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同号： 2002069 

信托公司筒理信托时产应格尽职守尸 ・行避实、信用、谨植、 

有效管理的义务．信托公司依招本信托台同约定管理信托n产所

产生的风险 由信托时产承担．值托公司因违背本佰托合同、处

理信托事务不当而遗成值托助产捆失的，由信托公司以固有财产

赔侣 不足赔偿时子由投资者自坦． 

陕国投・麒盛科技第一期员工持股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信托合同 

重要提示 本信托计划不保障本金『也不保障任何收益．信托计划收益来源于本信托飞倒项下

各项投资组合的回报 容易受到市场价格波动、受托人和委托人代表管理能力和投资研究能力等因

素的影响。在最不利的情况下，本信托计划收益可能为霉r 同时投资者本金可能全部损失 由此产

生的收益不确定及本金损失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需认真阅读信托文件中关于风险揭示

的相关条款 审值作出投资决策． 

委托人作为本合同一方．以电子签名或纸质台同手写签名、盖章方式签署本合同即表明委托人

完全接受本合同项下的全部条款 r 同时本合同成立．委托人以电子签名方式接受电子签名合同〔即

本合同、信托计划说明书，风险申明书或其他文书）的』视为签署本合同‘信托计匀」说明书、风险

申明书或其他文书，与在纸质合同、纸质风险申明书或其他文书上手写签名或者盖章具有同等的法

律效力 无须另行泣署纸质合同‘纸质风险申明书或其他文书． 

块而省国际信托股价有陡会I 块而省国际信托股价有陡会习 



认购风险申明书 

界敬的委托人贾受益人． 

感谢您对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的信任并自愿加入陕国投，麒盛科技第一期员工持股集台资金信托

气伐」．为维护您的权益，特别提示您在签署本认购风险申明书前』详细阅读本认购风险申明书、《陕国投憾

盛科技第一期员工持股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说明书》和‘陕国投 盈科技第一期员工持股集台资金信托IL伐」信

托台同》等信托准倒文件．本认购冈脸申明书一经签署，即视为您已全面了解信托计划文件内容和您加入本

信托计划后的所有权利义务、准确理解本信托计划可能发生的风险并愿意自行承担加入本信托计划而带来的

财务损益和法律需仟．本认购风险申明书中的相关词语与‘陕国投麒盛科技第一期员工持股集台资金信托计

划信托合同》第，条所列示的定义具有相同含义． 

受托人将依据信托计划文件格尽职守地管理运用及处分信托昆倒财产 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

理的义务．本信托计划的牛恶投裕方向为证券乃希融产品 受托人存管理；云用刀专卜分信托计划财产过程中可

能面临多种风险，包括但不限于信托计划投资标的风险、信托计划本身面临的风险、管理和操作风险、相关

机构的经营风险以及其它风险〔详见《信托合同》第飞4条〕．为此 受托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 

《信托公司营理办法’、 《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 《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

导意见》等相关法律，向您特别提示及申明如下 

信托气找口投资标的风险 

投资标的市场价格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引起的波动，将使信托计划财产面临潜在的风险． 

t股票投资风险 

国家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的变化对证券市场产生一定的影响 导致市场价格水平波动的风 

险． 

宏观经济运行周期性波动』对股硬市场的收益水平产生影响的风险， 

上市公司的经营伏况受多种因素影响』如市场、技术、竞争、管理、财务等都会导致公司财务状况发生

变化 从而导致股西价格变动的风险． 

创业板市场上市公司与现有的主饭市场上市公司相比较，一般具有成长性强、业务棋式新‘但规横较小、 

经营业绩不够稳定等特点．股获价格易受资金供求影响而出现剧烈虫动 从而导致股票价格贾劫的风险． 

2.其它投资标的的风险 

信托计划投资于金融机构发行的金月虫产品 若前述金融产品不保障本金或收益 或不能如期分配收益

则可能给信托汽蒯财产带来损失． 

信托计划本身面临的风险 

l法律及违约风险 

在信托计划的运作过程中，因委托人代表、保管银行、证券经纪商等台，匀台违反国家法律规定或者相关

台同约定而可能对信托财产带来风险． 

z政策风险 

在信托计划的运作过程中 因中国则政政策、货币政策、行业政策、地区发展政策等因康可能引起系统

风险咨证券市场监管政策等国家政策以及法律的变化也可能对证券市场产且：一定的影响』可能导致证券市场

价格波动 从而影响信托计划收益． 



3,经济周期风险 

证券市场受经济运行具有周期性的影响‘从而影响证券投资的收益水平 对信托计划收益产生影响． 

4利率风险 

利率波动会导致证券市场价格和收益率的咧 从而影响证券投资的收益水平 对信托汽蒯收益产生影 

响． 

5，购买力风险 

如果发牛诵货膨胀则投资所获得的收益可能会神诵伏寝胀抵消，从而影响到信托计划财产的保值增值。 

6.电子交易渠道的风险 

本信托i伐」的委托沐乃晋然人可涌付哥托人网卜夺息系统和／或代理推介机构的柜台 网上银行 电子

交易平台系统进行认驹、赎回等电子交易．在前述电子交易中，委托沐乃毋之毒人将通过其专有的交易密码， 

电子签名等认证手段签署电子合同．尽管受托人、代理推介机构将尽可能保障电子交易环境的安全性月旦若

委托沐刀晋然人未对前述认证手段尽到保密义务仍可能会导致他人冒用至仃使悉托沐 Th 人泪受损失． 

又电子交易数据传递的风险 

在委托人了受益人进行电子交易的情况下 本信托计划项下的电子交易的数据将通过计算机网络传输

由于不可抗力、计算书嘿客袭击‘系统故障、i苗讯故障、网络佣堵、供电系统故障、电脑病毒、恶息程序攻

击及其他不可归因于受托人的情况可能导致部分或者全部交易数据传输不畅或者存储受损 从而给委托人及

受益人造成损失． 

氏上市公司的经营风险 

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受多种因素影响 如法人治理结构、管理能力、市场前景、行业竞争、技术变迁等

这些因素会导致企业的盈利发生变化．如果信托胡龙J持有经营不善的上市公司股票，将影响信托计划收益． 

9委托人代表风险 

本信托计划由到毛A依毒民吞托人代表的投资建议进行伦咨译作』委托人代表的铅裕昭务能力、服务水平

将直接影响信托气tJ收益．信托M划财产管理运用过程中 信托计划可能因为委托人代表对经济形势了金融市

场和投资产品价格走势等判断失i昊、委托人代表获取信息不充分 信托计划没资产品的发行人披婚不实信息

等影响信托计划的收益水平。 

到毛人代表发出的任何有数的投资建议被视为全体委托人 致认可的护具后果由全休委托人承担・ 	 ， 

1oJ自加增祸信w翎佘岁冬人风险 	 J 

指按照信托文件的规定在信托计划运行中 贻牛咋神参考总值低于【预警线】或履约保障比低于【平仓

线】后有义务；自加增强信托资金的主体．本信托i伐」追加增强信托资金义务人为麒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

股东【韶兴智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唐国海】 上述主体对于追加增强信托资金承担连带责

任．关于追加增强信挤裕余的义务及纠纷由全体委托人协商并解决』与受托人无关，追加增强信托资金义务

人追加或不追加的效果均及于全体委托人，由全体委托人共同承担． 

、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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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流动性风险 

住1任信托计划存续期间未经受托人同意‘受益人刁ci导转让信决千哥豁权 且受托人并不保证一定能够成

功转让』因此信托财产在沛劲性方面会受一定影响 委托人和受益人需合理规划自身资金安排． 



住2由于市场或投资标的流动性不足（包括但不限于信托a伐」投资标的停牌、交易所监管、登记结’规

则限制）和其他不可抗因素导致信托气伐」所投资的标的无法及时蜘或相关资金无法及时取得‘从而存在导

致信托 11J现盆资产不能满足信托t伐」费用支付、信托利益分配、清耳要求的风险 受益人在信托计划项下

可能无法及时收到现金形式的信托利益． 

11.3信托忘恻终止时，受市场环境或特殊原因影响，信托气伐」财产可能部分或者全部不能犯见r 因此受

益人可能面临信托计划终止时无法及时收到变现后的信托利益的情况． 

12信托计划不成立的风险 

如信托计划认购总金额未达到信托计划预计规栩日未获受托人认可的r 或信托计划准介期内产市场发生

剧烈波动且受托人认为目前并不具备发行信托计划的市场条件，受托人有权宣布信托计戈」不成立． 

"3信托计划延期的风险 

信托计划期限届满时‘出现法律规定的及本合同约定的信托计划延期的情形洲粤导致信托计划延期 因

此委托人〔即受益人）可能面临信托计划期限届满时无法及时收到信托利益的风险。 

,4受托人不能承诏信托利益的风险 

信托利益受多项因索影响，包括证券市场价格波动、受托人及委托人代表的投资操作水平、国家政策变

化等』信托计划既有翻利的可能亦存在亏损的可能．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受托人不对信托汽蒯的委托人和受

益人作出保证本金及其收益的承诺． 

15.信托计划提前终止的风险 

当出现本台同约定的信托计 iIm前终止的情形，比如发生法律法规、政策以及适用于受托人及了或本信

托计戈」的规声牲寸件等变化‘监管部门及了或基余叶卜协会要求、本信托气找”所选择的证券经纪泪胡勾等合作寸晌

停止为本信托计钊棍供服务的情况以刀芳牛信托合同约定的不可抗力情汾甜发牛了其他信托合同签订时无法

预见的重大变化（如上述情形导致本信托计划的投资限制发生变化、以及投资操作受到限制等） 导致本信

托计划难以坡统铅裕运作』次级悉托人向受托人申请提前终止且优先级委托人同意的』或受托人决宗得前终

止时‘或本信托i找”按照相关部门的意见提前终止的，除非本合同另有约定 委托人〔即受益人〕仅能根据

信托计划实际存续天数口乃信托计勿l混前终止时的信托计划财产变现状况获得信托利益． 

如果发生本合同所约定的信托计划终止的情形诊受托人将卖出信托计划则产所投资之全部品种 并终止

信托计划 r 如届时投资标的价格发生下降或流动性不足 由此可能导致信托计划财产遭受损失． 

"6降仓和止损的风险 

当丁日的监控参考总值低于预警线或履约保障比低于平仓线时，如果追加增强信托资金义务人不i自加信

托资金令监控参考总值大于等于预警线或平仓线，受托人有权降低信托计划持仓比例或全部变现信托计划． 

前述降仓和止j员l架作可能导致信托计划丧失弥补亏损的可能性并遭受损失．受到交易所休市、投资标的跌停

或停牌、流动性不足等市场原因、不可拓力、监管机构要，a卜『制等，受托人可能无法在本合同约定的时间

内完成降仓和止损操作‘由此可能导致信托I找Un产遭受损失． 

"7优岁授益人信托资金损失的风险 

当丁日的履约保障比低于平仓线时 到毛人有权通过市价卖出证券的方式奋邵信托i倒持有的证券．在

旧吊操作完成后．到毛人按照本合同约定的信托tt 财产分配方式对优失马番入和次级答谷人分别进行信托

利益分配 但尽管如此仍存仕囚又易所休市、投资标的跌停或停牌、流动性不足等市场原因、不可抗力、监

管侧勾要求或限制等导致受托人无法执打平训操作‘或者受托人按照本合同约定执行变现操作但业观结果仍 



然使优先受益人面临信托资金亏损的风险．同时信托足伐」终止时如有部分非现金资产因停牌或其他原因无法

变现 优先辱益人可能承担延迟分配信托利益的风险． 

18，全体受益人信托资金损失的风险 

当下日的游神参考总值低于预警端和履约保障比低于平仓线时 J 追加增强信if;裕穷义务人可以按照本合

同约定追加信托资金．当丁日的履约保障比低于平仓线时r 受托人有权通过市价卖出证券的方式变现信托昆恻

持有的证券．次级晋番入的信托利益分配顺序位于优矢普普人之后r 而风险承倒l更序则位于优失哥眷人之前

次级咨抬人面临的风阶左元高于优失晋拱入．存在信托资金本金和；自加信杯裕奋部分或全部损失的风险．此外

信托计划终止日j如有部分非现金资产因停牌或其他原因无注亦翻 次级带然人可能承乎E3It*配信托利益的

风险． 

三、管理和操作风险 

，管倒风险 

在本信托计划的管理运作过程中 委托人代表的投资研究能力、服务水平将直接影响其出具的投资建议

的水平和质．』从而可能影响本信托计划的收益水平．受托外乃悉托人代表可能限于知识、技术、经验，所

拿握的信息盘等因素而影响具对相关信息、经济形势和证券价格走势的判断 其选择的投资标的业绩表现不

一定优于市场表现叮 

委托人代表可能以自有资金进行与本信托计划绷以的投资 或同日勺管理真它与本信托昆倒类似的产品』 

或同时为其它产品提供其为本信托计划提供的类似的委托人代表服务 委托人代表从事前述行为可能被认定

为一致行动．在此情况下，若委托人代表通过上述方式合并佣有权益的股份达到刊、上市公司已经发行股份

的5%‘其在进行买卖该上市公司股份等操作日引各受到相关限制 因此可能造成信托i伐ri财产损失 对此 J 委

托人z受益人已充分认可并自愿承担该风险． 

此夕卜』委托人代表可能以自有资金进行与本信托计划绷以的投资 J 亦可能作为其他信托产品、证券投资

产品或证券投资实体等的委托人代表进行与本信托计划约以的投资 J 前述投资可能与本信托计戈」的投资产生

利益冲突 并可能给本信托计划带来风险． 

2.操作或技术风险 

受托人以及信托计划相关服务机构在业务各环节操作过程中 因内部控制存在缺陷或者人为因紊造成操

作失误或违反操作规程等引致的风险 J 例如 J 越权宜韦狈夺易、数据传输错误、交易错误、l下系统故障等风险， 

在证券或其他投资产品的各种交易行为或者运作中 J 可能因为风控、交易等技术系统的故障或者差错而

影响交易的正常进行，导致委托人的利益受到影响。这种技术风险可能来自受托人、委托人代表、证券公司、 

期货公司、保管银行 证券交易所 证券登记结茸机构等． 

信托洲划通过证券经纪商的恒生投资交易风控系统交易 J 受托人仅依据证券经纪商提供的恒生投资交易

风控系统数据计但本信托汽伐」所需数据』在此过程中．恒生投资交易风控系统提供的数据可能存在延迟，偏

差，错误或者其他情形』但受托人仅依据该恒生投资交易风控数据开展风险监控、估值等工作．委托人知悉

并认可上述操作方式 自愿承担相应后果． 

另外』在本信托计划管理运作过程中 可能因为数据传输的不及时或者计算过程中出现的误差而导致信

托单位净值的误差． 

信托计划通过恒生投资交易风控系统进行投资运作，包括但不限于执行交易、预警以及止损等操作，在

此过程中可能会出别加津议下达时间或者合同预期设定的预曹、 卜＊吊湿作时点滞后、延误或者其他原因导致 



未按时操作的情形，基于上述情况．受托人不对触发预警、止损后的信托计划财产进行变现的时间、收益情

况作出任何保证』委托人知恶上述情形． 

3,软件风险 

本信托计划项下的信托凡找J资金通过第三方系统软件用于证券投资『因出现包括但不限于网络通讯故

障、电脑设备故障、软件系统崩溃、自然灾害等情形从而导致系统软件无法实施正常的证券交易．或因委托

申报触发系统软件相关限制条件而被系统默认为无效委托r 由此导致信托浅」划财产遭受的损失由该信托计划

财产承担，受托人不因此承担任何责任． 

4,交易风险 

基于相关法律的规定及信托文件的约定，受托人会对交易相关系统软件设定特定限制功能 可能会导致

某些证券交易无法实施或延迟实施，由此可能会导致信托计划则产遭受损失． 

委托人同意并确认受托人在开设证券账户时根据证券经纪商的要求出具的文件（如承诺函、系统接入协

议等）的全部内容 知悉由此可能产生的被证券经纪商追究贵任或因证券经纪商单方终止服务导致本信托计

悯l;’孚任何损失的风险‘并同衡就因此产生的任何损失萝腆伴责任均由信托计划财产承担． 

相关机构的经营风险 

   

    

到毛人，保管银行 证券经纪商，委托人代表、律师事务所以及算他毋4毛人因履行受托职责需要而聘请

的机构按照中国法律灿宁成职得相关资质以开展业务．如在信托计划存续期间到毛人，保管银行 证券经纪 
如目 

服务商、委托人代表、律师事务所或其他机构无注理全吏从事相关业务，提供相应服务或不能遵守相关文件约

定对信托计划实施管理 则可能会给信托诫」财产带来风险，且有可能导致信托计劫脾前终止． 

其他风险 

l战争、自然灾害、菌大政治事件等不可抗力以及其它不可预知的意外事件可能导致信托计划财产遭受 

损失． 

z金融市场危机、行业竞争等超出受托人自身直接控制能力之外的风险，可能导致信托计划财产遭受损 

失． 

申 限公司 

委托人同意月签署鱿点击确认本认劝风险申明书即表明本馆容杭构’”舜伟八抖提示励，如下内容

予以确认和承诺’  并目脚受其约束： 

、如果本人了本机构已经签署《认驹风险申明书》和《信托召月矛具认购资全弓驹唆尹本机构实名账
尸转出（如金融机构以发行金融产品所台法葵集资金认购信托单位 ～黔嘱怡卜到毛人有权 

认定本人j本机构已有效签署信托计划文才牛本人I本机构无权主张不知悉信托计划文件内容及信托计划投资

冈脸． 

本人／本机构保证，本人／本机构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法人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组织子

符合信托t伐」文件关于委托人资格的要求r 且应为符台届时有效的法衡去规 部门规音或监管规范中规定的

合格投资者 本人I本书韵已就签署及履行《信托合同》及其它信托尼俐文件获得了一切沱要的批准或授权． 

本人J本机构向受托人交付的信托资金是本人了本书11句合法所有并有权处分的资金，未接受他人委托

资金成者非法汇集他人资金参与信托itt 金融机构可以发行金融产品所合法葬集并有权管理的资金认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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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单位，金融机构以前述资金认购信托单位应符合金融机构或金融产品所适用的法律，如讳陌前述约定‘本

人了本机构应承担由此给第三人、信托计划和受托人造成的全部损失． 

对于本信托土倒项下的风险揭示条款（详见《信托合同》第14 条）和受托人免责条歌（详见（信托

合同》第 25.4条， 本人/本机构已获得了明确的提示与解释 本人I本机构已明确知悉并完全理解本信托计

划的风险承担条款及到毛人的免责范围． 

委托人如为自然人，在《认购风险申明书》及《信托合同》签字的系委托人本人或本人的授权代理

人（黑持经公证的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如为机构 在《认购风险申明书》及《信托合同》签字的系本机构

有权签字人本人． 

本人／本机构保证在《信托台同，的《信点刀签字页》填写的各项信息以乃棍供给受托人的各项资料

均完整、真实、准确、有效』并在前述信息和资科芳幸杏百时及时遇知受托人．本人z本机构自颐承担因资料

提供或信息填与瑕疵（包括但不限于未填写，填写错误、未及时变更等）导致的任何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因

未及日勺接收受托人的各种通知而导致的无法了解信托i恻财产管理运用情况或无法参与受益人大会及表决 

（包括参加受益人大会或签署补充协议等方式）等可能给本人j本；”晌造成的损失． 

如受托人以《信托合同》的《信息及签字页》预留的电话向本人传递及确认信息．受托人仅需核实

本人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即视为对本人身份进行了核实与确认． 

l为充分提示风险，请优先委托人抄录下段的重点提示内容〕 

本人／本机构作为委托人已详阅并充分理脚本风险申明书及信托计划文件的内容．受托人已经向本人／

刻晌充分揭示了信托七J划的投资风险和可能造成的损失 J 包括但不限于本信托计划设置的止损措施有限、 

信托资金可能全部号栩等风险．本人／本机构自・承担该等风险和损失．本人／本机构承诺以台法所有并有权

处分的资金（金融机构可以发行金融产品所合法落集并有权管理的资金认殉信托单位．金融机构以前述资金

认购信托单位应符合金融机构或金融产品所适用的法律）认购信托单位，未非法接受他人委托资金或者非法

汇集他人资盆参与信托i找J（无论是否收取报酬）．本人 z本机构知悉受托人及其证券投资信托业务人员、 

委托人代表及具投研团队等相关机构和人员的过往业绩、受托人发行的其它信托i浏业绩不代表本信托it 

未来运作的实际效果． 

工为充分提示风险‘提请委托人I受益人将本段重点提示内容抄录在后．委托人／受益人鉴署本《认厢风险申

明书》则视为委托人本人抄录并充分理解本信托计划的全部风险。以电子形式签署的．委托人点击确认即视

为抄录完成．〕 

本人／本机构作为委托人已 	 本风险申明书及信托计划文件的内容 受托人已经向本人／ 

本机构充分揭示了信托计划的投资风险和可能造成的损失，包活但不限于本信托昆伐」设且的止损措施一 、 

信托资金可能 	等风险，本人/本书it勾 	该等风险和损失．本人z本’讲勾承诺以 

的资金〔金融机构可以发行金融产品所合法葬集并有权管理的资金认驹信托单位，金融机构以前述资金认购

信托单位应符合金融机构成金融产品所适用的法律〕认购信托单位 未非法接受他人委托资金或者非法汇集

他人资金参与信托l浏（无论是否收取报酬）．本人／本习侧勾知悉受托人及其证券投资信托业务人员 委托 

人代表及其投研团队等相关扫U勾和人员的过牲业绩、受托人发行的其它信托计划业绩 	本信托计划未来 

运作的实际效果． 

〔为充分提示风险』请次级委托人抄录下段的重点提示内容！ 

本人／本右it勾作为到毛人已详阅并充分理解本风险申明书及信托计划文件的内容r 受托人已经向本人／

本机构充分渴示了信托计划的投资风险和可能造成的损失‘包活但不限于本信托计划设置的止损措施有限

信托资金可能全部亏损等风险，本人厂本机构自・承担该等风险和损失．本A了本机构承诺以台法所有书有权

处分的资金（金融机构可以发行金融产品所合法屏集并有权曾理的资金认购信托单位 金融泪1A勾以前述资金

认殉信托单位应符合金融令瓜勾或盆融产品所适用的法律）认购信托单位，未接受他人委托资金或者非法汇集

他人资金参与信托计划‘无论是否收职报酬）．本人／本机构知悉受托人及其证券投资信托业务人员、委托 



人代表及其投研团队等相关机构和人员的过往业绩 受托人发行的其它信托计划业绩不代裘本信托i倒未来

运作的实际效果．本信托计划为结构化信托计划』除满足约定条件的前提下本人／本机构可以申请取回信托资

金外．只有优先受益人获得按照本合同第13条计算的信托利益后‘本人／本机构作为次级受益人才能获得信

托利益的分配．这种信托利益的分配安排增加了本人／本机构的冈脸』相对于优先受益人 本人I本机构面临

更大的风险及损失．本人／本机构充分的理解和认识所承受的风险大于优先受益人 自愿承担该等风险和损失・  

I为充分提示风险，提请委托人了受益人将本段重点提示内容抄录在后。委托人z受益人笼署本《认晌风险申

明书》则视为委托人本人抄录并充分理解本信托计划的全部风险．以电子形式签署的．委托人点击确认即视

为抄录完成．」 

本人／本御晌作为委托人．尹飞飞月‘… 汉风险申明书逸信托计划文件的内容受托人已经向本人／

制湘充分揭示了信托计划的投・ ‘ r 垃，．口＝、生侣、损失，包括但不限于本信托计划设置的止损借施金蕊

信托资金可右胜才尸抓等风险』本人了本机构B龙减巡该等风险和损失．本人／本机构承诺以书，葱护才角场加不交灾、芍

的资金（金融机构可以发行金融产品所合法葬集并有权管理的资金认购信托单位，金融机构以前述资金认贝甘

信托单位应符合金融机构或金触产品所适用的法律）认购信托单位 未接受他人委托资金或者非法汇集他人

资金参与信托爪倒〔无论是否收取报酬）．本人／本机构泊巷受托人及其证券投资信托业务人员、委托人代

害mM投研团队等相关机构和人员的过往业绩、受托人发行的其它信托计划业绩不刊苏、本信托计划未来运作

的实际效果．本信托计划为结构化信托念例‘只有优失毋赫入获得信托利益分配后』本人了本机构作为次级受

益人才能获得信托利益的分配．这种信托利益的分配安排增加了本人z本机构的风险，相对于优先受益人 本

人／本．t*tJ面临更大的风险及」员失．本人/本机构充分的理解和认识所承受的讯佑义异六贾雀欢自愿承担该等

风险和损失． 

蒯毛人〔自然人由本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章机构应加盖公章并由其有权签字人签章） 
尸 

签署日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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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国投・麒盛科技第一期员工持股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信托合同 

委托人：具体信息见本合同的《信息及签字页》。 

受托人：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薛季民 

住 所 西安市高新区科技路 50号金桥国际广场〔座24-27层 

联系电话 010-85140230 

传 真 010-85140246 

网 	址‘ http:/fwwtsiti.com.cn  

到毛人和受托人单独称为“一方“．合并称为“双方认 

鉴于 

一 委托人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或根据中国法律合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且应为符合届时有效的法角去规，部门倾啼或监管规范中规定的合格投资者．受托人为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核准登记、经营信托业务的专业金融机构 具备发起设立集台资金信托计划的资格． 

二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r 自愿将其合法所有并有权处分的资金委托给受托人并加入陕国投翻盛

科技第一期员工持股集合资金信托计妇」〔优岁矮托人如为金融机构，可以合法所有的资金或者其发行金融产

品所合法葬集且有权管理的资金君〔给受托人〕』由受托人集合全体委托人的信托资金 以受托人自己的名

义依据信托! 找J文件对信托昆浏资金进行管理、运用和处分．到毛人同意接受委托人的委托． 

为此r 委托人与受托人本着平等自愿、诚实信用、真实合法的原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信托公司管理办法》、 《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 《关于规

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及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 自愿签订本合同 以兹共同信守。 

第1条定义 

除非本合同上下文另有解释或文义另有所指 下列词语或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11 信托计划或本信托计划：指受托人设立的映国投翩盛科技第一有月员工持股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爪2 《认购风险申明书》：指《陕国投翻盛科技第一期员工持股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认购风险申明书》以及对

该申明书的任何有效修订和补充． 

}3 《信托合同，或本台同，指委托人和受托人签订的《陕国投，麒盛科技第一期员工持股集台资金信托计划

信托台同》以及对该合同的任何有效修幻和补充． 

14 《信托计哨」说朋书》：指‘陕国投麒盛科技第一期员工持股集合资金信托土伐“说明书》以及对该信托计

划说明书的任何有效修订或补充． 

}5 信托计划文件：指‘认购风险申明书》、 《信托合同》、 （信托计划说明书》以及与信托计划相关文件 

〔包括但不限于信托受益权转让文件）的统称． 

16 电子签名：指信托合同签署过程中以电子形式所含、所附用于识别委托人身份并表明签名人认可其中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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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的交易密码等数据。 

17  《保管协议》：指到毛人与保管银行签订的《陕国投届盛科技第一期员工持股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保管协

议》以及对该合同的任何有效修司不口补充． 

t日 《探作备忘录》．指受托人与保管银a 证券经纪商签订的‘陕国投麒盛科技第一期员工持股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操作备忘录》以及对该合同的任何有效修订和补充． 

t9 委托人：指信托恻项下各信托合同中的委托人．认购了优先信托单位的委托人为优先委托人 认胸了

次级信托单位的委托人为次级委托人． 

1.10 受托人：指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111 受益人・ 指委托人在信托合同中指定的享有信托受益权的自形认、法人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组织．享有

优先信托受益权的母益人为优先妥斋人』享有次级信托受益权的受益人为次级受益人． 

们2 信托当．人：指到毛人、受托人和受益人的台称． 

1.13 贬托人代表：本信托1:伐」的委托人代表为次级委托人． 

1.14 冶加增强信托组金 指信托tt 存续期间』追力n增强信托资金义务人蓄自加铅入的资金总额，追加增强信

扦带奔乃其产生的收益计入信托财产总颜．但不改变信托念伐」单位总份数． 

们5 追加增强信托资盆义务人：指按照信托文件的规定在信托计划运行中，”牛篮神参考总值低于【预警线】 

I? 约保障比低于卜仓线】后‘币；自加增强信托资金的主体，本信托计$JRS加增唱信托资金义务人为麟啼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神月令日吞东菇兴智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唐国海』卜3*幸体对于追加增强信托资金承

担连带责任．关于追加增弓虽信托资金的义务及纠纷由全体委托人协商并自行解决 与受托人无关 追加增强

信托资金义务人追加或不追加的效果均及于全体委托人r 由全体到毛人共同承担． 

们6 元：指中国的法定货币人民币元。 

"“投资睡议：宁影主明了证券代码、证券名称、买入或卖出数量、买入或卖出价格区间、买入或卖出时间区

间、投资建议函日期、投资建议函编号等要累的书面文件或电子指令． 

1.19 保管银行：指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20证券经纪商：指中金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21认购资金：指委托人交付给受托人用于认购信托单位的资金． 

1.22信托资金‘指根据信托文件的约定『各委托人为认购信托单位而交付给受托人，并经受托人确认认购成

功的资金． 

1.23 优先信托资金‘指优先委托人交付给受托人 经受托人确认优先委托人成功认购优先信托单位并进入信

托计划专用银行账户的认购资金． 

1.24次组信托资金：指次级到毛人交付给受托人 经受托人确认次级委托人成功认购次级信托单位并进入信

托汽伐」专用银行账户的认购资金． 

1.25 信托计划资金．指全体委托人交付给受托人的信托资金总和．全体优先剧毛人交付的信托资金总和为优

先信托计划资金‘全体次级委托人交付的信托资金总和为次级信托计划资金． 

t26倍托时产：指各委托人交付给受托人管理、运用的信托资金 及受托人因该信托资金的管理、运用、处

分或者其他情形而取得的财产． 

t27信托计划财产：指信托计划存续期间月割毛瘫恻项下信托财产的急幸口，包括因投资所得的红利、股息、 

溃券利息、买卖证券差额、银行存款利息等． 

’・ 2日僧托计划财产总值：指按信托合同约定的估值方法由受托人计算的全部信托计划财产的价｛直总和‘ 

1.29信托计划财产净值：指信托计划财产总值减去应由信托计划财产承担的已计提的税费与费用、负债后的

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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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信托单位：指用于计算、衡色信托单位以Th 托人〔受益人〕认购哉眯同的计里单位．在信托计 IbflT 
时，每”元信托资金对应 T 份信托单位．信托气倒项下的信托单位总份数州言托计钧IEV作日的信托计划资金

辛1 5口份．信托单位分为优先信托单位和次级信托单位』委托人认购的信托单位类型以本合同的《信息及签

宇页》为准． 

1.31 信托单I, ' ：信托单位净值：信托财产净值，信托单位总份数．计蕊结果保留小数点后4位小数 第 S 
位四舍五人归 

1.321盲；千’魂念权．指受益人根据本合同享有与具所持有的信托单位举型和劲且相对应的信托利益的权利以及

相关法律规定的和本合同约定的其他权利．本信托计划项下的信打屯哥谷权分为优%哥番权和次级晋替权 优

先信托单位对应优先受益权r 次级信托单位对应次级受益权． 

1.33信托ttxIJ利益；指信托i找」财产总值扣除信托计划费用、负伟乃信托税费后的余颇． 

t34信托利益 t 指受益人因持有信托受益权而按照‘信托合同》约定享有的信托计划利益中属于该受益人的

利益． 

1.35 信托计划收益：指信托计划利益扣除信托计划资金的余额部分． 

1.36 信托收益・ 指信托利益」们除信托资金的余额部分． 

}37监控参考总阅：监控参考总值＝信托昆蒯财产净值信托计划总份数．当本信托i伐Ii持有停牌股系时 则

按照本合同第 11.3 条第 (2) 款第 A点的约定r 当日对停牌股票进行估值调整』并以此计算当日监控参考总

值） 

1.3日履约保即比：胭约保障比＝（信托t俐财产总值信托计划未解锁股票总市值）／【优先信托资金挑〔1+ 
优先受益人参考年化收益率亩3）已分配的优先信托利益J 

1.3，认购‘指委托人申请购买信托单位并加入信托计划的行为。 

1.40推介期：指受托人在信托i伐」成立前自行成委托推介・认勾向合格投资者进行推介并尊集资金的期间． 

1.41｛言托利益分配账户，指受益人指定的、用于接收受托人分配的信托利益的银行账户． 

1.421言托计划成立日．指受托人确认信托计划成立的日期． 

1.431言托计划终止日 指信托计划朋限届满终止、提前终止或延期终止之日． 

1.44信托计划存续期间：指启托七伐」成立日至信托计划终止日的时间段． 

1.45 估厦基准日‘指受托人计班信托计划财产急值、信托a找'1财产净值和信托单位净值的工作日，即每月 20 
日． 

1.46 信托利益核篇日：指本信托成立日起的每自然季度未月 20日．即 3 月 20日、6月 20 日‘ 9 月 20日、 

12 月 20 日以及信托计划终止日． 

、．礴，信托利益支付日 信托利益核算日后的 5 个工作日内． 

1.48交易日：指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营业日． 

1.4，工作日：指陌凋六、周日和中国的法定节假日之外的任何一天 不包括中国政府宣布临时调整为休息日

的周一至周五，但包括中国政府宜布为临时工作日的周六和周日． 

1.50 税费：指由有管辖权的政府机构或其授权机构征收的现有的和将有的任何税收、观费以及其他任何性质

的政府收费 包手舌《旦不限于印花税、增值悦、契税、所得税和其他税． 

1.5”机构‘指法人和依法成立的其他组织的台称． 

1.52 政府机构：指 (1）中国各级人民政府及其下属掀勾、办事机构和派出机构， (2) 4E可在前述机构领导

下或以前述机构名义行使行政、管理、监管、征用和征税权利的政府授权机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休． 

,.53中国银保监会：指中国银行保险监昔管理委员会及／或其下属分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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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中国：指中华人民共和国r 仅为合同文本的条款不适用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 

,.55 法律’指中国任何有权机构颁布的、适用并约束本合同任何一方的一切法律，法规、知魔和其它规范性

文件‘ 

1.56创定期：指自本计划购买标的股孩之日‘以本计划增持的最后一笔标的股粟之日为准）起满 N(N=12. 

24、 30）个月为止，在前述期限内委托人代表不可向受托人发送标的股颐买入或卖出操作的投资建议月汉及

本计划存续期间‘相局妻律法规、监管机构要求、全体委托人承诺而限制或禁止本计划买卖标的股票的其他

期间．具体如下 

第一个锁定期 指自本计划购买标的股a之日（以本计划增持的最后一笔标的股票之日为准）起至满 12个月 

（含）』第一个锁定期届满日后第钟交易日解锁股份数最为本员工持股计划初始所持标的股票总数的 50% 

第二个锁定期污旨自本i找”购买标的股票之日〔以本i倒增持的最后一笔标的股票之日为准）起至满 24个月 

（含）‘第二个锁翩届满日后第一个交易日解锁股份数里为本员工持股计划初始所持标的股票总数的 2S% 

第三个锁定具月 指自本计划购买标的股票之日（以本计划增持的最后一笔标的股票之日为准）起至满 30个月 

〔含）第三个锁定期届满日后第一个交易日解锁股份数最为本员工持股计划初始所持标的股蕊总数的 25% 

1.57国仓期 指买入麒盛科技〔股票代码’603610) 股襄的期间 本信托i伐」成应后需在 6个月内建仓完

毕，建仓完毕后不再买入． 

第 2 条信托刘划的目的 

委托人为有效运用信托资金』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信托资金委托给受托人用于认钩信托单位。到毛

人根据全体委托人的不同投资偏好，对信托受益权进行分尽百算．委托人通过认购优先信托单位或次踢信托

单位而享有对沛举型的信托受欲．受托人」安照全体委托人的意愿」着定委托人代表为信托计划提供投资建议

并依据信托计划文件的约定审核及执行拾裕佳议，将信托i浏资亲投咨于本合同约定的投资品种，为受益人

的利益管理运用和处分信托tt 」财产．受托人按照信托受益权分层配置中的优先与次级安排 对享有不同类

型信托受益权的受益人进行信托利益分倪‘使得信托计划项下具有不同风险承担能力和意愿的受益人获取不

同的信托利益并承担相应风险． 

第3 余信托计划的类型 

本信托计划为指定用途的结构化集台资金信托i伐 

第4条信托计划的规相 

信托计划预计规模为人民币‘100000,000.00】元〔大写’人民币豆亿元〕』包括优先信托计划资金人

民币 [50诊000,000.00] ’研口次级信托计划资金人民币【5 0, 000, 0 00. 00】元．受托人有权决定信托念倒成立

时的实际规模以及优先信托七tJ资金和次级信托针划资金的具体盆额，但是信托计划成立日的优先信托计划

资金与次级信托计划资金比例不得高于【1:1]. 

第 s 条信托计划的期限 

信托i找”的期限 36个月』起茸日为信托计划成立日』终止日为信托计划成立日起届满【36】个月的当

日《如为非工作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优先信托单位和次级信托单位均于信托计划终止日终止．信托

飞伐Ii存续期未满 (730天】（不含）』优先委托人不得提前退出信托i浏 信托i浏存续期满 (130 天】（含） 

了无‘矮托人有权提前退出信托汽蒯． 

如出现本合同约定的信托a伐」延期或提前终止的情形．受托人有权延期或提前终止信托浏

第‘・ l盲托计划的推介 

'J 推介期 

信托t伐」的推介期为【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受托人有

权根据信托单位的认购情况延长或提前结束推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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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信托计划认购账户 

受托人可在银行开立信托计划认购账户 用于接收委托人交付的认购资金。信托计划认购账户与信托计

划专用银行账户为同一账户． 

第7 条信托单位的认购 

71 信托单位的认均条件 

(1）委托人的资格 

委托人必须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法人或者依济甜节的其他凄日织』且应为符合届时有效的

法律法规，部门倾漳或监管规范中规定的合格投资者．台格投资者是指具备相应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

力，投资于单只资产管理产品不低于一定金额且符合下列条件的自然人和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投资者不得使用货款、发行债券等筹集的非自有资亲4兮咨*产管理产品 但尾含融机构以发行产品所合

法葵集资金认驹信托单位的除夕卜。 

(2) 资金合法性要求 

委托人交付的认购裕分应当是其合法所有且有权处分的资金．优失委托人如为金融机构，可以其发行金

融产品所合法葬集并有权处分的资金作为认购资金。 

〔3）资金币种及最低金额 

委托人仅可以人民币资金认购信托单位，首次交付的认购资金最低金额为【300】万元并应以 (10】万

元锄倍增加．经到毛人同意』委托人交付的认购资金最低金额不受前述限制， 

(4）自然人委托人的人数限制 

交付认购资金高于100万低于 300万元的自然人委托人的数里不得超过 50人 

,.2 认润资金的交付 

(1) 委托人交付的认殉资金应从委托人在中国境内开设的自有银行账户划付至信托士伐Ii认购贝长户或者信

托计划专用银行账户r 受托人不接受委托人以现金认购信托单位．金融机构作为优先委托人『交付的认购资

金如为其发行金融产品所台法寡集的资金，可以从金融机构的特定银行账户划付． 

(2) 委托人如果通过代理推介书计勾认购信托单位 并且推介机构依法开立了用于接收认购资金的特定银

行账厂气委托人应从具在中国境内开设的自有银行胀户格认购资金划付至该特定银行账户． 

,J 认购申．文件 

自然人委托人通过签署纸质合同首次认购的』应向受托人或代理推介机构提交如下文件

八填写并签署《认购风险申明书》试两份． 

3 填写并签署《信托台同》一式两份． 

〔其他必备证.1牛委托人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州分、委托人信托利益分配胀户的银行卡成活期

存沂原件及复印件哪夕 若授权他人办理 代理人需持自己的身份证明原件 并持委托人的身份证

明原件、银行卡或活期存折原件乃蟋悉托人签名的复印件一份、经公证的搜权委托书原件州分． 

D 信托计划文件约定或受托人要求的其他文件． 

vl1勾委托沐涌讨抹署纸质合同首次认胸的‘应向受托人或代理推介打饼勾提交如下文件 

A 填写并签署《认购风险申明书）试两份， 

日填写并签署‘信托合同》一式两份． 

〔其他必备证件 若经办人为）委宗代表人载亿害人本人 需提供机构营业执照或其他主体资格证

明复印件邵夕，法定代表人或负贵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州分、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证明书原件以

及机构的信托利益分配账户证明文件复印件一份』若经办人不是法定代表人或负贵人本人，则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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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需持前述文件，并持经办人自己的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一份、由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名并加

盖公章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州分．前述证件的复印件均熏加盖委托人公章． 

D 信托七伐」文件约定或受托人要求的具他文件。 

3， 到毛人i苗过受托人网上交易系统和／或代理推介机构的拒台、网上银行、电子交易平台系统等认购本

信托i倒 应根据系统要求提供相应的电子申请文件‘包括但不限于以电子签名的方式场写并签署的认购风

险申明书和信托合同．若委托人同时通过受托人网上交易系统和/或代理推介机构的柜台、网上银行、电子交

易平台系统及签署纸质合同向受托人提出认购申请，受托人有权根据情况采取包括但不限于当面或电话等方 

it, 与委托人确认认购申请 r 并以委托人最终确认的认购申请为依据办理信托单位认购；如未联系上委托人

或床得到委托人最终确认，受托人有权拒绝受理委托人认购申请 由此所造成的风险及损失由委托人承担． 

7.4 认．原则及例外 

信托单位的认购应遵循”金额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即受托人有权优；甘妾受金额较大的有效认购申

请 同等认购金额情况下，受托人有权优先接受认构时间较早的有效认购申请．同时到毛人有权根据委托人

的资质、信誉、资金来源情况、信托忘伐」已认钩的资金规模，优先信托i找U资金与次级信托计划资金的比例等

因素以及其它实际情况』决定是否接受委托人认购信托单位 保留拒堆仟何委托人认购信托单位的权利．即

使委托人已经军署《认购风险申明书》， 《信托合同》『或者户正不夺付认购资金 r 受托人仍有权拒绝其认钩. 

7.5 认购．会利息的处理 

如信托计圳成右 认购裕亲胡付至信托计划认购账户或者信托计划专用银行张户当日至信托计 iI5flT日

期间的同明银行活期存款利息 在扣除银行账户管理费等相关费用后，归属于信托计戈」财产． 

,，‘认晌不成功的处理办法 

如信托计划成立 委托人已经交付认购资金但因故未成功认购 受托人将佳信托计划成立日起的 5 个工

作日内按照认购时的资金划付途径原路向其返还认购资金和认购时的信托管理费‘如有）‘在此期间产生的

同期银行活期存款利息归属于信托i伐」财产． 

7.7 信托计划不成立的处理办法 

如信托计划不成立，受托人将在信托计划推介期结束后的 2 个工作日内按照认购时的资金划付徐仔百路

向委托人返还认购资金和认胸时的信托管理费（如有） r 并加计同期银行活期存款利息． 

第 8条信托计划的成立 

S. I 信托计划的成立条件 

门）要托人已与受托人分别有效签署钊言托合同》和‘认购风险申明书》 

〔2）翻毛人交付的认殉资金达到信托计划预计规模或者到毛人决定的实际规模，且优先信托计划资金与

次级信托计划资金的比例不高于【1:1], 

8.2 信托计划的不成立 

〔1〕受托人本着诚实信用原则推介信托计戈」但不对信托计划能否成立作出任何承诺或保证． 

(2）就信托计划的推介期调整、信托计 JInT等事项，受托人有匆；先择加下任何方式进行披露 

A 在到毛人公司网站上披露 

日采用传真、专人递送、挂号信、特快专递或发送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 

〔采用电话或手机短信方式通知． 

第’．受益人和信托受益权 

9.! 受益人 

本信托为自益信托 委托人和受益人为同一人．信托计划晋豁人分为优先受益人和次级受益人．本信托

气倒优先受益人为杭银理财有限贵任公司，其作为管理人代表其发行、管理的特定理财产品签署本合同，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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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发行的非保本特定理财产品葵集资金 作为本合同委托资产交付受托人管理、运用。杭银理财有限贵任

公司代表特定理财产品进行本合同项下范围内的各类承诺、声明、保证、接收及发出通知、承担义务和责任， 

主张权利等各类作为或不作为的行为』相应行为的后果和法律贵任由特定理财产品承担．特定理财产品的名

称以杭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书面确认单为准．次级受益人为麒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代麒盛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9.2 信托受益权 

信托受益权分为优先受益权和次级受益权． 

门）优先受益人享有优先受益权‘优先爱益人有权优先于次级受益人从信托计划利益中获取信托利益． 

优先受益权不应视为受托人对优先受益人可能获得信托利益做出的任何承诺、担保或保障． 

(2) 次级受益人享有次级受益权 次级受益人获得信托利益的分酬顺序次于优先受益人，优先受益人获

得信托利益之后 次级受益人享有从剩余信托计划利益中获取信托利益的权利． 

第10 条信托计划材产的曹理运用 

t0、盆雷理运用方式 

信托t+J财产由到毛人按照法律和信托计划文件进行管理运用』具体由受托人、保管银行和证券经纪商

共同完成』各方按照信托忘伐业项下的相关合同与协议履行各自的职贵．全体委托人指定【翻盛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担任信托i俑」的委托人代表．委托人代表向信托浏提供投资建议 受托人依据信托i倒文件的约定

审核及执行投资建议．受托人向保管银行和证券经纪商分别发送资金划转指令和证券交易指令，保管银行和

证券经纪商分别按照《保管协议》及（操作备忘录》执行受托人的指令． 

t02 投资．. 

本信托计划的投资策略为【根据公司合理的估值和市场情绪 主要采用价值投资投资策略】． 

上述投资策略仅为信托计划成立时的投资恩路。信托计划存续期间‘经与委托人代表协商一致 受托人

有权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投资策略 并不另行向委托人披居． 

10.3 省理运用方向 

本信托计划项下信托资金仅限投资于析泊勺股荣翻盛科技〔股萦代码 603610)J 银行撇、国债逆回胸、 

货币市场基金． 

10.4 管理运用．．组 

(1）信托计划财产管理运用原则 

A 信托计划投资于麒盛科技〔股颐代码 603610）不得超过该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4.99%‘不得超过

该股蓝流通股本的10%. 

B 本信托计划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竟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投资胭盛科技〔股票代码 603610) ，投资

总额不得超过本信托计划财产总值的 100%（汝成本与市价孰低法计算〕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买入标

的股票时 买入价格需在交易所规定的当日涨跌幅价格限制范围内确定．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受让持

有该股票的大a匀夏或者特定股东的股份』具体参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互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布』上证发〔201刀24号』2017/05/27起实施〕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趁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般份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颁布，2017/05/27 起实施〕． 

〔不得投资于S丁、由5丁、 SS下， 5*5了类股票及债券。 

0 禁止投资融资融券、股指期货‘权证、朋权、正回购交易． 

〔禁止将信托财产用于贷款、抵押融资或对外担保等用途． 

「禁止参与上市公司增发业务． 

7 



‘不得投资于中小企业私葵债、银行理财产品、信托产品、信货资产等． 

日信托计划到期日前第 l0个交易日（含〕起禁止进行非现金类资产的买入交易． 

信托计划到欺日前第 5 个交易日（含）持有的非现金类资产不得超过信托计划财产总值的 30% 似

成本价计算）‘信托亡伐」到期日前第 3 个交易日〔含）持有的非现金举资产不得超过信托计划财产总

值的10%（以成本价计算〕． 

」本信托计划投资于权益类资产的比例不低于 80%. 

K 本信托tfJ成立后需在 6个月内建仓完毕，建仓完毕后不再买入． 

L 法律规定或信托计划文件约定的其他投资限制． 

M 信托计划不得对接恒生日OMS系统或其他软件公司开发的分仓系统．如因受托人原因〔包括但不

仅限于提供技术便利）或委托人代表出现任何监管部门禁止的场外配资 优先委托人可提前终止本计

划． 

(2）因证券市场波动、上市公司合并、股权分置改革中支付对价、信托计划财产总值变动等因素致使信

托计划财产管理运用不符合上述原则』委托人｛该应在 3个交易日内调整使得信托计划符合相关要求．否则

受」七人应在自第 4 个交易日丧己亦现部分信托定找」财产．如信托i倒财产因”写所休市、投资标的跌停或停牌、 

汤橄性不足等市场原因、不可抗力 监管机构要求或限制、受托人认可的其他原因等无法交易 则奋皿时限

相应顺延． 

(3）除信托文件另有约定外 若委托人代表在建议买入某种证券前知道或应当知道买入该等证券将存在

锁宇期等限制沛油性楷施，则需事先向受托人及优先级委托人提出书面申请『宋好带托人及优先级委托人同

意委托人代表'H与建议买入该等俘任锁定期等限制流动性借施的证券，否则委托人代表需全部赔偿信托计

划因证券流动性受到限制而遭受的一切直接或间接损失、处罚． 

(4) 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 受托人经与全休委托人及委托人代表协商一致 可以调整管理运用原则并

签署补充协议．信托计划存绷月间』如法律修订导致管理运用原则与法律产生抵触r 则应以法律规定为准。 

此夕卜 如袅去律对信托计划财产管理运用的却宁t牛杏化‘剑毛人经与全体委托认不’吞托人代表协商一致后

有权对管理运用原则进行相应调整． 

I05 委托人代表承诺 不会利用资金优势、持股优势和信息优势单独或与他人合谋进行市场提姆、内幕

交易等澎去违规、可能影响正常交易秩序的异常行为 不会通过证券账户下设子里长户‘分贝长户 虚拟账户等

方式下达投资建议．否则．由此给信托in划和受托人造成的一切损失，由委托人代表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川，‘管理运用流程 

(1) 委托人代表向受托人出具满足如下条件的投资建议 

A 投资理议是委托人代表对信托气伐Ii财产出具的包括交易标的的品种和名称‘交易方向 交易数

量、交易价格区间、交易时间区间等全部或部分要素的具体投资运作建议． 

日委托人代表提供投资建议的方式． 

a 委托人代表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文易所等场内交易出具投资建议 应遇过受托人

专用网络系统（含受托人认可的第三方网络系统）发出 当受托人专用网络系统无法正常运

行时，委托人代表应通过传真方式向到毛人出具投资建议．除前述场内交易外的其他交易

委托人代表应通过传真方式出具投资建议． 

b 如委托人代表以传真方式出具投资建议‘应在发出传真后立即与受托人指定人员进行电话

确认． 

C 如遇特殊情况 委托人代表可采用录音电话或受托人同意的其它方式出具投资建议 但应

以传真形式将投资建议补发给受托人．如果录音电话或以其他方式出具的投资建议内容与传

真内容不一致 则以录音电话或以其他方式出具的投资建议内容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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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人代表以传真‘录音电话或受托人同意的其他方式出具投资建议 应为受托人审核投资建

议以及向证券好｛户商下‘大冷易指令留出必要时间』如委托人代表未留出足够时间导致受托人未能执

行投资建议 受托人不因此承担任何责任． 

0 除委托人代表明确说明，所有投资建议均当日有效。如因交易条件不能满足、交易所休市 投

资标的跌停或停牌、流动性不足等市场原因、不可抗力、监管机构要求或限制、到毛人认可的其他

原因等导致投资建议无法执行』则投资建议自动失效． 

〔2）受托人对投资建议进行审核．受托人应拒绝接受签名、印鉴、密押或指令密码不符的投资建议和无

效的投资建议．如拎带律议宋伟石浓律33本合同的叛定，受托人将按照拎裕津议进行铅带握作 如

铅杂建i岁伟陌：宇律33本合同的规定 或受托人根据其收到沿裕理议书当时已知晓的信息判断投资建

议不符合其有效条件的 受托人将拒绝执行牛公裕建议．由于条统卒口交易故障、市场流动性和波动性

风险等原因导致受托人未能执行投资建议 受托人不因此承担任何责任． 

(3) 如出现如下任何情形 到毛人应在委托人代表未出具投资建议的情况下卖出或变现信托瘫浏财产 

八因证券市场波动、上市公司合并，股权分晋改盆中支付对价 信托计划财产总佰夺油等因素导

致信托i例的财产管理运用不符合法律或本合同的规定． 

B 当监控参考总值低于预警蜡或版约保障比低于平仓线 且追加增强信托资金义务人未按时足颜

追加增强信托资金时 受托人有权执行降仓或止损操作． 

C 相* ；书律洲砒会百侧蛤管部门要求‘信托计划必领卖出剪恋王爪全部或部分信托计划财产 并且委托

人代表经受托人通知后未能及时出具投资建议。 

0（言托计划财产中的现盆资产不足以支付信托计划费用、税费或进行朋间信托收益分配 且追加

增弓虽信托资金义务人未及时追加增强信托资金时． 

〔信托爪伐叮终止前委托人代表未及时出具信托计划财产变现的投资建议 导致信托针戈归；满足第 

10.4条第 l款的非现金类资产比例规定． 

「信托计划终止后 仍有非现金形式的信托财产需变现． 

G 信托计划触发终止条款． 

(4) 股权行使原则 

A 信托计划不谋求对所投资企业的控股或进行直接管理． 

日本信托计划持有股票的表决权人为委托人代表 持有股票的表决权由委托人代表行使，受托人

届阴根据表决权人关于行使表决权指令（见附件四〕进行表决．若表决权人未对持有股票表决权事

项向受托人发出表决指令 则到毛人将不参与表决． 

比．，风险监控指施 

(1）丁日及监控参考总值 

受托人负责日常盯市 依据本合同相关约定计算信托计划财产净值．信托计划存续期间的甸个交易

日计算信托计划财产净值‘简称为“丁日“．受托人根据信托计划财产净值计算监控参考总值或服约保

障比 于丁日收盘后完成丁日监控参考总值或版约保障比的计算』通过监控参考总值砖’约保障比对信

托计划进行风险监控（以下”丁日“ ’丁+1日“等均指交易日）. 

信托计划的预警线为监控参考总值达到的具体数值 预警线为监控参考总值＝ (0.85】 r 平仓线为

履约保障比：【11 』下日的监控参考总值或履约保障比应以受托人计脚结果为准． 

(2〕当标的股票处于建仓期或第一个锁定期时 

到毛人负责日常盯市，依据本合同相关约定计算信托计划财产净值．信托汽伐」存续期间的每个交易

日计茸信托i例则产净值，简称为 丁日 ．受托人根据信托计划财产净值计算监控参考总值，于丁日

收盘后完成丁日监控参考总值的计算 通过监控参考总值对信托计划进行风险监控〔以下“下日“ ’丁+1 

、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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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等均指交易日）. 

信托计划的预警线为监控参考总值达到的具体数值，预警线为监控参考总值＝【0B5】 

如丁日的监控参考总值<0.85, 到毛人在不迟于丁日 1 7:30以短信、电子邮件、录音电话或传真等

形式诵知追加增强信托资金义务人追加增强信托资金，追加增强信托资金义务人应于丁＋2日日5].00 

前将追加的信托资金划付至信托计划专用银行账户〔该部分追加的资金计入下日信托计划财产总值的计

算〕使得丁日的监控参考总值之压日5．否则之后无论追加增强信托资金义务人是否追加信托资金』自下＋2 

日 115] :00起剥夺委托人代表发送投资建议的权利，由优先翻无人发出变现信托瘫恻持有的非现金资

产的投资建议．如出现以下情形，经优弓矮托人同意』受托人可恢复委托人代表出具投资建议的权利

监控参考总值之0日5. 

当丁日信托财产总值（含追加的增强信托资金）汀日信托计划已计提未支付的费用到尤先信托资金 

x(,＋优先受益人参考年化收益率‘3）已分配的优先信托利益时 到毛人在下日以短信、电子邮件、录

音电话或传真等形式通知追加增弧信托资金义务人追加增强信托资金r 追加增强信托资金义务人应于

丁＋，日 17:00前将j启加的信托资金划付至信托计划专用银行账户〔该部分追加的资金计入下日信托气例

财产总值的计算）使得丁日信托财产总值（含追加的增强信托资金）丁日信托计划已计提未支付的费用> 

优先信托资金'c (1＋优先受益人参考年化收益率*3）已分配的优先信托利益．否则从丁＋2日起次级委

托人将放弃其持有的全部信托份额及对应的信扦晋然权、节自Jin增强信托资金义务人将放弃其已向信托计

划；自J1叫日未取回的全部增强信托资金，次级委托人放弃的信托份额、信托利益、i自加增强信托资金义务

人放弃的已追加但未取回的全部增强信托资金归优先罗豁人所有，该操作是不可逆的． 

〔3）当标的股票处于具他期间时 

受托人负责日常盯市 依据本合同相关约定计耳信托计划财产总值．信托i伐」存续期间的每个交易

日计算信托i找」财产总值r 简称为 丁日“．受托人根据信托计划财产总值计算胭均保障比，于丁日收

盘后完成下日履约保障比的计算‘通过履约保障比对信托计划进行风险公神〔以下“丁日“ “下+1日“ 

等均指交易日）. 

0吕‘十划的平仓线为履约保障比伏到的具体数值 平仓线为履约保障比=【1】．丁日的履约保障

比应以受托人计，结果为准． 

当丁日的履约保障卜卜《1时』到毛人在不迟于丁日以短信、电子邮件、录音电话成传真等形式通知追

加增强信托资金义务人追加增强信托资金 追加增强信托资金义务人应于T+2日【15] 00前将追加

的信托资金划付至信托t伐」专用银行账户（该部分追加的资金计入丁日信托计划财产总值的计算） 使

得 T日的履约保障比姿1.o5．否则之后无论追加增强信托资金义务人是否追加信托资金，委托人代表丧失

发；矍招翎建议的权年小该权利由优失哥器人拿有并行使』自下＋2日【15] :00起受托人仅接受优先委托

人的投资建议．如出现以下情形 经优先委托人同意 受托人可恢复委托人代表出具投资建议的权利

履约保障比之1.os. 

受托人不对信托计划财产进行变现的时间、收益情况作出任何保证． 

②当下日信托财产总值（含谊加的增强信托资金〕丁日信托i伐」已计提未支付的孩用C优先信托资

金x 口十优先受益人参考年化收益率去3）已分配的优先信托利益时 受托人在丁日以短信、电子邮件、 

录音电话或传真等形式通知i自J1n增强信扦咨亲义务沐自加增强信托资金；sj1n增砚吕信托资金义务人应于

下十1日17:00前将追加的信托资金划付至信托俄0专用银行账厂以该部分追加的资金计入下日信托计划

财产总值的计贾）使得丁日信托财产总值（含追加的增强信托资金）J日信托i找II已计提未支付的费用》 

优先信托资金从 Cl +优先受益人参考年化收益率*3）已分配的优先信托利益．否则从下十2日17:0 0 起

次级委托人将放弃其持有的全部信托份额及对应的信；不哥劫权，节台加增理信挤咨余岁务人将放弃其已向

信托计划追加但未取回的全部增强信托资金．次级委托人放弃的信托份额、信托利益、追加增强信托资

金义务人放弃的已追加但未取回的全部增强信托资金归优先受益人所有 该操作是不可逆的． 

(4) 停牌股票按照行业指翔去估值时的风控安排 

t0 



当标的股票处于建仓期或第一个锁定期时 

如丁日本信托计划持有停牌股票‘受托人应在丁十下日对下日当天的监控参考总值进行行业指数法估值

调整． 

①若指数法估值调整后的丁日监控参考总值低于未进行指数i"：估值调整后的丁日监控参考总值 且指

数法估值调整后的丁日监控参考总值《 065 则受托人应当在行业指数法估值调整完成当日以录音电话或

邮件的方千牡诵知蔺自加增召信扦裕佘义务沐姗*iel1n信托增强信托资金．；自加增塌信挤裕舍w务人应在受托

人通知日后的第2 个交易日‘15] :00前额夕卜i自加足额增强信托资金，以确保按丁日指数法调整后的监控

参考总值全0.85; 追加增强信托资金义务人需特别注意 鉴于指数法估值调整具有一定淄后性』受托人根

据估值调整后的公神参考总值 II丝的言自加增强信托资金义务外庙；自加的资金不受该滞后期间的L跑资产波

动的影响．如i吕11n增福信托资金义务人在受托人通知日后的第 2 个交易日【15] :00前未能追加增强信托

资金使按丁日指数法调整后的炸怕参考总值之0.85，则受托人按照调整后的监控参考总值」笋1行预警等风控

措施‘ 

当标的般票处于其他期间时 

①若指数法估值调整后的丁日履约保障比低于未进行指数法估值调整后的丁日履约保障比 且指数

法估值调整后的丁日履约保障比门，则受托人应当在行业指数法估值调整完成当日以录音电话或邮件的

方式通知弓自加增强信扦亏钾含w务人峡统；自加信托增强信托资金．追加增强信托资金义务人应在到毛人通

知日后的第之个交易日【15]'00前将追加的信托资金划付至信托忘浏专用银行账户〔该部分追加的资

金计入下日信托tflJ则产总值的计茸），使冷导丁日的．约保障比鑫1 .05．否则之后无论追加增强信托资金

义务人是否追加信托资金，委托人代表丧失发送投资建议的权利，该权利由优先受益人享有并行使r 自

受托人通知日后的第 2 个交易日【15] :00起到毛人仅」妾受优先委托人的投资建议．如出现以下情形

经优占矮托人同意．受托人可恢复更托人代表出具投资建议的权利 ’约保障比七105. 

②当指哭如去估值调整后的丁日信托财产总值〔含追加的增强信托资金）指数法估值调整后的丁日信

托计划已计提未支付的费用到无先信托资金x('＋优先受益人参考年化收益率白3卜已分倪的优先信托利

益 J 受托人在行业指拐去估值调整完成当日以短信、电子邮件、录音电话或传真等形式通知追力口增强信

托资金义务人追加增强信托资金』追加增强信托资金义务人应于下十 1 日17:00前将追加的信托资金划付

至信托计划专用银行账户（该部分追加的资金计入下日信托计划财产总值的计性）使得丁日信托财产总

值〔含追加的增强信托资金）丁日信托计划已计提未支付的费用>优先信托资金盆（’十优先受益人参考

年化收益率*3〕已分配的优先信寸拜j益．否则从丁＋2日17:00 起次级委托人将放弃其持有的全部信托

份额及对应的信扦普袭导权 追加增强信托咨合义务人将放弃其已向信托3十 JIi自加但未取回的全部增强信

托资金，次级委托人放弃的信托份额、信托利益、追加增强信托资金义务么赦弃的已追加但未取回的全

部增强信托资金归优先受益人所有 该操作是不可逆的． 

10吕追加增强信托资金的职回 

经优先委托人同意且在如下条件全部满足时‘本信托计划追加增强信托资金义务人可以申请取回具追加

的增强信托资金 

1海个自然季度索计取回次数不能超过，次（以增强信托资金取回日计茸为准〕． 

z连续 5个交易日信托i恻财产总值计算的监控参考总值之12（标的股票处于第一个锁定期时）昨库续 

5 个交易日履约保障比之12〔标的股票处于其他欺间时）' 

3，对于取回追加的信托资金 J 只有资金职回日按扣除申请取回资金后的信托计划财产总值计算的监控参

考总值或艘约保障比全12时『该申请方为有效申请． 

欢追加增强信托资金义务人累计取回的追加信托资金总额不得超过其累ill宣加的信托资金总额。 

10.9 信托计划财产的保曹 



受托人将信托计划专用银行联户设置为保管员长I气由保管银行按照《保管协议》的约定对保管账户内的

信托liii资金进行保管 信托计划则产项下的证券托管在法律规定和金融监管．认勾指定的托管vu勾』其

他资产由受托人决定是否由第三方进行保管以及具体的保管方式．保管银行与委托人不发生合同权利义

务关系 保管银行对信托计划资金的保管并非对信托七伐」资金及收益的保证成承诺，也不承担信托i伐I.! 

投资风险． 

t010 值托计划财产专户 

("）信托计划财产专户白匀干立 

A 受托人应以信托计划名义开设信托昆恻财产专户，对信托计划财产进行单种管理．信托战」财

产专户包括专用银行帐户、证券账户和证券资金账户等专用账户． 

日信托tt 专用银行胀户与信托计匀脾管碟户为同一账户 信托计划资金的划转均启宁带；寸信托计

划专用银行账户，账户信息如下 

户 名．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杭州银行总行营业部 

账 号．3301040160016730056 

〔受托人必须开设证券账户进行证券投资操才乍』受托人与证券经纪商、保管银行签著 (操作备忘

录} 共同对证券账户和证券资金账户进行监督， 

〔2〕信托计划财产专户的独立性 

信托针划财产专户独立于受托人的自有账户和受托人管理的其他信托产品账户．受托人不得假借信托计

划的名义开立与信托计划无关的其他账沂气亦不得使用信托瘫倒财产专户从事与信托计划无关的任何活

动，信托计划财产专户在信托针划郁卖其月间不可撒消 但是受托人有权更换信托训戈i财产专户． 

第11 条信托计划财产估值 

【卫卫信托计划财产的类别 

信托计划财产包括现金资产、股票、国债逆回购、货币市场基金． 

11.2 枯佰日 

倍托助产净佰由受托人与保管人于每个工作日估值．如遇信托财产需要进行存续期间的信托收益分配、 

信托终止日时信托利益的分配以及其他受托人认为需要核对估值结果的情形时 受托人与保管人应子波种情

形发生后下一个工作日核对估厦结果。 

11.3 估值方法 

〔1）现金资产 

现金资产以估值基准日实际本金和实收利息计人信托ttJ财产总值，银行存款和券商保证金应收未收利

息不计入估值基准日的信托i才戈」财产总值 计入信托滋蒯终止日的信托计划财产总值． 

(2）股票 

A 已上市流通的股傲』以其估俏基准日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收盘价估值 估值基准日无交易的

以估值基准日前的最近曰、交易日的收盘价估值． 

停牌股系的估值方法如下 

第一步 以公开发布的中基协 (AMAC) 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为参考‘运用指数收益法计算停牌

股票参考价格。 

第二步 停牌股票最终估值价格＝mmn‘上述指数收益法估算的当日该股粟参考价格，该股票停牌

价格〔除权除息后川。 

.2 



第＝先 停牌股粟按照本台同约定方法进行估值可能具有一定渊后性 受托人报据估值调整后的信

托财产总值测坦的追加增强信托资金义务人应宁自加的增强信4共书余不受该滞后期间的信托资产波

动影响．如追加增强信托资金义务人在受托人通知后未按照约宁；自加资金，则受托人按照调整后的

信托财产总值执行预警或平仓等风控措施． 

日未上市流通的股票价值按照如下方法确定 

a 送股、转增股、配股和公开增发新股等 按估值甚准日该上市公司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同

一股票的收盘价估值．估值基准日该同一股萦无交易的 以其存估值甚准日前的最近州、交

易日的收盘价估值． 

匕首次公开发行未上市的股票月安估值基准日的账面成本估值， 

C 有明确锁定期的股票 按估佰篇准日在交易所任牌的同一股票的收台价计算．估值基准日 

该同一股票无交易的』以具在估值基准日前的最近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估值． 

C 股票分红派息，股息红利于除权除息日计入信托i恻财产． 

(3）国债逆回胸 

实行按日计息‘实际计息夭豹搏裕含占用自然日数计茸．回购计息按照计尾不计头的原则 在买入

回购次日开始计提‘回购交易费用计入成本 计息基数为预计收益减交易费用． 

(4) 货币市场基金 

货币市场基金．按实际持有份额乘以1 估值 并按照该基金公布的每万份收益逐日计提收益 

〔5）保障基金（如有， 

保障基金按实际缴付本金和实际收益计入信托财产总值 不逐日计提收入． 

(6) 其他财产 

A 应收证券交易清算款、应收股利等应收款以估值基准日实际应收金额计性． 

B 除估值基准日应计提的受托人报酬和相关服务机构费用外 应付证券交易滴贾款等应付款，已

计提未支付的信托计划费用、税费及其他负债等以估值基准日实际应付金额作为扣除项计算． 

〔对存在活跃市场的投资品种‘如估值基准日有市价的 应采用市价确定公允价值．估值基准日

无市价『且估值基准日前的最近一个交易日后经济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的‘应采用最近交易市价确

定公允价值估值基准日无市价且估值基准日前的最近一个交易日后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变化的 J 

应参考类‘以投资品种的现行市价及重大变化因素 调整虽近交易市价 J 确定公允价值． 

D 如有新增事项或变更事项『按有关法律法规的最新规定进行计算 没有规定的，由受托人与保

管银行协商确定计舞方法 且不需另行向委托人披露． 

11.4 哲停枯．的怕形 

如发生如下情开氛受托人将暂停估值 证券投资所涉及的证券交易所未营业』因不可抗力或证券交割清

算制度变化等政策原因造成受托人不能按照上述估值方法进行估值 法律成监管机构认定的具它情形． 

".5 估．效用 

全体委托人认可及接受受托人按照上述估值方法在估值基准日计算的信托计划财产总值、信托计划财产

净值和信托单位净值等估值结果． 

第12 条信托计划费用和税费 

t2t 信托计划费用的种类 

口）信托计划事务管理费 

信托计戈」事务管理费包活 因设立信托计划以及信托计划成立、管理运用而产生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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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资金汇划费、银行结算和账户服务费、证券交易佣金、召集受益人大会发生的会议费等费用；信托计划

终止清算时所发生费用 J 为保护和实现信托飞倒财产权利而支出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公

证费及其他形式的资产处里费等以及受托人为履行到毛职责而发生的其他费用． 

(2) 相关服务机构费用 

相关服务机构费用包括保管费、律师费及其他相关服务机构费用。 

(3) 受托人报酬 

受托人报酬包括每日应计提的受托人报酬及信托受益权转让时的信托管理费（如有）. 

(4)本信托台同明确约定的费用金额或费率 均为含税（增值税）费用或费率． 

12.2｛言托计划费用的承担 

除信扦哥会含权转让时的信托曾邵翰以夕卜』其他信托t倒费用均由信托恻财产承担．信托气找”财产中的

丽台余额不足以承担信托飞恻费用的 到毛 A M7恋 II信托a伐'1财产用于支付信托计划费用．如果变现的现金

资产不足以支付上述费用，i自加增强信扦斋合义务人需〕自加增弼信托资金以满甲卜；术费用得以支付‘ 

'2.3 信托iflJ费用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0）信托急俐事务管理费 

因银行业务产生的费用．由保管银行直接从信托七例专用银行账户中扣划．因投资交易产生的佣金、费

用刀种台，按相关却宁或行业，贯例支付．其余费用由到毛人向保管银行出具划款指令 J 从信托计划专用银行

账户中扣划． 

〔2）相关服务机构费用 

A 保管费 

a 保管银行为信托计划提供保管服务并收取保管费． 

b 受托人以信托计圳成打日的初始信托规渡为基础‘按照 (0,01] ％的年费率 每日计rn保管

费．每日应计提的保管费＝初始信托规模到 (0.01] %+365. 

C 计提的保管费在存续期间信；拜口益核算日后的【5】个工作日内 由保管银行很据受托人出具

的划款指令从信托计划专用银行账户中支付给保管银行． 

日律师费 

律师事务所为信托计划出具法律意见并收取律师费 3000元整． 

匕律师费在信托计划成立后』由保管银行根据受托人出具的划款指令从信托计划专用银行账户

中支付给律师事务所． 

C 其他服务机构费用 

受托人根据与其他服务机构签订的合同戴协议』向保管银行出具划款指令‘保管银行相据受托

人出具的划款指令从信托计划专用银行账户中扣划该费用至各相关服务机构银行账户． 

(3）到毛人报酬 

A 受托人报酬 

受托人报酬．按照【30] 万元/年，每日计提』按信托年度支付． 

每日应计提的受托人报酬＝ [30】万元十365 

每信托年度应支付的受托人报酬为该信托年度已计提未支付的受托人报酬之和．若本信托计划发生

提前终止倩形的，受托人报酬按实际存续天数收取． 

到毛人报酬伎付方式’受托人报酬在每满一个信托年度之后的五个工作日内』到毛人根据相关协议． 

向保管银行出具划款指令 r由保管银行根据受托人出具的划款指令从信托计划专用银行账户支付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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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托人．最后一期受托人报酬在信托计划终止后 5 个工作日内支付． 

日信托受益权转让时的信托管理费 

信托受益权转让时，受托人不收取信托管理费． 

12.4 不列入信托计划费用的项目 

受托人因违背信托i恻文件导致的费用支出，以 今卜理与信托事务无关的事工而分牛的费用不列入信托计

划费用．如信托计划不成立 J 与i0丫了传托计划相关的费用由委托人依据出资比例承担． 

12.5 信托i伐」税． 

(1）信托i倒运作过程中的各类纳税主体』依照国家法律阴行纳税义务。 

(2）应当由信托计划则产承担的税费 按照法律及中国有关机构的规定办理．如果依据法律韧宁兽托人

须在向受益人支付的信托利益或其他款I币直’信托计划财产中预视巨料口减任何税费‘则受托人有权按照法律规

定予以预净尾直’扣减『日荟之导人不得要求到毛人支付与该等预棍庵训口减相关的额外款项。 

〔3）因信托财产运用首理处分而发生的税费〔包括但不限于增值税及附加、契税等）由信托财产承担r 
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办理．非由信托计划财产承担的税费（如晋孺人应承担的所得税） 由受益人自行申

报和缴纳． 

（碑）如因相关法律变更导致需受托人代扣代缴相关税费的 受托人」安相关法律的规定办理并向受益人披 

露． 

〔5）在信托士删存续期间及信托i例渭脚结束后的任一时点‘若中国政府机构以到毛人未履行代扣代缴

税款等义务而向受托人追缴相关的代扣代缴悦款或对受托人处以罚款的‘受托人有权直接以信托念t1J财产支

付（现金余额不足的有权变现信托计划财产）或在受托人代为履行相应的义务或承担相应的责任后就补缴的

代扣代缴税款和缴纳的罚款向委托人追讨． 

第13 条信托利益的计月和分配 

13'1 信托计划利益 

信托计划利益指信托计划财产总值在扣除信托计划费用．负债及信托税赛后的余额』归属于全休受益人． 

信托计划利益分为优先信托计划利益和次级信托计划利益，优先受益人享有优先信」拜u益 次级受益人享有

次级信托利益． 

I)2 信托计创利益的分配顺序 

（一，本信托计划存续期间r 除本信托计划终止日对应的信托利益支付日外的每个信托利益支村日』受

托人以现盆类信托财产为限 按照以下顺序进行分配 

(1）支付本信托计划项下应由信托财产承担的各项税费 

(2）支付本信托台同第12 条约定应由信托财产承担的费用 

(3）向优先受益人分配信托收益 分配方式以本信托合同第 133 条约定为准． 

(=）信托计划终止日．在扣除信托计划税费、负・及信托费用后的余“．受托人以变现的现盆类信托

时产为限口按服如下先后顺序进行分配1 

门）支付本信托计划项下应由信托财产承担的各项税费． 

〔2）支付本信托台同第12 条约定应由信托财产承担的费用． 

(3）向优先受益人分配信托收益，具体计脚公式以”33约定为准． 

(4）向优先受益人分配信托资金本金子直到优先受益人所分配到的信托资金达到以其持有的信托单位门

元的上限〔含上限）. 

(5）向追加增强信托资金义务人返还净追加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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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向次级受益人分配剩余信托利益． 

13.3 倍托计划存续期间的信托收益 

，、优先受益人参考收益率 

信托计划优先受益人参考年化收益率为 [6.1】%. 该收益率为优先受益人可获得信托收益的最高预测值

不代表优先受益人可实际获得的信托收益 也不应视为受托人对优先受益人的信托资金本金和收益的承诺或

保证． 

自信托计划成立日起，受托人每日计提优先受益人参考收益每日应计提的优先受益人参考收益＝优先信

托计划资金丫优先受益人参考年化收益率于365. 

本信托计划终止前一个月‘经优先受益人与次级受益人、受托人协商一致的 信托计划可以延期 且无

豁召开受益人大会． 

2、优先信托利益核算期间 

优先信托利会鑫林娜期间天数为上一个信托利然核算日〔不含）至下一个信，拜」益核算日（含〕之间的存

续天数r 第曰核算潮间天数为信托计划成立日〔含）至第砰信托利益核算日（含〕之间的存续天数，最

后一个核算期间天数为上一个信托利益椒a日（不含）至信托计划终止日《不含）之间的存续天数． 

3、优先信托利益的计算 

A 信托瀚」存续期间的优先信托收益计值 

当每个优先信托利益核算期届满月信托计划未终止时．每个优先信托利益核算期间的优先信托收益宝该优

先信托利益核算朋间累i林十提未分配的优先信托收益． 

日信托应恻终止时的优先信托利益计算 

加果信托!tl划终止时的信托计戈」财产净值 f无先信托计划资金之0』则优失孚拱入优先信托利益钊无先受

益人优先信托资金x《 T 十优先受益人参考年化收益率州言托计划实际存续天数于365）优先受益人已分配优先

信托利益。 

，如果信托计划终止时的信托i恻财产净值优先信，七七俐资金（0』则优先受益人优先信托利益＝信托计

划利益． 

仁．但若发生法律法规、政策以及适用于受」毛人及/或本信托计划的规范性文件等变化洲篇管目弓门及了或基金

业协会要求、本信托计划所选择的证券经纪机构等合作机构停止为本信托恻提供服务的情况以及发生信托

合同约定的不可抗力情况或发生了其他信托台同签订时无法预见的重大变化〔如上述情形导致本信托几俐的

投资限制发生变化、以及投资操作受到限制等） 导致本信托计划难以继续投资运作‘次级委托人向受托人

申请提前终止的 或受托人决定提前终止的．或本信托计划按照相关部门的意见提前终止的 无论本信托计

划的存续期是否已满 365 天．本信托计划均按实际存续天数计算并分配优先信托利益． 

4、优先信托利益的分瓦 

每个优先信托利益核算日后的 5 个工作日内‘受托人以货币资金形式向优先受益人分配该优先信托利益． 

u.4 次级信托利益的分配 

(1）信托计划终止时 分配完毕优先信托a伐」利益、返还完毕追加增强信托资金义务人的累气们宣加但未

取回的信托资金后的剩余信托i伐」利益为次级信托计划利益． 

〔2）信托计划终止时的次级信托计划利益＝信托计划终止时的信托计划利益 优先信托胡划利益，返还

给追加增盗信托资金义务人的累i们启加但未取回的信托资金． 

(3）若信托计划终止时存在非现盆资产的‘贝」由受托人根据信托i恻终止时的市场倩况以及信托计划财

产中现金资产与非现金资产的比例等情况确定次级信托利益的分配时点及分配金额， 

13.5 I告托计划财产未变现的处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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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计划期限终止日寸』如果因交易所休市、投资标的跌停成停牌、流动性不足等市场原因、不可抗力

监管机构要求或限制、受托人认可的具他原因等黝信托计划财产无法全部变现 信托计划延长到所有非现

金资产全部变现之日终止。停牌证券复牌后，委托人代表须出具投资建议在 5个交易日内变现完毕 如委托

人代表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变现，则受托人自第 6个交易日起自主变现． 

信托计划财产中的现余裕严仕扣除信托创戈g的税费、信托计划费用后优先支付优先信托利益．如果现金

资产在扣除信托昆找业税搜，信托七伐」的费用后足以支付优先信托利益，到毛人分配完毕优先信托利益、返还

完追加增强信托裕佘义务人的累计布台加但朱宝反环的信托裕金后将剩余现金资产按本合同第 13.4条分配给次

级受益人 J 再将剩余非现金资产全部虫观后分配给次级受益人． 

第 14条风险揭示与承担 

14.1 风险揭示 

川信托计划投资标的风险 

投资标的市场价格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引起的波动，将使信托计划财产面临潜在的风险． 

A 股萦投资风险 

日国家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的变化对证券市场产生一定的影响 导致市场价格

水平波动的风险． 

b 宏观经济运行周期性波动 对股票市场的收益水平产生影响的风险． 

C 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受多种因素影响 r 如市场、技术、竞争、管理、则务等都会导致公司

财务状况发生变化‘从而导致股票价格变动的风险． 

d 创业板市场上市公司与现有的主板市场上市公司相比较』一般具有成长性强、业务模式新

但规润较小、经营业绩不够稳定等特点．股票价格易受资金供求影响而出现居撅只变动』从而

导致股票价格变动的风险． 

日其它投资标的的风险 

信托计划投资于金融机构发行的金融产品 若前述金融产品不保障本金或收益 或不能如期分配收

益 则可能给信托计划财产带来损失． 

〔2）信托mi本身面临的风险

八法律及违约风险 

在信托计划的运作过程中，因委托人代表、保管银行、证券经纪商等台作方违反国家法律规定或者

相关合同约定而可能对信托财产带来风险‘ 

日政策风险 

在信托定恻的运作过程中 因中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行业政策、地区发展政策等因素可能引起

系统风险 证券市场监管政策等国家政策以及法律的变化也可能对证券市场产生一定的影响 r 可能

导致证券市场价格波动 从而影响信托计划收益． 

〔经济周期风险 

证券市场受经济运行具有周期性的影响从而影响证券投资的收益水平 J 对信托计划收益产生影响． 

0 利率风险 

利率波动会导致证券市场价格和收益率的变云力 J 从而影响证券投资的收益水平，对信托气恻收益产

生影响． 

〔购买力风险 

如界片牛涌倍膨胀 则伶常所获得的收益可能会被通货膨胀抵消』从而影响到信托计划财产的保值

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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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交易渠道的风险 

本信托计划的委托人及受益人可通过受托人网上交易系统till或代理」佳介机构的拒台，网上银行

电子交易平台系统进行认胸，赎回等电子交易，在前述电子交易中 委托人及受益人将通过其专有

的交易密码、电子盔名等认证手段签署电子合同．尽管受托人、代理推介机构将尽可能保障电子交

易环境的安全性『但若委托人及受益人未对前述认证手段尽到保密义务仍可能会导致他人冒用致使

委托人及受益人遭受损失． 

‘电子交易数据传递的风险 

在委托人.1受益人进行电子交易的情况下r 本信托计划项下的电子交易的数据将通过计算机网络传

输 由于不可抗力 计算机黑客袭击 系统故障、通讯前障 网络佣堵、供电系统故障、电脑病毒、 

恶意程序攻击及其他不可归因于受托人的情况可能导致部分或者全部交异豹抿传输不畅或者存储

受损』从而给委托人及受益人造成损失． 

日上市公司的经营风险 

上市公司的经营习尤兄受多种因素影响‘如法人治理结构、管理能力 市场前景、行业竟争‘技术变

迁等，这些因康会导致企业的盈利发生变化．如果信托针划持有经营不善的上市公司股票，将影响

信托计划收益。 

l君毛人代表风险 

本信托计划由受托人依据委托人代表的投资建议进行投资操作』委托人代表的投资服务能力 服务

水平将直接影响信托i恻收益．信托注恻财产管理运用过程中』信托t伐」可能因为委托人代表对经

济形势了金融市场和铅咨产品价格走势等判断失误、委托人代表获取信息不充分、信托念脚铅裕产

品的发行人披露不实信息等影响信托计划的收益水平。 

委托人代表发出的任何有效的投资建议被视为全体委托I、一致认可的，其后果由全体到毛人承担． 

J 追加增强信托资金义务人风险 

指按照信托文件的规定在信托计划运行中．发生监控参考总值低于【预警线】z履约保障比低于【平

仓线J 后有义务追加增强信托资金的主体．本信托tflJi助n增强信托资金义务人为麒盛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控股股东燕兴智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述主体对于宜自加增强信托资金承担连带责任．关于

追加增强信托资金的义务及纠纷由全体到毛人协商并自行解决，与受托人无关，追力肥弓虽信托资金

义务人追加或不追加的效果均及于全体到毛人』由全体委托人共同承担． 

K 流动性风险 

日在信托计划存续期间未经受托人同意 妥然人不得转让信托受益权 且受托人并不保证一

定能够成功转让』因此信托财产在流动性方面会受一定影响，委托人和受益人需合理靓龙」自

身资金安排． 

b 由于市场或投资标的流动性不足（包括但不限于信托计划投资标的停牌、交易所监管 登

记结算规则限制）和其他不可抗因素导致信托士俐所投资的标的无法及时势见或相关资金无

法及时取得，从而存在导致信托t阴现金资尸不能满足信托计划费用支付 信托利益分配、 

清算要求的风险 受益人在信托计划项下可能无法及时收到现金形式的信托利益． 

仁信托计划终止时‘受市场环境或特殊原因影响』信托计划财产可能部分或者全部不能变现 

因此受益人可能面临信托计划终止时无法及时收到变现后的信托利益的情况． 

I信托计划不成立的风险 

如信托计划认购总金额未达到信托气恻预计规棋月未获受托人认可的』或信托计划准介期内 市场

发生剧烈波动且受托人认为目前并不具备发行信托计划的市场条件受托人有权宣布信托!iI I不成

立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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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信托计划延期的风险 

信托计划期限届满时，出现法律规定的及本合同约定的信托计划延期的情形将导致信托i蒯延期 

因此委托人（即受益人）可能面临信托计划期限届满时无法及时收到信托利益的风险． 

N 受托人不能承诺信托利益的风险 

信托利益受多项因素影响‘包括证券市场价格波动、受托人及委托人代表的投资操作水平、目家政

策变化等‘信托计划既有盈利的可能亦存在亏损的可能．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受托人不对信托计划

的到毛人和受益人作出保证本金及其收益的承诺． 

0信托计划提前终止的风险 

当出现本合同约定的信托i伐」提前终止的情形 比犯」发生法律法规、政策以及适用于受托人及了或

本信托计划的规箔件寸件等变化、监管部门及／茜盆佘'II,协会要求、本信托计划所选择的证券经纪

书晌等合作机构停止为本信托计划提供服务的情况以及发生信托合同约定的不可抗力情况或发生

了其他信托台同签宝丁时无法预见的菌大变化（如上述情形导致本信托计划的投资限制发生变化、以

及投资操作受到限制等）』导致本信托计划难以继续投资运作』次级委托人向到毛人申请提前终止

且优先级委托人同意的或到毛人决定提前终止时或本信托计划按照相关部门的意见提前终止的』 

翌毛人（即受益人）仅能桐妇言于七计划实际存续天数以及信托i恻提前终止时的信托计划财产变现

状况获得信托利益． 

如果发生本合同所约定的信托主浏终止的情形 受托人将卖出信托tnJ财产所投资之全部品种，并

终止信托计划．如届时投资标论创介格发生下降或流动性不足，由此可能导致信托七伐Li财产遭受损失． 

p降仓和止损的风险 

当下日的监控参考总值低于预曹线或履约保障七目氏于平仓线时子如果追加增强信托资金义务人不追

加增强信托资金』受托人有权降低信托计划持仓比例或全部变现信托计划。前述降仓和止损操作可

能导致信托计划丧失弥补亏损的可能性并遭受损失．受到交易所休市、投资标的跌停成停牌、访励

性不足等市场原因、不可抗力、监管机构要求或限制等 受托人可能无法在本合同约定的时间内完

成降仓和止损操作』由此可能导致信托计划财产谧受损失． 

0优先受益人信托资金损失的风险 

当履约保障比触发平仓线时 到毛人有权通过市价卖出证券的方式变现信托计划持有的证券．在止

损操作完成后．受托人按照本合同约定的信托计划财产分配方式对优占援益人和次级受益人分别进

行信托利益分配但尽管如此仍存在因文易所休市、投资标的跌停或停牌、流动性不足等市场原因、 

不可坑力 监管机构要求或限制等导致受托人无法执行多规操作‘或者受托人按照本合同约定执行

变现操作但变珍华吉果仍然使优先受益人面临信托资金亏损的风险．同时信托计划终止时如有部分非

现金资产因停牌蘸他原因无法变现 J 优先受益人可能承担i尽延分配信托利益的风险． 

R全休受益人信托资金损失的风险 

当丁日的监控参考总值低于预警线和履约保障比低于平仓线时追加增强信托资金义务人可以按照

本合同约定追加信托资金．当履约保障比低于平仓线月寸』受托人有权通过市价卖出证券的方式多观

信托凡倒持有的证券．；次级受益人的信托利益分瓦顺序位于优先受益人之后‘而风险承倒烦序则位

于优先受益人之前，次级受益人面临的风险远高于优先受益人 存在信托资金本金和追加信托资金

部分或全召份员失的风险‘此外』信托计划终止时如有部分非现金资产因停牌或其他原因无法变现， 

次级受益人可能承担延迟分配信托利益的风险． 

(3）管理和操作风险 

A 管理风险 

在本信托七伐」的管理运作过程中，委托人代表的投资研究能力、服务水平将直接影响其出具的投资

建议的水平和质量‘从而可能影响本信托计划的收益水平．受托人及委托人代表可能限于知识、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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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经验 所掌握的信息量等因素而影响其对相关信息、经济形势和证券价格走势的判断，其洲革

的投资标的业绩表现不一定优于市场表现． 

委托人代表可能以自有资金进行与本信托计划类似的投资，或同时管理其它与本信托计划类似的产

品或同时为其它产品提供其为本信托计划提供的类仪的委托人代表服务』委托人代表从事前述行

为可能被认定为一致行动．在此情况下，若委托人代表通过上述方式合并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呈卜个

上市公司已经发行股份的 5％』其在进行买卖该上市公司股份等操作州粤受到相关限制 因此可能

造成信托七围财产损失 对此‘委托人／受益人已充分认可并自愿承担该风险． 

此夕卜，委托人代表可能以自有资金进行与本信托计划绷以的投资 办可能作为其他信托产品、证券

投资产品或证券投资实体等的委托人代表进行与本信托计划类似的投资．前述投资可能与本信托计

划的投资产生利益冲突，并可能给本信托计划带来风险． 

日操作或技术风险 

受托人以及信托计划相关服务机构在业务各环节操作过程中因内部控制存在缺陷或者人为因素造

成操作失误直廿；韦币操作知暇等引致的风险，例如；越权违知夺易、数据传愉错误、交易错误、汀

系统故障等风险． 

在证券或其他4母裕产品的各种交易行为或者运作中 可能因为风控、交易等技术系统的灼障我者差

错而影响交易的正常进行．导致委托人的利益受到影响．这种技术风险可能来自受托人、委托人代

表、证券公司，熊货公司、保管银行 证券交易所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等， 

信托计划通过证券经纪商的恒生投资交易风控系统交易‘受托人仅依据证券经纪商提供的恒生投资

交易风控系统数据计算本信托计划所需批』在此过程中 恒生投资交易风控系统提供的数据可能

存在延迟 偏差、错误戴者其他情形 但受托人仅依据该恒生投资交易风控数据 展风险监控、估

值等工作，委托人知悉并认可上述操作方式』自厦承担相应后果． 

另外，在本信托计划管理运作过程中．可能因为数据传输的不及时或者计算过程中出现的误差而导

致信托单位净值的误差． 

信托计戈」通过恒生投资交易风控系统进行投资运作包括但不限于执行交易、预警以及止乎员等操作

在此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较建议下达时间或者合同预期设定的预公、止损操作时点湘后 延误或者其

他原因导致未按日d操作的情 戴基于上述情况，受托人不对触发预警、止损后的信托tt 财产进行

变现的时间、收益情况作出任何保证』委托人知忍上述情形并自愿承担． 

〔软件冈险 

本信托汽找」项下的信托计划资金通过第三方系统软件用于证券投资因出现包括但不限于网络通讯

故障、电脑设备故障、软件系统崩溃、自然灾害等情形从而导致系统软件无法实施正常的证券交易

或因委托申报触发系统软件相关限制条件而被系统默认为无嫉托』由此导致信托计划财产遭受的

损失由该信托计划财产承寸旦受托人不因此承担任何责任‘ 

0 交易风险 

基于相关法律的规定及信托文件的约定‘受托人会对交易相关系统软件设定特定限制功能可能会

导致某些证券交易无法实施或延迟实施，由此可能会导致信托计划财产遭受损失． 

委托人同意并确认受托人由于设证券账户时根据证券经纪商的要求出具的文件〔如承诺函、系统接

入协议等 详见信托台同附件）的全部内容 知悉由此可能产生的被证券经纪商追究责任或因证券

经纪商单方终止服务导致本信托计划遭受任何损失的风险，并同意就因此产生的任何损失或赔偿责

任均由信托计划财产承担． 

(4）相关机构的经营风险 

受托人、保曾银行、证券经纪商、委托人代表、律师事务所以及其他到毛人因履行受托职责熏要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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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请的机构按照中国法律规定应取得相关资质以开展业务．如在信托计划存续期间受托人、保管银

行、证券经纪服务商、委托人代表、律师事务所或其他机构无法继续从事相关业务、提供相应服务

或不能遵守相关文件约定对信托14划实施管理．则可能会给信托计划财产带来风险，且有可能导致

信托计划提前终止． 

(5）其他风险 

A 战争 自然灾害 重大政治事件等不可抗力以及其它不司预知的意外事件可能导致信托M划财

产遭受损失． 

日金融市场危机、行业竞争等超出受托人自身直接控制能力之外的风险‘可能导致信托计划财产

遭受损失． 

〔6〕特别风险提示 

详见《认胸风险申明书’． 

14.2 风险承担 

(1) 到毛人根据信托瘫伐」文件的约定管理运用或处分信托财产导致信托财产遭受损失的 其损失由信托

财产承担。 

(2）受托人因违背信托tfJ文件、处理信托事务不当而造成信托财产损失的 由受托人以固有财产赔偿

但该赔偿以信托财产的实际损失为限 并不得超过信托财产本身．不足赔偿时 由投资者自担 

(3) 到毛人承诺遵守信托文件的约定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处理信托事务 并谨慎管理信托财产 但受托

人不承诸信托财产不受损失 亦不承诺信托资金的最低收益。 

第15条信托当事人的陈述和保证 

15.1 委托人的陈述与保证 

0）如为自然人』委托人保证」用有与签署和履行本合同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如为机构， 

委托人保证其是依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机构，拥有与签署和履行本合同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2) 如为自形汰‘到毛人保证已取得为签署本合同所需的第三方同意．签署本合同的是委托人本人或其

搜权代理人r 且本合同成立即对委托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如为机构，委托人保证为签署本合同所需的外部批

准和内部授权程序都已完成 签署本合同的是委托人的有权签字人』且本合同成立即对委托人具有法律约束

力． 

(3）如果本合同的签署或履行黑要由委托人获得相关政府机构搜权、批佳或同意的‘委托人保证已获得

该等搜.1又批准或同意．且该等授权、批准成同意具有完全的效力． 

(4）委托人保证本台同的签署或本合同所载交易的脸行不会违反现行有效的法律和其他相关规定也不会

与其已签署的其它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或已订立的其它交易相冲突． 

(5）委托人保证在签署本合同之前已经仔细阅读了信托计划文件．对信托当事人之间的信托关系，有关

权利、义务和贵任条款的法律含义荀佳确的理解，并对本合同的所有条款均无异议‘ 

(6）委托人保证向受托人提交的文件资料均真实、准确、合法、有效，所提交的复印件成扫描件均与原

件相符． 

(7) 委托人设立本信托计划具有合法的信托目的‘并保证向受托人提交的文件资料夏实、准确、完整地

披露了关于设立本信托计划的一切重要信息，不存在任何隐瞒或谎报． 

(8) 到毛人已就设立本信4毛1城」事项向其债权人履行了告知义务r 并保证设立本信托气恻未损害其佣权

人的利益． 

(9) 委托人保证 当受益人（即委托人）向第三人转让其享有的信托诚J项下的全部信托受益权后 委

托人即放弃本合同约定的及法律规定的属于委托人的全部权利 但法律规定不司故弃的权利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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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委托人保证．签署和胭行本合同依赖于其自身的独立分析判断』其充分理解本合同的具体内容并愿

意及有能力承担法律规定的及本合同约定的各项义务和风险．委托人保证：a 认购信托单位完全符台其财务

需求、目标和条件 b 认购信托单位时遵守并完全符合所适用于其的监管；封见、投资政策‘指弓I*u限制；C 

认购信托单位对真而言是台理、恰当而目适宜的投资』尽管投资本身可省侣存在风险． 

（们）如果优先委托人为金触机构且以其发行产品台法易集的资金加入信托飞糊，委托人保证不以受托人

名义进行产品推介』并向其所发行产品的投资者披昌信托计划的相关信息及所有风险 保证其所发行产品的

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和本信托计划投资风险相适应． 

(12) 委托人保证 其在受托人网上交易系绍拜口胆戈代理推介机构的柜台，网上银潇示电子交易平台系统

等通过交易密码、电子签名等方式对本信托计划进行交易时r 有义务采取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安全使用交

易密码、电子签名等电子交易数据‘防止向他人泄露委托人账户信息或者被他人进行恶意操作等情况． 

(13〕次级委托人以及委托人代表承诺户不存在为他人代持次纷兽抬权 甜诵；寸内幕信息交易、不当关联

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牟取利益等情况．次级委托人承诺认购信托计划的资金来源为其合法的自有资金． 

15.2 受托人的陈述与保证 

(1) 受托人是依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信托公司，拥有与签署和履行本合同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

为能力． 

〔2）受托人为签署本台同所需的外部批准和内召限权程序都已完成，签署本合同的是受托人的有权签字

人并且本合同生效即对受托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3）如果本合同的签署或履行需要由受托人获得相关政府机构授权、flu佳或同意的 受托人保证已获得

该等搜权‘批准或同意‘且该等授权、批准或同意具有完全的效力． 

(4) 人保证本合同的签署或履行不会违反现行有效的法律和其他相关规定也不会与其已签署的其它

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或已订立的其它交易相冲突．本信托汽找叮的管理运用符合信托公司社会责任耍求。 

(5）受托人保证在签署本合同之前已经仔细阅读了信托计划文件，对信托当事人之间的信托关系 有关

权利、义务和贵任条款的法律含义有准确的理解，并对本合同的所有条款均无异议． 

第”‘条信托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拓.1 委托人的权利和义务 

(1) 委托人的权利 

A 委托人有权了解信托财产的昔理运用、处分及收支情况．并有权要求到毛人做出说明． 

B 委托人有权查阅、抄录与信托财产有关的信托i恻账目以及处理信托计划事务的其他文件． 

C 受托人违反信托计划目的处分信托财产或者因违背管理职责、处理信托计划事务不当，致使信

托财产受到损失的．委托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撒销该处分行为，并有权要求受托人恢复信托财产的

原状或者赔偿． 

D受托人违反信托计划目的处分信托财产或者管理运用、处分信托财产有重大过失的』委托人有权

申请人民法院解任受托人． 

〔信托士找”存续期未满‘730天】 （不含〕』优先到毛人不得提前退出信托i恻 信托气伐」存续期

满【730天〕（含）优先委托人有权提前退出信托计划． 

「除去律另有韧定夕卜』人民法院对信托财产弧制执行时 委托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异议． 

‘法律规定的和本合同约定的其他权利． 

(2) 委托人的义务 

A 委托人应当以合法所有并有权处分的资金认购信托单位，不得利用非法接受他人委托资金或者

非法汇集他人资金参与信托i倒．金融tI饼勾可以发行金融产品所合法葵集并有权管理的资金认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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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单位』金融机构以前述资金认购信托单位应符台金融机构或金融产品所适用的法律．如违反前述

约定』委托人应承担由此给第三人、信托i代日和到毛人造成的全部损失． 

B 委托人应签署受托人要求的文件及提供受托人要求的资料和信息，并保证提供、填写真实、准

确、有效的资料、信息及联系方式，若预留的资料、信息及联系方代贻牛亦更的 应及时通知受托

人． 

C 委托人不得要求受托人通过任何非法方式管理信托财产井获取利益‘委托人不得涌付信441U 

非法目的． 

0 未经受托人书面同意，委托人不得变更、撤销或解除本信托． 

〔在通过电子交易对本信托汽恻进行交易时，委托人应采取有效风险防范措施』安全使用电子银行

电子交易系统等电子粟道． 

「次级委托人有义务监督并敦促麒盛科技｛股票代码 603610) 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

柏胃管理办法》等现行法律、法规、证交所指引 证监会监管要求等的规定r 就公司对外投资、经

营 阳tv夺i得信息进行及时 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 若因未合法合邦U往行信息披鸽浩成的一切

损失〔包括信托计划损失〕由次级委托人承担并负责赔偿，优先委托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优多矮」七

人及次级委托人在此一致同意到毛人对因此发出的指令不负任何责任． 

‘法律规定的和本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 

场．2 受托人的权利和义务 

(1) 受托人的权利 

A 受托人有权根据本合同约定管理运用和处分信托财产． 

日到毛人有权依本合同约定获得受托人报酬． 

〔受托人有权依本合同约定或很据信托事务的管理需要 经委托人一致书面同意后梅信托事务委

托他人代为处理． 

D 经全体委托人及到毛人的～致书面同意，受托人有权依据本合同的相关约定更换信托计划的保

管银行 证券经纪商和等相关服务妇V勾． 

〔受托人以其固有财产先行支付因处理信托计划事务所支出的信托计划费用及税费和对第三人所

负债务的』或者因向受益人支付对应的信托'II,保障基金本金及收益时先行垫付资金的，对信托t蒯

财产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 

「受托人有权依据本合同决定」是前终止或延长信托计划 以及提前终止或延长某类信托单位． 

‘到毛人有权调整认购资金的最低金额 

日经全体委托人及受托人的一致书面同意 受托人有权变更信托i倒的估值基准日． 

l 经全体委托人及受托人的一致书面同意 受托人有权根据信托计划财产管理的需要 在不违背信

托i倒目的的前提下对信托计划文件内容进行适当调整． 

」信托计划存续欺间』经全体委托人及受托人的一致书面同意，受托人有权指定任一工作日为信托

计划开放日 通过增发信托单位扩大信托计划规俏‘增发信托单位的数且、葬集期、开放日及增发

成功的条件由受托人决定． 

K 信托计划存续期间r 受托人有权变更专用网络系统．委托人代表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等场内交易出具投资建议 应通过受托人变更后的专用网络系统发出． 

L 受托人有权决定全召份部分行使或放弃信托计划文件项下的任何权利． 

M 在不增加信托计划费用的前提下，经全体委托人及受托人的一致书面同意，受托人有权调整信

托计划相关费用的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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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信托，找”存续期间』经全体委托人及受托人的一致书面同意 受托人有权根据当期可分配的信

托计划资金诀定临时分配信托利益， 

O 到毛人可在到毛人处查阅信托计划说明书载明的备查文件及信托账目』但出于行业惯箱师口保护

商业秘密及其他受益人利益的藉要，受托人有权拒绝其复印、拷贝的要求． 

P 受托人有权按照法律规定和监管机构的要求将委托人的信息向有权部门或相关机构披留． 

0 法律规定的和本合同约定的其他权利． 

'2）受托人的义务 

A 受托人管理信托计划财产应格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值、有效管理的义务』为受益人的

最大利益处理信托计划事务。 

日到毛人除按信托计划文件约定取得受托人报酬夕卜，不得利用信托撇」财产为自己谋取利益． 

C 受托人不得将信托计划财产归入其固有财产 J 亦不得将信托计划财产转为其固有财产的铭叱扎 

0 受托人必顺擂信托i倒财产与其固有财产分别管理、分别记账． 

〔受托人必领保存处理信托七俐事务的完整记录． 

F 到毛人必须依据本合同的约定r 将信托计划财产的管理运用 处分及收支倩况 报告委托人和受

益人． 

G 受托人对委托人、受益人以33心卜理信托昆蒯事务的情况和资料负有依法保密的义务了日i失律戒

本合同另有规定或因处理信托计划事务必须披鹉的除外‘ 

日受托人辞任的‘在新受托A端出前仍应履行管理信托i伐」事务的职责． 

l 受托人于每个交易日收盘后向委托人发送信托计划当日估算的监控参考总值、权豁举资产持仓比

例。优先委托人接收上述信息邮箱地址如下． 【Mengjuntao@hzbank.com.cn], 

[chenjun3@hzbank.com.cn) 、 r241O91795@qq.com.cnJ 护劣后级到毛人接收上述信息邮

箱地址如下 【wangxc@keeson.com] 

J ｝去律规定的和本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 

I6.3 受益人的权利和义务 

(1）受益人的权利 

A 受益人拿有信托受益权．也有权放弃信托受益权． 

B 受益人的信托受益权可以依法转让和继承『但法律和本合同另有规定的除外． 

C 受益人有权了解信托资金的管理运用、处分及收支清况 并有权要求受托人做出说明． 

D 受益人有权查阅、抄录与其信托财产有关的信托计划账目以及处理信托计划事务的其他文件． 

〔受托人违反信托计划目的处分信托财产』或者因违背管理职责、处理信托事务不当‘致使信托财

产受到损失的 受益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撤销该处分行为 并有权要求受托人恢复信托财产的原状

或者赔偿． 

「受托人违反信托计划目的处分信托财产或者管理运用、处分信托财产有重大过失的 受益人有权

申请人民法院解任受托人． 

‘受益人行使本合同第16,3 条项下第〔至第「项权利，与委托人意见不擞时‘可以申请人民法

院作出裁定． 

日除法律另有规定夕卜 人民法院对信托财产强制执行时 受益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异议． 

川去律规定的和本合同约定的其他权利． 

〔2）受益人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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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受益人应当按照法律的规定和本合同的约定承担相关费用和税费． 

B 在本合同允许转让信托受益权的前提下』如果受益人转让信托受益权 应当按照本合同的约定

办理相关的转让手续． 

仁受益人有义务在信托利益分配前将有效、完整的联系方式和信托利益分配胀户资料以书面方式

告知受托人，以确保受益人信息准确无误。 

0 受益人应签署受托人要求的文件并提供受托人要求的资料和信息‘并保证提供、烦写真实，准

确、完整、有效的资料、信息及联系方式 若预留的资料、信息及联系方式芳牛夺雨的，应及时通

知受托人． 

E 在通过电子交易对本信托计划进行交易时晋豁人应采取有效风险防范措施安全使用电子银行、 

电子交易系统等电子渠道． 

F 法律规定的和本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 

第 '7 条信息披易 

曰 1 信息披霜的前提条件 

受托人在合理的日」很和不损害全体受益人利益的前提下，向委托人（即受益人）准确、完整地提供有关

本信托mi的信息．委托人（即受益人）同意．委托人限p受益人）谓求查阅、抄录与其信托财产有关的信

托tf 」账目以及处理信托计划事务的真他文件时诊如果受托人认为该请求有可能损害其他受益人利益的 受

托人有权拒绝其请求． 

1,.2 信息披昌的内容及时间 

(1）定期报告 

A 季度报告 

LL人应按季编制信托事务报告书‘将本季度的信托计戈」资金管理报告、信托计划资金运用及收益

情况、本季度发生的重大事件具体分析、信托单位净值等内容于本季度结束后的 20个工作日内向

奋井人披露． 

日漓算报告 

受托人应于信托胡划终止且分配完毕后 5 个工作日内编制并向受益人披露清算报告‘清算报告无

需审计． 

(2）临时报告． 

如信托汽倒发生如下情形之一；受托人应当在获知情况后 3 个工作日内向受益人披备 井自玻露

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向受益人书面提出受托人采取的应对措施． 

A 信托计划财产可能遭受冀大损失。 

日信托计划资金使用方〔如有）的财务状况严重恶化． 

〔信托i伐」的担保方（如有）不能继续提供有效的担保． 

价.3 信．被．的方式 

受托人有权通过在到毛人网站公告、寄送书面文件或发送电子邮件等一种或敌种方式向委托人〔即受益

人）披慈 同时 上述已披品信息将在受托人的办公场所存故备查 可由受益人来函索取时由受托人寄

送． 

17.4 资任免除及例外 

委托人（即受益人）自知晓或应当知晓上述信息披露内容之日起10 个工作日未提出书面异议的 受托

人就上述信息披居内容及清算报告所列事项解除责任 但受托人有不正当行为的除外．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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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受托人按本合同约定对信托庵恻进行变更时（包括但不限于通过召开受益人大会方式‘根据本合同第 

18.3 条约定进行变更等方式），变更事项自实施之日起自动适用于信托计戈」全体委托人了受益人（包括变更实

施后新认购信托计划的委托人z受益人、通过受让信托受益权成为信托计划受益人等各种惰形）・ 受益人应通

过受托人网站等方式自行查阅信托计划存续期间的变更事项 受托人无需另行向新加入信托训划的受益人披 

韶． 

第1日条受益人大会 

18.1 受益人大会的组成 

受益人大会由信托计划的全体受益人组成 依照有关法律和信托计划文件的规定行使职权． 

Is2 受益人大会的决议事项 

出现如下事项而信托计划文件未有事先约定的‘应当召开受益人大会审议决定 

(1) 提前终止信托计划『或者延长信托计划期限的情形． 

(2）改 信托a找红财产管理运用方式． 

(3〕更换受托人． 

(4) 提高到毛人的报酬标准． 

〔5）受托人认为需要由受益人大会表决的事硕． 

(6) 信托计划文件约定的需要召开晋豁人大会的其他事项． 

18.3 不姗受益人大会审议的事项 

出现如下事项 经全体委托人及受托人协商一致可通过另行签署补充协议约定的事项‘无需召开受益人

大会 

《”）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扩大本信托ttJ投资范围． 

'2）调低受托人报酬、保管费及其他由信托i倒财产或委托人承担的费用． 

(3）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调整信托a找，的估值基准日、费用核算日 分配日． 

"）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调整信托i琦划财产的管理运用原则， 

(5）变更证券经纪商、保管银行、代理推介机构等相关服务机构． 

(6) 因新法律颁布或法律修幻而对本合同进行修改． 

(7）以不会导致本信托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方式对本合同进行修改． 

‘日）以对受益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的方式对本合同进行修改． 

〔9）按照法律或信托计划文件规定不需召开受益人大会的其他情形． 

万吕．4 受益人大会的召鹅 

(1）召集人 

受益人大会由受托人负责召集‘受托人未按本合同约定召集或不能召集时洲弋表信托单位总份数百分之

十以上〔含本数）的受益人有权自行召集．代表信托单位百分之十以上（含本数〕的受益人要求召开受益人

大会的‘应当向受托人提出书面提议．受托人应当自收到书面提议之日起，0日内决定是否召集r 并向提出提

议的受益人代表发出书面通知．到毛人决定召集的．应当自出具书面决定之日起 30日内召开．受托人决定不

召集的 代表信托单位百分之十以上〔含本数）的受益人有权自行召集受益人大会． 

(2）召集的公告形式 

受托人召集受益人大会的‘应当提前 to个工作日采取网站公告、邮寄 通过受托人网上交易系统或代理

推介机构网上银行和／或电子交易平台系统通知等方式通知受益人・ 受益人召集受益人大会的 应当提前 10 
个工作日告知受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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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召集的公告内容 

公告内容应包括受益人大会的召开时间、地点、会议形式、审议事项、议事程序和表决方式等事项．受

益人大会不得就未公告事项进行表决． 

'8.5 受益人大会的召开 

(1）召开的条件 

受益人大会应当有全体受益人参加 方可召开．本款约定的信托单位比例下｝晋普人的信阜以受益人大会

召开前第10 个工作日在到七人处记载的相关数据信息为准． 

(2）召开的形式 

受益人大会可以采取现场方式召开，也可以采取通讯等方式召开 具体召开方式由召集人决定并在公告

中披韶 受益人召集受益人大会 应采用现场方式召开． 

〔3）受益人大会的列席人 

代表信托单位百分之十以上（含本教）的受益人自行召开受益人大会的 应在召〕箱们0 个工作日前以书

面的形式通知受托人列席会议‘受托人因故无法参加刽义的‘召集人应聘请律师列席会议． 

18.6 受益人大会议脚规则 

(1) 表决权 

受益人持有的每一份信托单位具有一孩表决权 受益人可以委；别弋理人出席受益人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2）表决事项及观则 

A 受益人大会就审议事项作出决定‘应当经参加大会的受益人全体通过 但出现本合同未约定的

改变信托财产运用方式、更换受托人或提前终止信托计划的事项 应当经参加大会的受益人全体通

过． 

日受益人大会的各项议案或同一项议案内并列的各项议题应当分开审议，逐项表决．受益人大会

不得就未经公告的事项进行表决． 

C 出席受益人大会的受益人或其代表』应当对提交表决的审议事项发表如下意见‘同意、反对或

弃*3z. 未完整明、未按要求填写、错误填写 同一审议事项填写超过一项意见、宇迹无法辫认、 

涂改且未在涂改处签名或加盖公章以示确认、未按要求签署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

其所持受益权份数的表决结果计为”弃权“．采取现场方式召开的受益人大会』受益人或其代表出

席但未填写或未反馈表决系的 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 其所持信托受益权份数的表决结果计为 

“弃权气采职通讯方式召开的受益人大会 受益人或其代表在规定期限内未填写或未反馈表决票

时视为投栗人未出席． 

0 自行召崖答僻人大会的受益人应制作受益人大会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受益人代表、刽义记录

人应在会议记录上签字确认会议决议．会议记录内容应当包括会义召开的日期和地点、出席受益人

大会的受益人及所代表的信托单位、刽义议题和议程、出席受益人大会的受益人成其代表对审议事

项的发言要点、每一决议事项的表决方式及结果．会议记录交由受托人负责保管』保管朗限与信托

计划其他合同档案保管期限相同． 

(3）特别规则 

受益人自行召集的受益人大会．应由到毛人见证或者由列席会义的律师出具书面意见r 以证明当义的召

开及相关决议的形成特合法律规定及信托七俐文件的约定，否则受托人有权不执行受益人自行召集的受益人

大会所做出的决议。 

tg'7 受益人大会决议的效力 

受益人大会作出有效决议的事项．视同全休受益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受益人大会的决议对全休受益人、 

受托人均有约束力，但该受益人大会的召集、召开、议事规则等违反法律规定或信托tnJ文件约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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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人大会诀议自受益人大会通过之日起生效． 

tg．吕受益人大会决定，项的通告和报告 

(1) 决定事项的通告 

A 受益人大会由受托人负责召集的，受托人在受益人大会结束后”0个工作日内 将受益人大会决

议在受托人网站上公告、受托人网上交易系统或代理推介机构网上银行和／或电子交易平台系统通

知或以其他方式通知受益人． 

日受益人大会由受益人负责召集的』受益人不不哥器人大会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 将受益人大会决

议通知全体受益人 同时将大会决议书面告知受托人． 

(2）决定事项的报告 

召集人应当在受益人大会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将受益人大会决议向中国银监会报告。 

18.9 受益人大会的费用承担 

对符台法律规定及信托计划文件约定召开的受益人大会所发生的合理费用 由信托计划财产承担． 

第 19 条信托受益权的车载上、绝承和其他非交易过户 

” ・ 信托受益权的转让 

(1〕信托受益权转让的条件 

A 信托受益权的受让人应当是符合钊言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 《关于规范金融机构

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规定的台格投资者， 

B 信托受益权进行拆分转让的，受让人不得为自然人‘机构所侍有的信托受益权‘不得向自形汰

转让或拆分转让．受益人转让信托受益权的，其作为信托汽找'J的侧毛人/受益人所享有或承担的信

托计划项下其他权利义务刊千转让． 

〔次级受益人未经优先级委托人及受托人同意不得转让其持有的信托收益权． 

(2) 信托受益权转让的程序 

A 受益人转让信托受益权 应根据受托人制定的关于信托受益权转让的相关程序和规则 J 与受让

人持受托人认可的文件共同到受托人处办理转让登记手续 所持文件不符合受托人要求的 受托人

有权不予办理登记手续 

日转让人与受让人未按照上述约定办理转让登记手续的‘受托人仍视原受益人为本合同受益人

由此发生的经济和法律纠纷与受托人无关． 

〔成功办理信托受益权转让登记手续的．以受托人出具的‘信托受益权转让确认函》中确定的日

期为登记日．自登记日起 受托人仅需按照《信托合同》的约定计算才剖毛利益并向受让人分配信托

利益，并月一旦分配信托利益即视为受托人依约履行《信托合司》约定的信托利益分配义务』转让

人与受让人双方因信托利益归属问题产生的一切争议与受托人无关． 

{3）转让手续费 

信托受斌又转让时．受托人不收取信托管理费． 

19.2 信托受益权的继承 

本信托计划项下的信托受益权可以依法继承．如发生信托受益权继承事项．合法继承人须向受托人提出

继承申请 并持到毛人要求并认可的文件到受托人处办理登记手续．如缠承人未按受托人的要求提供相关文

件受托人有权拒绝向继承人分配信托利益． 

19.3 信托受益权的其他非交易过户 

除上述第 1 9.1 条和第19.2条之夕卜 到毛人根据法律规定成政府机构的要求在符合受托人要求的前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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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信托受益权的非交易过户。 

第20 条账户的变更 

20I 信托利益分配脸户的变更

门）必备证件 

信托利益分配胀户在信托利益分配完成之前不得取i肖。信托计划存续期间 受益人变更其信托利益分配

账户 应持如下必备证件到受托人营业场所或受托人指定的代理机构处办理信托利益分配账户变更确认手续． 

经到毛人同意，受益人可以邮寄等方式提供如下必备证件的复印件． 

A 《信托合同》原件． 

日受益人为自然人的 需本人的身份证明原件 本人新的银行卡或活期存折原件。若受托人委托

他人办理信托利益分配账户的变更确认手续．应当取得受托人同意‘代理人除需持自己的身份证明

原件外，还需持受益人本人的身份证明原件 新的银行卡或活朋存折原件以及经公证的授权委托书

原件． 

〔受益人为机构的 J 若经办人为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本人 需提供书11勾营业执照或其它主体

资格证明复印件（需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证明书原件以及机构新的信托利益分配账户证明文件复印件（需加盖公章）‘若经办人不是法定代

表人（或负责人）本人，则经办人除需持上述文件夕卜』还需持经办人自己的身份证明原件和由法定

代表人〔或负贵人〕签名并加盖公章的搜权委托书原件． 

0 受托人要求的其他文件． 

(2) 办理手续 

受益人（豆服权代理人）应当按照受托人或受托人指定的代理机构的要求填写（受益人信息变更通知书》 

一式两份，并应到毛人的要求提供相应的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和变更后的信托利益分配账户复印件等文件． 

上述复印件均应由受益人；或授权代理人）签署以证明与原件相符． 

(3〕受益人通过受托人网上交易系统变更信托计划利益分配账户‘则应根据系统要求提供相应的电子申

请文件，包括但不限于以电子签名的方式填写《受益人信息变更通知书》． 

侈) 若委托人同时通过受托人网上交易系统取v成代理推介机构的柜台、网上银行、电子交易平台系统等

电子交易方式和其他线下方式直接向受托人提出信托利益分配胀户变更申请．受托人有权根据情况采取包括

但不限于当面或电话等方式与委托人确认申请 并以委托人最终确认的申请为依据办理信托利益分配账户变

更，如未能联系上委托人或未得至」委托人最终确认r 受托人有权拒绝受理委托人变更申请 由此所造成的风

险及损失由委托人承担． 

20.2 倡托计划财产专用银行账户的变更 

受托人变更信托i倒财产专用银行账I气有权以本合同约定的通知和送达的方式告知委托人和受益人． 

第21条受托人的变更 

21.t 受托职责终止的情形 

信托针划存续期间‘到毛人如出现后述情形之一，其受托职责终止 受托人被依法撒销或者被宣告破产

受托人依法解散或者法定资格丧失‘受托人辞任成者被解任 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21.2 变更受托人的程序和条件 

受托人职责终止时』新受托人由受益人大会选任．变更受托人应遵守如下全部程序和条件 

("）本合同所约定的信托报酬、信托计划费用及信托计划悦费已经全台彤吉清． 

(2｝经受益人大会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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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信托计划财产和信托事务移交的全部费用已结清。 

(4) 新受托人的选任人向原受托人出具更换受托人的通知． 

(5）新受托人向原到毛人出具同意履行本信托计划项下原受托人义务与贵任的确认书． 

21'3 受托人职责终止时 受托人或具清算人应当妥善保管信托计划财产 J 协助新受托人接管信托事务及信托

计戈」财产．新受托人履行到毛职责之前 原受托人仍应履行本合同约定的管理信托事务的职责．新受托人选

出后 原受托人应向新受托人办理信托计划财产和信托事务的移交手续． 

21.4 自信托t伐」财产和信托事务移交之日起 原受托人在本合同项下的权利和义务终止．因信托计划财产和

信托事务移交之日前的事由而产生的应由原到毛人承担的法律贵任由原受托人继续承担 委托人可以向原受

托人追究该等贵任． 

第 22 条信托计划的终止和延期 

22l 信托计划的终止 

(1) 信托七伐Ii成立后』除非法律另有规定或本合同另有约定』未经受托人书面同意，任何委托人或受益

人不得单方面终止本合同或信托汽恻． 

〔2）发生如下任州青形时 信托计划提前终止 

A 信托计划朝限届满』且没有发生本台同约定的信托气恻延期的情形． 

日因监控参考总值低于预警线或履约保障比低于平仓线』受托人变现全部信托计划财产』且受托

人决定提前终止信托计划． 

〔受益人大会决定终止． 

D 受托人职责终止』未能按本合同的约定产生新受托人． 

〔次级委托人和优先委托人一致同意提前终止信托计划． 

「信托1找”的存续违反信托计划目的． 

‘信托愁伐」的信托目的已经实现或无法实现． 

日信托计划被撒销． 

l 信托汽恻被解除． 

J 全体受益人书面放弃信托受益权． 

K 受托人认为有必要提前终止的其他情形． 

L 若发生法律法规‘政策以及适用于受托人及J 绝本信托t伐」的规范性文件等变化、监管部门及厂

或基金业协会要求、本信托计划所选择的证券经纪机构等合作机构停止为本信托tf 提供服务的情

况以及发生信托合同约定的不可抗力倩况或发生了其他信托合同签订时无法预见的重大变化（如上

述情形导致本信托计划的投资限制发生变化、以及投资操作受到限制等） 导致本信托计划难以继

续投资运作． 

M 法律规定的或本合同约定的其他情形． 

(3) 发生上述信托计划提前终止情形的』受托人应当在该情形出现之日起10 个工作日内寄送书面文件或

发送电子邮件等方式告知侧毛人及受益人．并说明信托i浏提前终止的原因， 

(4) 信托计戈」终止后，信托财产归属于信托tt 文件约定的主体．受托人应当按照法律栩定及本合同的

约定进行信托计划清筒工作，编制清脚报告』并以本合同约定方式将清茸报告披留给受益人． 

〔5〕信托计划财产在溜算期间产生白饰”息由受益人享有． 

22.2 信托i均J的延朋 

(1）发生如下任州胃形时‘受托人有权决定本信托计划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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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信托注浏期限届满 信托针戈”财产未全部变现并且已变现的信托计划财产不足以支付存续期间

现金分红． 

日在优先信托单位退出后 全'I本次级受益人申请信托计划延期且受托人决定信托计戈」延期的． 

C 信托胡划财产涉及诉讼或仲裁，且诉讼或仲裁的执行程序尚未终结． 

0 受托人认为有必要延期且经全体受益人书面同意的其他情形． 

〔如遇信托财产无去全部恋丽晌勺情形时则信托i倒自动延期至所有非翻合咨产变现后信托计划终

止． 

「法律规定或本合同约定的具他情形． 

(2）发生上述信托计划延期情形时，到毛人应当在该！青形出现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以其他形式告知委托

人及受益人 并说明信托计划延期的原因． 

第23 条保密事项 

23.1 双方对于本合同签署和履行过程中获得的关于本合同及本台同项下交易的文件资料和对方的商业秘密 

〔以下统称为“保密信怠”）负有保密义务．除非出现如下摺形之一，任何一方不得向第三方披韶保密信息 

(1) 因诉讼、仲裁等法律争议程序之黑要． 

《2）因履行本合同之需要． 

(3）监管机构履行监管职责之需要． 

(4）合同相对方或保密信息的权利人同意披鸽． 

【5）法律的要求． 

232 未经受托人事先书面同意 委托人、受益人不得将信托计划文件内容或与信托计划相关信息被露给新闻

媒体或者发表声明．双方同意，进一步采取所有合理的努力和防范措施．防止其任何关联公司、雇员或任何

其他人员以及雇用的中介机构和企业未经授权获得或I和使用或/和披甜任何保生信息． 

23'3 双方一致同意‘无论本合同是否变更、中止、解除、终止‘本条约定对双方一直具有约束力，除非有关

保密信息的权利人书面同意相对方解除保密义务，或该等保密信息非由于一方违反本台同的原因已经进入公

共领域而为公众所知悉』或出现根据法律规定可以免除保密义务和贵任的情形． 

绝 24・ 通知与送达 

24.1 通知．项 

〔1〕本合同记载的一方当事人通t形也址或其他联络方式发生变化的．相对方在收到有关变更通知之前根

据变更前的联系方式所发出的往来文件视为有效． 

(2〕受托人认为因履行受托曾理职贵而需通知委托人和受益人的事项． 

〔3）委托人和受益人发生具他变化』有可能影响受托人脑行受托管理职贵的事项‘ 

件) 其他黑诵知的事项． 

242 通知方式 

除非本合同另有约定，本台同项下要求的或允许的向任何一方作出的所有通知，要求、指令和其他通讯

应以书面形式做出．i鱼知应采用传真方式，或专人递送方式，或邮资预付的挂号信 I'1特快专递方式递送

至本合同所列的本合同当事人的地址或传真号码‘受托人向委托人或受益人发出通知的，还可以采取在到毛

人手机短‘言、电话或电子邮件等方式． 

24.3 通知时间 

上述通知事项应自发生之日起10 个工作日内或双方约定的其它期限内由通知方以书面形式通知相对 

方．如果在信托i糊期限届满前发生变化．通知方应笙迟在信托计划期限届满前 1 个工作日以书面形式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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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方． 

24.4 送达生效时间 

〔1〕受托人采取在受托入网立占公告、手机短信、电话或电子邮件的形式向委托人或受益人发出通知的 

受托人发出当日视为送达． 

(2）信托当事人以专人递送 特快专递、挂号信或传真的方式发出通知的 J 在如下条件下送达生效 

A 以专人递送，特快专递或圭号信方式发出的 r 以收件人签收日为送达日』收件人未签 ・月弓甲・绝

签收的‘以专人送达当日或特快专递或挂号信寄出日后的第5 个工作日视为送达‘ 

日以传真方式发出的，以发出方收到其传真机发出确认回执时视为送达． 

〔采用受托人网站公布、受托人网上交易系统和／成代理推介机构的柜台，网上银行、电子交易平

台系统、手机短信、电话、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的，受托人和／或代理推介书碗发出当日戴通话完

成后视为送达． 

0 同时采用上述两种或两种以卜误饮方式的，；关汰时间以其中最快达到相对方者为准． 

24.5 班任承担 

本合同项下要求的任何通知的发送可由有权接收通知的一方予以豁免．信托当事人未按本合同的约定履

行通知成灌；＊义务的．由此引起的法律需仟和经济损失由未履行义务的一方自行承担． 

24.‘不可杭力 

(1〕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容观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地艘、台风、洪水、火灾、其

他天灾，战争、骚乱、罢工报他类似事件 新法律颁布或对原法律的修改等政策因素． 

〔2〕如发生不可抗力事件，遭受该事件的一方应立即用可能的最快捷的方式通知相对方‘并在15 个工作日

内提供证明文件说明有关事件的细节和不能履行或部分不能腹行或需征很怜行本合同的原因 r 然后由双方协

商延期胭行本合同或终止本合同。 

〔3）如发生不可抗力事件，遭受该事件的一方应立即采取适当的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

使损失扩大的 r 不得在损失扩大的范围内要求部分或全部免除责任‘ 

第 25条违约贾任 

25.1 一般原则 

信托当事人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的约定，视为该方违约．违约方应向对方赔偿因其违约行为而使对方遭

受的直接损失． 

25.2 贬托人的违约班任 

除前述违约赔偿佛受原则外 蛋毛人的如下行为也构成违约．委托人应就如下事项向到毛人承担违约责

任，并洽尝受托人因此遭受的直接损失 

门）委托人未按照《信托合同》的约定向受托人交付信托资金。 

〔2）因委托人交付给受托人的信托资金合法性存在问题巨钳旨定的信托财产管理运用方式存在问题而导致

到毛人受到起诉或任何调查． 

归）到毛人在信托钊戈」文件中做出的任何陈述和保证是惜误的成虚假的． 

(4）如到毛人为金融机构且以具发行产品合法葵集的资金加入本信托I伐」，委托人以受托人名义进行产

品推介或者未向具所发行产品的投资者披路本信托计划的相关信息及揭示风险的 致使受托产酒马侣失． 

(5）委托人违反其在信托计划文件项卜其它义务或责任． 

25'3受托人的违约绍任 

到毛人未按本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谨植、有效管理信托定恻财产及履行其他义务‘受托人承担相应的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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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责任．受托人违反信托I找”目的处分信托计划财产或者因违背管理职责、处理信托计划事务不当致使信托

计划财产受到损失的 J 在未恢复信托计划财产的原状或者未予赔偿前‘不得请求给付受托人报酬．非因到毛

人的原因导致本信托计划提前终止的 受托人对此不承担任何贵任 受托人已收取的受托人报酬无需返还． 

25.4受托人对于因如下原因而引起的信托计划财产损失免于承担贾任 

(I〕不可抗力． 

(2）依据委托人代表出具的符合本合同约定的投资建议，受托人进行的投资操作． 

《3）依据当时有效的法律、中国银监会或其他政府机构的规定以及受益人大会决议．受托人的作为或不

作为。 

(4) 受托人按阴本合同第 10.6 条的约定处置信托计划财产。 

〔5）信托计划投资产品的发行人或相关主体所披霜的任何信息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以及违反法律或

监管机构的要求． 

(6）信托计划聘请的相关服务机构（包括但不限于保管银行，证券经纪商、律师事务所等）所披雾的任

何信息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该等机构及其雇员或代理人的作为可不作为‘该等机构违反与受托人签署

的相关协议． 

(7) 因委托人未提供真实、准确、有效的身份资料、信息及联系方式，或前述信息变更未及时通知受托

人 导致受托人无法及时传递信息至委托人、无法进行信息确认或信息确认有误的． 

〔日）因发生法律法规、政策以及适用千受托人及／或本信托计泪」的规范性文件等变化、监管部门及／可基

金业协会要求、本信托计划所选择的证券经纪机构等合作机构停止为本信托计划提供服务的｝荀兄以及发生信

托合同约定的不可抗力情况或发生了其他信托合同签订时无法预见的重大变化〔如上述情形导致本信托计划

的投资阳制发生变化％以及投资操作受到限副等）．导致本信托计划难以继续投资运作』受托人提前终止本

信托计划的． 

第 2‘条法律适用和争议解决 

26.1 本合同的成立、生效、解释、履行、修改和终止等事项均适用中国法律． 

26,2 本合同I页下的任何争议 r 各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 J 任何一方均有权将争议提交本合同签署地 

（杭州市下城区）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进行诉讼‘争议处理PM间，合同当事人应格守各自的职责 J 继续忠实、 

勤勉、尽贵地履行本合同规定的义务 J 维护委托人及合同各方的合法权益． 

263在诉讼期间 对于本台同不涉及争议部分的条款‘双方仍须剧于． 

第之7条台同的成立、生效与朗限 

271 本合同经委托人签署（自然人本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字 机构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章并加盖公章

或合同专用章）并经受托人签署后 委托人在受托人网上交易系统和／或代理推介书．勾的柜台、网上银行，电

子交易平台系统等通过交易密码、电子签名等方式签署本合同的子以附有交易密码、电子签名的数据电文达

到受托人电子系统 且受托人发出确认交易信息的欧据电文到达委托人可登陆的电子交易平台系统后，本合

同成立． 

272本合同在同时满足如下条件时生效 

0）本合同成立 

(2) 到毛人已足额交付信托资金． 

(3）信托计划成立． 

27,3 本台同朋限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信托a找Ii终止之日， 

用2日条台同的完且 

281 《信托计划说明书》是本合同的生目成部分．本合同未约定的』以《信托计划说明书》或真它信托计划文 



件为准；如本合同与《信托计划说明书》或其它信托计划文件的内容不一致 r 优乡针香用本合同・  

282 《认购风脸申明书》是本合同的组成部分．委托人签署本合同的同时应签署《认驹冈脸申明书》．受益

人转让信托受益权时． 《认购风险申明书》由信托受益权的受让人自动承受． 

28,3 本合同未尽事宜或本合同需变更的 委托人和受托人可以另行协商签订朴充协议．补充协议作为本合同

眼目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如果受益人向第三人转让其享有的全部信托受益权 则对本合同

的任何修订由到毛人与新受益人协商确定． 

2日4 本合同如有附件 则附件（包括基于附件产生的其他法律文件）为本合同的更目成部分 与本合同具有同

等法律效力。 

28.5 本合同的受益人若转让信托受益权』则信托受益权的转让人和受让人签订的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力构成

本合同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日 6 本合同项下的由双方共同亏大成的书面函件〔包括但不限于诵知．告知、说明等〕均为本合同的姻成部分

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2’条条款的独立 

29.1 本合同各个条款之间效力独立 如遇中国法律、政府指令或司法实践的任何变化，导致本合同任何条歇

成为非法、无效或者失去粥制执行性白勺』本合同任何其他条款的合法性、有效性和强制执行性不受影响，但

该非法、形戈或者失去强制执行性的条款严重损害了本合同其它部分的根本意图和含义的除外． 

292 如果本台同的任何约定依届时有效的法律被确定为无效或无法实施』本合同的其它条款将继续有效．此

种情况下』本合同双方将以有效的约定替换原约定』且该有效约定应尽可能接近原约定和本合同相应的目的

和精神． 

第30肠合同的解释 

30.”本合同由双方在平等的基础上 J 经友好协商而订立的．对本台同的解释不应考虑任何对起草台同的一方

做出不利解释或:1全释的假设成规则． 

孤2 本合同的不同条款和分条款的标题‘仅供查阅方便之用．不影响本台同任何条款的含义和解释． 

30.3 《信托合同’是信托洲文件的组成部分．信托计划文件的解释和说明以法律为准‘对于法俐量有规定

的． 终解释和说明权归受托人． 

第3”条台同的解除 

31.1 发生如下情形之，勺．本合同可解除 

(1〕本合同一方丧失实际艘约能力‘相对方有权以书面通知方式解除本合同． 

(2）由于本合同一方违约 J 严重影响了相对方的经济利益而使本合同履行丧失订立时的基础或成为不必

要成不可能时』相对方有权以书面通知方式解除本合同． 

(3）因发生不可抗力事件而导致双方或 方无法履行本合同的 双方均可以书面方式通知相对方解除本

合同． 

(4）本合同双方经过协商同意解除本合同． 

(5）法律规定的及本合同约定的其他解除合同的倩形出现‘ 

31.2 如果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原因导致本合同解除，受托人无需返还已收取的受托人报酬． 

313 以书面通知方式解除本合同的 书面通知送达日期为合同正式解除之日 r 但书面通知另行指定日期的除

外．以协商方式解除本合同的』以本合同双方达成协议之日为本合同正式解留之日月旦双方达成的协议另有

约定的除外． 

引.4 本合同的解除『不影响合同一方向相对方请求赔偿损失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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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2 条其他事项． 

32”申明．本合同双方在签署本合同前已仔细阅读了信托i例文件，对本合同、 《信托计划说明书， 《认

购风险申明书》等信托计划文件的内容已经阅悉 均无异议 并对信托当事人之间的信托关系、有关权利义

务和责任条款的法律含义有一致的理解． 

322 录音录像．到毛人・受益人搜权受托人对与本信托计划相关的谈话进行电话或电子录音、录像 并同意

可以在任伺相关的法律程序中出示电话或电子录音、录像及相关电子记录作为证据 

32.3 期间的顺延．本合同项下的到毛人支付款项的日期如遇非工作日，则顺姓兰卜一工作日． 

32.4i规单位．本合同项下一切金额的核耳以四舍五入精碗到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两位四舍五入的余额

由受托人根据具体情况自行决定计入本合同项下的信托计划费用、信托土伐税费或信托计划利益中的一项或

数项门 

325 合同文本．本台同一式肆份『委托人持有抓份、受托人持有腻份』各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6 关于电子合同的特别约定 

委托人在受托人网上交易系统和／成代理推介机构的拒台，网上银行‘电子交易平台系统等通过交易密码、电

子签名等方式签署本合同的视同于签署本合同的书面合同r 经签署的电子合同与纸质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到毛人通过前述电子方式签署本合同的书面合同原件 以到毛人在受托人后台服务器处留存的版本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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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陕国投・麒盛科技第一期员工持股集台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台同》的引言息及签宇页》） 

信息及签字页 

特别提乐：本信托计划不承诺委托人交付的信托资余不受损失、不保证信托计划最低收益。信托计划投资有

风险，委托人在签署本台同前 应仔细阅读信托计划文件并与受托人或委托人代表进行充分沟通，审镇作出

投资决策． 

请委托人务必使用正楷填写本页，并确保填写的资料完整、真实、准确‘有效‘如因委托人填写错误或未填

写导致的任何损失‘受托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委托人类型 

（请在您的选项处划口了’) 
口自然人 

口法人或其他组织 

委托人及 

罗赫人基 

自然人 

姓名 

证件号码 

证件wwJ及有效期 

国箱及职业 

人
 
救
 
他
 
组
 
织
 

名称 甩笼握．科浦‘、哈j城夜10弓 

证件号码”!33。卜‘川枷华’""' 
证件类型及营业期限，）幸之』忆伍褚队代才毛 

名: 色 I 浅 法定代表人/负责Akt 
‘水oal"3oX刃oyt2 法定代表人z负贵人证件号码‘33 

：去剑弋表人了负责人证件类型及有*:分I3S 长ta1 本信息 

委托代理人姓名 

到毛代理人证件号码 

翻毛代理人证件类型及有数期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选均 其他联系人（选勒 

传真〔选填） 电子邮箱（选填〕 

手机〔必填〕 ‘刀多扮扣，2' 
固定电话 。‘神～万3＆￡“厅‘ 

开户名称 触蓝，Jld式毕抽该花‘妈 

霭桨 
开户银行 4tJ4l 龟 Z9S苹考碱甘啥以去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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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账（卡）号 
33。，。华 0I了000u匀‘而‘左 

（大写） 人民币 亿 仟 佰 拾 万元整 

篡资金 《小写） 举 

认购信托单位的类型 

（请在您的选项处划“了” ) 

口优先信托单位

口次级信托单位 

注．委托人填写的认购带余希颤与受托人确认成功认购的信，千翔佘众丽不一致的』以受托人确认金额为准 

鼓 酬 撇  

、＼〕’；卜・  

4
  l
E
D
 

 

绷
 沙
叫
橄
 S
多
  

.
0
4
 

 吮 
海印 

剧国 

本合同由以上双方于 ，日在杭州市下城区签署・ 声去年／及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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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陕国投·麒盛科技第一期员工持股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追加信托资金通知（样本） 

截至 	年——月 	日‘陕国投·翩盛科技第一期员工持股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监控参考总值 

为 	 低于预．线 	／平仓线 	．谓贵方于 年 	月 	日 	 前按照信 

托合同约定追加资金——元，并划付至本信托计划的信托财产账户‘使监控参考总值高于或等 

于 	 ％. 

如追加资金未及时到位』贵任与后果由贵方承担． 

信托经理签字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信托财产账户 

户 名：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 

账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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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陕国投·麒盛科技第一期员工持股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职回追加信托资金申请书（样本）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本人作为陕国投·麒盛科技第一期员工持股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追加增强信托资金义务人，已于一年 

月 	日追加信托资金 	万元．现根据信托合同约定 r 申请取回追加资金 	万元． 

申请人〔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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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次级受益人特别风险承诺函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为贵彗翼鬓豁’瞿翼暴 (翼翼箕It&魏 (gntll 嘿 *'i7嘿 fl3' 	 (LTfS *M4iflJ" ) 
级委托人圈欠级受益人 特向畏司做出以下承诺 

一 本人是具备足够能力识别并承担高投资风险的合格投资者‘承诺交付的信托留t另本人台法所有并

有权支配的财产．未接受他人到毛资盆可者非法汇集他人资金参与信托计划． 

二、 全体委托人指定我司为本信托计划的委托人代表．受托人依据信托文件的规定 根据投资建议管理

运用信托财产 因此产生的一切冈脸和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由于委托人代表对经济形势‘金融市场、投资产

品价格走势等判断有误、获取信息不全、所投资产品的发行人信息披露不实、发出的投资建议不特合信托文

件约定或存在真他违约行为等原因导致的风险和损失）均由信托财产承担。 

三 本人承诺充分知晓作为本信托i例的次级委托人的风险 

1． 本信托计划的委托人分为优多矮托人和次级委托人‘次级耐石人相对优先委托人而曹，面临里大的

投组风险， 

2. 本信托:1;伐」成立时』优先信托计划资金为次级信托计划资金的【”】倍．该种信托利益分配安排， 

放大了次级受益人的风险．在信托计划发生少通整体亏损的情况下』次级受益人的信托利益有可能出现较大

甚至全部亏损． 

若发生法律法规、政策以及适用于受托人及1或本信托1伐」的规范性文件等变化、监管部门及1或基

金业协会要求‘本信托计划所选择的证券经纪．u勾等合作书讲勾停止为本信托计划提供服务的情况以及发生信

托合同约定的不可抗力情况或发生了其他信托合同签订时无法预见的重大变化〔如上述情形导致本信托计划

的投资限制发生变化・ 以及投资操作受到限制等）了导致本信托a找Ii难以继蒸投资运炸凡本信托昆掬刊月若提 

前终止 ・ 本人知‘并自’承担由此导致的风段和损失・ 	 针心似打04' 
本人已认夏阅该并理解所有的信托计划文件 J 清楚充分地

自身具备承担各类风险事项的能力 J 自匾承担相应的信托投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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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关于行使表决权的指令（样本） 

编号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按照编号 [2002 [069] 	】的【信托合同】约定 我方作为【陕国投・改盛科技第一期员工持股集 

台资金信托计划】项下持股的表决权人『特委托贵公司参加服东大会并进行表决』具体表决意见指令如下 

．诬照仇行． 

目标公司名称 股萦代码 持股数通 股东大会届次 表决议题 
表决息见 

（同意、反对、弃4又） 

熟
 
拟
 

 ｝
煮
 

户例、索

产曰  

}  

矛  

海｛ 唐

…  

「p1 琶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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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陕国投・麒盛科技第一期员工持股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优先委托人授权预留印鉴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现指令贵公司对陕国投・麒盛科技第一期员工持股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项下优先
委托人出具的所有指令、通知、函件均授权给以下预留印鉴： 

预留印鉴： 

杭银理财有限贵任公司（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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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委托人（受益人）风险适应性调查表 

’卑板示 ・ 本调查表系受托人就委托人的资产状况〔或个人收入〕，收入稳定状况、投资风险、对金融

风险的Is悉程度．风险承受能力、对证券投资信托相关法规的了解程度进行尽职调查。请委托人据实摘 

写． 

为使委托人详细了解 l'｛身的风险特性，帮助在风险承受范川内正确选抒证券投资伯托沪：品，清委托人雕 

确回答下述问题（请选择符合自身情况的答案．井在答案前“口”内划“了”或在空白处填写〕 

一、委托人收人状况． 

习撼毛口较稳走口不｝门足口临时 

＝、加入信托计划的资金为委托人合法拥有的财产： 

叹声釜／：不确定 

是否非法汇集他人资金参与本信托计划： 

口足 

您认钩本信托产品的金顺占您全部金融资产的比例？

邹0％以下 口20-30％ 口30-50％ 口50- 70% 二70%以上 

委托人投资经验： 

心硬票己成玉口期货口信托H划 白杨丁理财 

委托人是否同惫指定【・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信托计划的委托人代表 

杯意口 FFL 

委托人是否认同委托人代表的投资理念、投资策略： 

口袄纂舒口不 t& H 

委托人能否承受墓于投资产生的风险： 

八启苍兹承担：不能承担 

委托人对证异投资信托相关法规的了解程度： 

as诫 E,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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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优先委托人坟写侣优先委托人的伯托本金、收益可能因证券市场连续急跌等特殊情况而产生损失， 

诫益，《担引能，《书） 

次级委托人坟写．本信托产品运作期间和到期时收益串可能为负（即亏损本金），在最不利的情况下， 

次级委托人可能会亏损全部信托本金，次级委托人是否接受井・愈用买本伯托产品： 

犯尹顽按受憾愈购买 口礴、能孩受 f(Lt'%1买 

您了解本信托计划的结构么？ 

t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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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合格投资者信息确认单（自然人客户） 

木人提供的相关财产和收入讯明直实合法有效；本人符合以卜情形，为合挤投资者： 

口本人投资本信托的资金不少于100万元人民币。 

口具有2年以卜拎资经历，家庭金融净资产不低于300万元．本人个人或家庭金融资产超过500万

元人民币，财产类书为： 

口存款、口股票、口墓金、口债券、口信托产品、口银行理财产品

口本人妓近三年征年的收入超过40万儿人民币。 

本人进行信托役资的资金来源为； 

口【资薪金所得口个依l 商户的生产经背所彻口对企书业单位的承包经苛所得口承租经荞所得 

口劳务报酬所得口搞酬所得口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口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口财产租赁所得口财产转让

所得口偶然所得 

口」〔他〔请注明） 

兹申明： 

以上填写内容完全属实．所提供资料真实有效。 

信托委托人（受益人）本人成代理人签名： 

年 月 日 

合格投资者信息确认单（机构客户） 

本机构最近 l年末净资产不低 r1000万元，本机构提供的书！关时产和收入‘EF')1 直实合法有效．本

机构投资本信托的资金不少于 '00万元人民币，为合格投资者‘ 

本机构进行信托投资的资金来源为： 

口自有资金 

口其他 ( 洁往明〕 

兹申明． 

以上坟写内容完全属实，所提供资料真实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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