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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煜基金业务授权委托书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本机构授权以下业务人员代表本机构在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办理账户类及\或交易类业务，包括但不限于：通过填写表

单（包括但不限于在线填写电子表单）、签署有关文件（包括但不限于签署电子合同）的方式向贵司提出账户类及\或交易类业务申

请，并对申请进行说明和确认；向贵司提交所须的所有相关证明文件；就贵司所提出的业务相关疑问和询问进行回答、解释和补充。

以下人员的该等行为均代表本机构，视为本机构的真实意愿表达，合法有效，对本机构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授权书自盖章之日起生

效，直至本机构向贵司提交新的授权委托书或销户之前均为有效。 

业务类型选择：□ 新增经办人    （在下表填写新经办人的信息）                       

              □ 取消原经办人  （原经办人姓名                      ）  

              □ 替换经办人    （原经办人                           替换成新经办人                           ） 

              □ 经办人权限修改（请列示权限变动经办人姓名：                                                  ） 

              □ 更替原有授权委托书（更替原因：□法人变更    □经办人信息变更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经办人姓名：                                      经办人签名：                             

证件类型：□身份证 □其他（请详述）                证件号码：                               

手机：                                       电子邮箱：                               

座机：                                        

授权业务范围：  □账户类业务 

□传真交易类业务 

网上交易类业务（需设置具体权限类型）：□高级经办 （无需复核）  □经办（需复核）  □复核   □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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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交易相关权限说明： 

1. 高级经办：可以独立完成有效的交易下单，不需要复核 

2. 经办：可以进行交易下单，但需要复核之后交易才能生效 

3. 复核：不能进行交易下单，只能进行复核 

4. 查询：不能进行交易下单也不能进行复核，只能查看账户和交易记录等信息 

5. 经办+复核：既可以进行交易下单又可以进行复核，但不能复核自己下的单 

6. 高级经办+复核：可以独立完成有效的交易下单，也可以复核其他经办下的单 

 

授权业务范围说明： 

1. 账户类业务：包括新开交易账户、基金账户登记、取消基金账户登记、交易账户销户、交易密码挂失、经办人变更、信息变

更 

2. 交易类业务：包括认购、申购、赎回、转换、修改分红方式、撤单 

 

 

机构公章：  

法人章： 

生效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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