650051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网址：www.amac.org.cn
电子邮箱 tousu@amac.org.cn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22 号交通银行大厦 B座 9层，邮编：100033



电话：010-58352888（中国证券投资者呼叫中心）、www.sipf.com(中国证券投
资者保护网)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等基金法律文件，选择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的基金。本公司和

基金管理人承诺投资人利益优先，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态度为投

资人提供服务，但不能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能保证基金的最低收

益。投资人可登录中国证监会网站（www.csrc.gov.cn）查询基金销

售机构名录，核实本公司基金销售资格。

销售人员姓名（临时填写）：
销售人员从业证书编号（临时填写）：
基金销售机构名称（临时填写）: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负责人（临时填写）：
网址（临时填写）：https://www.ciccwm.com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临时填写）：95532
客户服务中心传真（临时填写）:0755-83661868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2066 号华能大厦 24 楼
邮编：518000

申请人确认签章：

日期：

http://www.sipf.com/
http://www.csrc.gov.cn/
https://www.ciccw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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