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构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评估问卷 

 
重要提示： 

1. 为贯彻落实中国证监会颁发的《证券投资基金销售适用性指导意见》，规范基金销售行为，确保基金

和相关产品销售的适用性，切实保障基金投资者的权益，请仔细阅读下列关于问卷以及风险评估的相

关细则，准确填写问卷并在相关资料有变动时适时更新您的风险承受能力； 

2. 本问卷旨在协助贵公司了解自己对投资风险的承受的能力及态度，问卷结果不一定能完全呈现投资人

面对投资风险的真正态度，但可提供贵公司一些衡量自身风险属性的指标作为投资者投资决策的参考

依据； 

3. 本公司根据投资者的风险等级和所选基金产品，对投资者的投资行为仅作出是否匹配的提示，但不构

成对投资者的投资建议，或对投资者的决策形成实质影响。无论投资者是否根据调查结果进行投资，

均属投资者的独立行为，相应的风险亦由投资者独立承担； 

4. 投资者在基金购买过程中，请注意核对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拟购买基金产品的风险等级是否匹配； 

5. 随着市场的变化和经济发展，衡量投资者风险承受力的因素也会随之改变，本问卷内容将每年进行更

新，加之投资者自身抵御风险能力也在不断的变化中，因此，我公司将每年向投资者进行风险问卷调

查，以便投资者及时了解自己最新的风险承受情况。 

 
投资适应性评估方法说明 
整个评估可分为三步： 
第一步：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调查 
第二步：基金产品风险分类 
第三步：风险匹配 
 

第一步 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调查 
根据投资者填写的风险承受能力调查问卷，我们将投资者按照风险承受能力分为五大类，承受能力由高到

低排序为：激进型、积极型、稳健型、保守型和安逸型。具体解释如下： 

风险承受 

能力等级  
风险承受能力说明  

激进型  

对于激进型投资人，其投资组合将绝大部分比例投资于股票类资产或股票型基金，并且敢于

涉足一些投机领域。为了追求最大回报，同时愿意承受资产价格的短期大幅波动风险，甚至

相对长时间亏损的可能。因为其承受较大波动性，投资者最后获得的回报率较难预测。大多

数情况下，其长期回报率高于其它较为保守的投资方法 

积极型  

对于积极型投资人，其投资组合较大比例配置股票类资产或股票型基金，同时还有小部分比

例配置于债券和现金。此类投资人注重获得丰厚的投资回报，但对大多数投机领域敬而远之。

投资价值在短期内可能会有大幅波动。投资期限内，最终获得的投资回报较难预料。大多数

情况下，较之其它相对保守的投资方法，这种投资方法的回报率较高，五年以上的投资尤其

如此 

稳健型  

对于稳健型投资人，其投资组合均衡配置股票类资产和债券类资产（或股票型基金和债券型

基金）以及配置型基金。此类投资人注重获得稳健的投资回报。投资的市值在短期内可能会

有一些波动。投资期限内，其综合回报难以准确预测，但也不会过于出乎意外。大多数情况

下，相对较为保守的投资方法，这种方法的回报率较高，五年以上的投资更是如此 

保守型  

对于保守型投资人，其投资组合较大比例配置债券类资产或债券型基金，同时也有一部分比

例配制于股票类资产或股票型基金以及配置型基金。此类投资人注重获得稳定的投资回报，

而不追求最大回报，且限制短期内的大幅波动。投资期限内，虽然难以准确预测其回报率，

但是也不会有大起大落的情况。大多数情况下，相对风险较高的投资方法，这种方法的回报



 

率较低，五年以上的投资尤其如此 

安逸型  

对于安逸型投资人，其投资组合配置在风险最小的领域，如货币市场基金或中短债基金。此

类投资人注重获得相对确定的投资回报，而不追求最大回报，且限制短期内的大幅波动。投

资期限内，回报率的波动性较小。大多数情况下，相对风险较高的投资方法，这种方法的回

报率最低，五年以上的投资尤其如此 

 

第二步 基金产品风险分类 
按照基金产品设计时的风险定位，将基金产品按照其风险收益特征，分为五类： 

基金大类风险  晨星基金分类  晨星分类说明  

高风险  股票型基金  主要投资于股票的基金，其股票投资占资产净值的比例 80% 

偏高风险  积极配置型基金  
投资于股票、债券以及货币市场工具的基金，且不符合股票型基金和债

券型基金的分类标准；且固定收益类资产占资产净值的比例<50%  

中等风险  保守配置型基金  
投资于股票、债券以及货币市场工具的基金，且不符合股票型基金和债

券型基金的分类标准；且固定收益类资产占资产净值的比例≥50% 

偏低风险  

普通债券基金  
主要投资于债券的基金，其债券投资占资产净值的比例 80%，纯股票投

资占资产净值的比例不超过 20%；且不符合短债基金的标准 

保本基金  
基金招募说明书中明确规定相关的担保条款，即在满足一定的持有期限

后，为投资人提供本金或收益的保障 

低风险  

短债基金  
主要投资于债券的基金，其债券投资占资产净值的比例 80%，纯股票投

资占资产净值的比例不超过 20%；且债券组合久期不超过 3 年 

货币市场基金  
主要投资于货币市场工具的基金，货币市场工具包括短期债券、央行票

据、回购、同业存款、大额存单、商业票据等 

 
第三步 风险匹配 

        根据投资人风险等级和基金产品风险类别，本公司为各类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者匹配了其适宜投资的基金产品

类型。以下匹配表中，“√”表示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符合或高于基金产品风险等级，“×”表示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低于

基金产品风险等级。 

基金风险等级 晨星基金分类 激进型投资人  积极型投资人  稳健型投资人  保守型投资人  安逸型投资人  

高风险  股票型基金  √  ×  ×  ×  ×  

偏高风险  积极配置型基金  √  √  ×  ×  ×  

中等风险  保守配置型基金  √  √  √  √  ×  

偏低风险  
普通债券基金  √  √  √  √  ×  

保本基金  √  √  √  √  ×  

低风险 
短债基金  √  √  √  √  √  

货币市场基金  √  √  √  √  √  
 

 

我已阅读并理解 



 

机构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调查问卷 
（一）投资目的 

1. 贵司的投资目标是什么？ 

A. 激进成长；  

B. 显著成长；  

C. 稳健成长；  

D. 谨慎成长；  

E. 避免亏损；  

2. 在正常的市场情况下，贵司对这项投资的收益有何期望？ 

A. 获得超越股市表现的超高收益，同时愿意承受比股市波动更大的波动性   

B. 获得和股市表现大体相当的收益，愿承受与股市相当的波动性     

C. 逊于股市表现，但能取得适度盈利，同时波动性较小       

D. 收益保持稳定，但能取得一般盈利           

E. 收益保持高度稳定，但略有薄利             

3. 假如股市在今后十年表现极差，贵司最低限度可以接受下面哪种情况？ 

A. 亏损；             

B. 略赚或持平；       

C. 维持少量盈利；     

D. 取得适度盈利；     

E. 获得很高回报       

（二）投资期限 

4. 贵司面临的现金流压力如何？ 

A. 现金流长期充裕，几乎没有压力                             

B. 现金流长期较充裕，短期内不会有压力，长期压力较小         

C. 现金流长期有一定压力，需要一定的投资收益弥补现金流       

D. 现金流短期有一定压力，需要流动性较高的投资                

E. 现金流短期压力很大，有可能需要随时将投资变现弥补现金流    

5. 贵司希望什么时候开始使用投资收入？ 

A. 至少10 年后；     

B. 5 至10 年内；      

C. 3 至5 年内；       

D. 1 至3 年内；       

E. 1 年内             

6. 贵司认为比较理想的可以检验投资绩效的时间段是多长？ 

A. 10 年以上；       

B. 5 至10 年；        

C. 3 至5 年；         

D. 1 至3 年；       

E. 1 年以下           

（三）投资经验 

7. 债券、股票、基金、股指期货，这四类投资品种贵司深入研究过几种？ 

A. 全部都深入研究过；     

B. 三种；                  

C. 两种；                 

D. 一种；                  

E. 都没有研究过           



 

8. 贵司有多少年的证券投资经验？ 

A. 15 年以上；             

B. 10 到15 年；             

C. 5 到10 年；              

D. 1 到5 年；               

E. 1 年以内                 

9. 贵司的投资研究团队人员的平均从业经验是多少年？ 

A. 10 年以上；            

B. 5 至10 年；              

C. 3 至5 年；               

D. 1 至3 年；               

E. 1 年以下                

（四）财务状况 

10. 贵司目前的投资规模是多大？ 

A. 大于２０００万元；               

B. １５００万到２０００万元；        

C. １０００万到１５００万元；       

D. ５００万到１０００万元；          

E. ５００万元以下                    

11. 根据贵司目前以及将来预期的现金需求，您们可以将多少比例的投资收益用于再投资？ 

A. 将所有投资收益用于再投资；              

B. ５０％以上的收益用于再投资；            

C. ２０％至５０％的收益用于再投资；         

D. ２０％以下的收益用于再投资；             

E. 所有收益都不做再投资，而用做他用         

12. 贵司的主要投资资金来源是？ 

A. 其它大型机构投资者；                     

B. 其它小型机构投资者；                      

C. 个人投资者；                              

D. 自有资金；                               

E. 银行借款                                  

（五）短期风险承受水平 

13. 下面哪一种描述最符合贵司对今后三个月投资表现的态度？ 

A. 三个月内投资出现任何程度的亏损，我们都不会介意                      

B. 我们可以容忍这期间出现的亏损，但是如果亏损过多，我们会比较介意       

C. 若亏损高于10%，我们会感到担心                                      

D. 我们只能容忍少于5%的短期亏损                                        

E. 我们难以忍受任何亏损                                                

14. 如果贵司的一笔投资在6 至9 个月内市值下降了20%，而研究团队的研究表明该投资被 

低估，但不确定何时能回归应有价值，贵司会如何处理这笔投资？ 

A. 购买更多的同类资产；           

B. 保留现有资产不动；             

C. 卖掉少量该类资产；             

D. 卖掉大部分该类资产；            

E. 全部卖掉该类资产               

（六）长期风险承受水平 

15. 下面哪一种描述最符合贵司对今后三年投资表现的态度？ 



 

A. 不介意亏损；                   

B. 能容忍亏损；                    

C. 能容忍少量亏损；                

D. 难以容忍任何亏损；             

E. 期望至少能略有回报              

16. 考虑到资本市场的起伏，下列哪一种可能的投资组合回报是贵司最满意的？ 

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平均回报 

A. 14% -21% 40% -4% 31% 12%       
B. 9% -11% 26% 3% 18% 9%          
C. -6% 7% 21% 2% 8% 6%            
D. 2% 5% 6% 0% 7% 4%              
E. 3% 3% 3% 3% 3% 3%              

17. 在未来五年内，贵司预期主营业务收入会有何变化？ 

A. 显著增长；          

B. 有一定增长；         

C. 保持不变；           

D. 可能会有所下降；     

E. 显著下降             

 

 

□ 本公司放弃调查，愿意接受将风险承受能力设为最低风险级别－低风险型。 

 

 
问卷声明： 

1、本公司愿意接受此问卷调查，并已如实回答； 

2、如本公司所选择的基金产品风险等级超过本调查问卷得出的风险承受等级时，本公司确

认此投资行为为本公司意愿行为，自行承担此投资的风险。 

 

 

机构投资者名称： 

 

 

经办人签字： 

 

 

机构投资者签章（预留印鉴）： 

 

 

日期：       年   月   日 

 

 

销售机构填写 

网点编号 经办 复核 客户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