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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依据：
 《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期货公司单一客户委托资

产管理业务工作指引》、《期货资产管理业务风险控制座谈会会议
纪要》

 《期货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业务管理规则（试行）》、《关于期货公司资
产管理计划备案相关事项的通知》

适用范围：
 期货公司单一客户资管业务和特定多个客户资管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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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类账户和编码的开立及分配规则

（一）单一客户资管业务账户和编码规则

 期货公司内部资金账户

 同一客户（或客户分户管理资产）在同一家期货公司只能开立一个资管业务账
户，对应一个资管业务内部资金账户

 客户可以在同一家期货公司同时成为经纪业务客户和资管业务客户，期货公司
应当为该客户（或客户分户管理资产）的经纪业务和资管业务分配不同的内部
资金账户

 交易所客户号和监控中心统一开户编码

 各期货交易所和监控中心应当为同一客户（或客户分户管理资产）的经纪业务
和资管业务分别分配不同的客户号和统一开户编码

 为同一客户（或客户分户管理资产）在不同期货公司的资管业务分别分配不同
的客户号和统一开户编码

 能够维护这些客户号和统一开户编码之间的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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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定多个客户资管业务账户和编码规则

 期货公司内部资金账户

 期货公司应当为不同的资产管理计划（以基金业协会备案号为划分依据，

一个备案号对应一个资产管理计划）开立不同的资管业务账户，对应不

同的资管业务内部资金账户

 交易所客户号和监控中心统一开户编码

 各期货交易所和监控中心应当为期货公司不同的资产管理计划分配不同的
客户号和统一开户编码

 能够维护这些客户号和统一开户编码之间的关联关系

一、各类账户和编码的开立及分配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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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一客户资管业务

 资产委托人为个人客户或一般单位客户
 身份信息与证件记载一致

 境内个人客户——身份证
 一般单位客户——组织机构代码证
 在中国永久居留的境外客户——外国人永久居留证和所在国护照

 开户材料、资产管理账户名称、资产管理合同中的客户姓名或名称，应当与上述证件记载一致；
资管结算账户户名应当与上述名称一致；资管托管账户和资金中转账户的户名应当与上述名称对
应关系准确

 资产委托人为特殊单位客户
 身份信息与证件记载一致

 特殊单位客户——机构代码证和附加码
 开户材料、资产管理账户名称、资产管理合同中客户名称，应当与机构代码证名称一致，资产管

理账户名称中的分户管理资产名称应当与上述名称对应关系准确；资管结算账户、资管托管账户
和资金中转账户的户名应当与上述名称对应关系准确

二、资管业务开户实名制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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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定多个客户资管业务

 资管业务开户申请表中“附加码”（资产管理计划在基金业协会的产品备案号）信息
填写正确，与资产管理计划备案确认函记载内容一致

 开户材料中记载的资产管理计划名称、开户申请表中资产管理账户名称中的资产管理
计划名称、资产管理合同记载的资产管理计划名称应当与资产管理计划备案确认函中
记载内容一致；资管托管账户和资金中转账户的户名应当与资产管理计划名称对应关
系准确

二、资管业务开户实名制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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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公司  内部资金账号  
申请交易编码 上期所 □            郑商所 □ 大商所 □ 中金所 □
交易编码类型 □套保  □套利  □投机

资产管理业务类型 □期货类     □综合类
客户基本信息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国籍  外国人永久居留证号码  所在国护照号码  

联系电话或手机号码 区号        电话 邮政编码  
联系地址       （省、市、自治区）       （ 市、县、区）                  

资产管理业务基本信息
资产管理账户名称  

委托资金（万元）  委托起止时间  

资产管理业务负责人及联系方式
姓名  联系电话或手机号

码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资管结算账户

账户名 账号 开户银行 开户行网点
    

资管托管账户
账户名 账号 开户银行 开户行网点

    
资金中转账户

账户名 账号 开户银行 开户行网点

      单一客户资产管理业务开户申请表
（资产委托人为在中国永久居留的境外客户适用）
                                                            申请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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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下单人/资金调拨人/结算单确认人

姓名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联系电话或手机号码 区号    电话 邮政编码  

联系地址         （省、市、自治区）           （ 市、县、区）                

交易所附加信息 中金所 客户所在期货营业部                营业部代码        
本人承诺：遵守中国期货市场各项法律和规章制度；开户申请资料真实、合法、有效和完整；本表填写内容与本人身份证
明文件、开户申请资料以及资产管理合同的记载事项严格一致；目前不存在并且今后也不会出现以其他身份或中华人民共
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证》之外的其他身份证明文件申请开立资管账户的情况。本人将承担违背此承诺的一切法律后果。

                                    客户签字     
本公司已对该客户的开户申请资料进行了认真审核，该客户开户申请资料真实、合法、有效和完整，开户申请表填写内容
与客户身份证明文件、开户申请资料以及资产管理合同的记载事项严格一致。
                                                                                                                             期货公司盖章

单一客户资产管理业务开户申请表
（资产委托人为在中国永久居留的境外客户适用）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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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公司  内部资金账号  
申请交易编码 上期所 □                      郑商所 □ 大商所 □ 中金所 □
交易编码类型 □套保  □套利  □投机

资产管理业务类型 □期货类    □综合类
资产管理业务基本信息

资产管理账户名称  附加码  
委托资金（万元）  委托起止时间  

资产管理业务负责人及联系方式
姓名  联系电话或手机号码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资管托管账户

账户名 账号 开户银行 开户行网点
    

资金中转账户
账户名 账号 开户银行 开户行网点

    
指定下单人/资金调拨人/结算单确认人

姓名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联系地址              （省、市、自治区）         （ 市、县、区）               

联系电话或手机号码 区号        电话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或手机号码 区号        电话 邮政编码  
交易所附加信息 中金所 客户所在期货营业部                  营业部代码             

                                          期货公司盖章

特定多个客户资管业务开户申请表   
                                             申请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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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资料：

 资产委托人相关证件
 资产委托人为个人客户

 境内个人客户头部正面照、身份证正反面
 在中国永久居留的境外客户头部正面照、外国人永久居留证正反面、所在国护照本人

信息页
 资产委托人为一般单位客户

 开户代理人头部正面照、开户代理人身份证正反面
 组织机构代码证扫描件、营业执照（副本）

 资产委托人为特殊单位客户
 开户代理人头部正面照、开户代理人身份证正反面
 组织机构代码证、营业执照（副本）（QFII和RQFII为国家外汇管理局颁发的特殊机构

代码赋码通知单）
 “附加码”依据的证件或文件，参见《特殊单位客户统一开户业务操作指引》中相关

规定
 中期协——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业务登记通知（加盖期货公司公章）
 中基协——资产管理计划备案确认函（加盖期货公司公章）
 资管合同（一对一为签订的合同，一对多为合同样本）（加盖期货公司公章）

其中，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业务登记通知无变化首次开户提供即可；一对多业务推出前已有证监
会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业务资格批复且上传过的无需再次提供

特定多个
客户资管
业务

单
一
客
户
资
管
业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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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货公司审核和检查内容
 开户资料真实、准确和完整性
 实名制相关要求
 资管业务和经纪业务银行账户区分（一对一）
 特殊单位客户主管部门的相关规定

（二）监控中心检查内容
 开户申请表内容的完整性和格式的正确性
 一对一资管客户的名称和证件号码

（三）各期货交易所检查内容
 实名制要求中名称对应关系
 单一客户资管业务

 在中国永久居留的境外客户的客户姓名、外国人永久居留证号码和所在国护照号码
 特殊单位客户的附加码和特殊机构代码；特殊单位客户分户管理资产是否遵守一户一

码原则
 特定多个客户资管业务

 附加码信息填写是否正确，资产管理计划是否遵守一户一码原则

三、审核和检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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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易编码申请流程

 过渡期，直接到交易所开户、修改资料及销户

 过渡期后，统一开户流程

五、开户资料修改

 基本身份信息：单一客户资管业务客户的名称、身份证号码、外国人永久

居留证号码、组织机构代码（或特殊机构代码）、附加码，及特定多个客

户资产管理计划对应的附加码

 非基本身份信息

六、交易编码注销

 期货公司注销到期资管计划交易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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