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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投资人风险承受能力调查表（机构版） 

注：请基金投资人在基金购买过程中注意核对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产品风险的匹配情况 

 

机构投资者全称：  

有效证件类型：  

有效证件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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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公司直销和网上基金销售行为，

确保基金和相关产品销售的适用性，切实保障基金投资人的权益，现需对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做评估，

请完成以下风险调查问卷。本问卷旨在协助您了解您对投资风险的承受度及属性。以下问题是用来协助评

估贵公司本身投资属性与一般投资风险承受度。问卷结果可能不能完全呈现您面对投资风险的真正态度，

但是可提供您一些衡量自身风险属性的指标。并提醒您在选择基金/资产管理计划前，充分了解基金/资产

管理计划的风险特征和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审慎选择与您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基金/资产管理计划。 

1、贵单位的性质： 

A. 国有企事业单位    （1 分） 

B. 非上市民营企业    （2 分） 

C. 外资企业          （3 分） 

D. 上市公司          （5 分） 

2、贵单位的净资产规模为： 

A. 500 万元以下          （1 分） 

B. 500 万元-2000 万元    （2 分） 

C. 2000 万元-1 亿元      （3 分） 

D. 超过 1 亿元          （5 分） 

3、贵单位年营业收入为： 

A. 500 万元以下          （1 分） 

B. 500 万元-2000 万元    （2 分） 

C. 2000 万元-1 亿元      （3 分） 

D. 超过 1 亿元          （5 分） 

4、贵单位证券账户资产为： 

A. 300 万元以内           （1 分） 

B. 300 万元-1000 万元     （2 分） 

C. 1000 万元-3000 万元    （3 分） 

D. 超过 3000 万元        （5 分） 

5、贵单位是否有尚未清偿的数额较大的债务？如有，主要是： 

A. 银行贷款                            （1 分） 

B. 公司债券或企业债券                  （2 分） 

C. 通过担保公司等中介机构募集的借款    （3 分） 

D. 民间借贷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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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没有数额较大的债务                  （6 分） 

6、对于金融产品投资工作，贵单位打算配置怎样的人员力量： 

A. 一名兼职人员（包括负责人自行决策）       （1 分） 

B. 一名专职人员                             （2 分） 

C. 多名兼职或专职人员，相互之间分工不明确   （3 分） 

D. 多名兼职或专职人员，相互之间有明确分工   （5 分） 

7、贵单位所配置的负责金融产品投资工作的人员是否符合以下情况： 

A. 现在或此前曾从事金融、经济或财会等与金融产品投资相关的工作超过两年   （5 分） 

B. 已取得金融、经济或财会等与金融产品投资相关专业学士以上学位           （3 分） 

C. 取得证券从业资格、期货从业资格、注册会计师证书（CPA）或注册金融分析师证书（CFA）

中的一项及以上     （2 分） 

D. 本单位所配置的人员不符合以上任何一项描述  （1 分） 

8、贵单位是否建立了金融产品投资相关的管理制度： 

A. 没有。因为要保证操作的灵活性       （1 分） 

B. 已建立。包括了分工和授权的要求，但未包括投资风险控制的规则     （3 分） 

C. 已建立。包括了分工与授权、风险控制等一系列与金融产品投资有关的规则    （5 分） 

9、贵单位的投资经验可以被概括为： 

A．有限：除银行活期账户和定期存款外，基本没有其他投资经验   （1 分） 

B．一般：除银行活期账户和定期存款外，购买过基金、保险等理财产品，但还需要进一步

的指导   （2 分） 

C．丰富：本单位具有相当投资经验，参与过股票、基金等产品的交易，并倾向于自己做出

投资决策 （3 分） 

D．非常丰富：本单位对于投资非常有经验，参与过权证、期货或创业板等高风险产品的交

易       （5 分） 

10、有一位投资者一个月内做了 15 笔交易（同一品种买卖各一次算一笔），贵单位认为这

样的交易频率： 

A. 太高了   （1 分） 

B. 偏高     （2 分） 

C. 正常     （3 分） 

D. 偏低     （5 分） 

11、过去一年时间内，您购买的不同金融产品（含同一类型的不同金融产品）的数量是： 

A. 5 个以下     （1 分） 

B. 6 至 10 个   （2 分） 

C. 11 至 15 个  （3 分） 

D. 16 个以上    （5 分） 

12、以下金融产品，贵单位投资经验在两年以上的有： 

A. 银行存款     （1 分） 

B. 债券、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型基金或其它固定收益类产品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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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股票、混合型基金、偏股型基金、股票型基金等权益类投资品种    （3 分） 

D. 期货、融资融券            （5 分） 

E. 复杂金融产品或其他产品    （6 分） 

（注：本题可多选，但评分以其中最高分值选项为准。） 

13、如果贵单位曾经从事过金融产品投资，在交易较为活跃的月份，平均月交易额大概是多

少： 

A. 100 万元以内        （2 分） 

B. 100 万元-300 万元   （3 分） 

C. 300 万元-1000 万元  （5 分） 

D. 1000 万元以上       （6 分） 

E. 从未投资过金融产品  （1 分） 

14、贵单位用于证券投资的大部分资金不会用作其它用途的时间段为： 

A．短期——0 到 1 年   （1 分） 

B．中期——1 到 5 年   （3 分） 

C．长期——5 年以上    （5 分） 

15、贵单位进行投资时的首要目标是： 

A．资产保值，我不愿意承担任何投资风险         （1 分） 

B．尽可能保证本金安全，不在乎收益率比较低     （2 分） 

C．产生较多的收益，可以承担一定的投资风险     （3 分） 

D．实现资产大幅增长，愿意承担很大的投资风险   （5 分） 

16、贵单位打算重点投资于哪个种类的投资品种？ 

A. 债券、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基金等固定收益类投资品种           （1 分） 

B. 股票、混合型基金、偏股型基金、股票型基金等权益类投资品种   （2 分） 

C. 期货、融资融券    （3 分） 

D. 复杂金融产品      （5 分） 

E. 其他产品          （6 分） 

17、贵单位认为自己能承受的最大投资损失是多少？ 

A. 10%以内    （1 分） 

B. 10%-30%    （2 分） 

C. 30%-50%    （3 分） 

D. 超过 50%   （5 分） 

18、假设有两种不同的投资：投资 A 预期获得 5%的收益，有可能承担非常小的损失；投

资 B 预期获得 20%的收益，但有可能面临 25%甚至更高的亏损。您将您的投资资产分配为： 

A．全部投资于 A       （1 分） 

B．大部分投资于 A     （2 分） 

C．两种投资各一半     （3 分） 

D．大部分投资于 B     （5 分） 

E．全部投资于 B       （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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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贵单位参与金融产品投资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A. 闲置资金保值增值                      （1 分） 

B. 获取主营业务以外的投资收益            （2 分） 

C. 现货套期保值、对冲主营业务风险        （3 分） 

D. 减持已持有的股票                      （5 分） 

下表是根据您对上述问题回答的总分，借此评估您在面对风险时所持有的“一般”态度 

分数 风险属性分类 定义 

0-20 分  安全型（C1） 

看起来您属于投资者中最为保守的一族，往往很难接受新生事物，

对高风险的投资产品嗤之以鼻。 

您深知本金安全至上的真理，不太在乎收益几何。您知道通货膨胀

会吞噬放在银行的财富，因此不愿意把资金全部存入银行。您的经

济实力可能不是太好，偶尔有现金支出时会感觉捉襟见肘，但又不

愿白白舍弃利息收益，所以流动性高的货币市场基金可以满足您的

需求。 

21-40 分  保守型（C2） 

您的风险承担能力较低，不太愿意承担太多风险，也不太喜欢涉足

风险较高的投资领域。 

您较为注重本金的保值，所以您愿意容忍相对较低的回报率，并耐

得住寂寞。对于波动性大的股票市场，您的参与意向和亲近感比较

低。您相信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但始终不太愿意在理财技巧方面

投入时间与精力。您对一夜暴富嗤之以鼻，但您谨慎的投资性格会

让您在经济危机到来时享受前所未有的自豪感。 

41-60 分  稳健型（C3） 

您属于大众投资者中为数最多的群落中的一员。您对于投资市场具

有一些了解，持谨慎态度，厌恶高风险，但愿意在可承担的范围内

进行尝试。您的投资目的，主要是保障现有资本，同时希望获得稳

定的增值。 

所以，较低风险同时较低回报的债券市场，是您关注的重点。同时，

手头并不太宽裕的您，对于提高现金资产的利用效率报有期待，所

以您比较重视货币市场基金。股票在您看来，风险度较高，但您对

于某些看上去不错的股票会发生兴趣。您对于股票投资的风险限度

经常为小于市场的整体风险。当股票浮亏超过您的容忍度，您很可

能选择忍痛割肉，并且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会再次踏入市场。 

61-80 分  积极型（C4） 

您认为自己比较为了解投资知识，持主动投资态度，担心通货膨胀

侵蚀您的财富。您非常明白不能把全部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的道

理。所以，您将资产平均分配于风险回报各自相异的产品中。 

但是，您同时具有比较强的投资偏好。您认为股市虽然风险较高的，

但长期来看若良好运作可以获得较高回报。而且您认为，股票是为

数不多可获取高回报的工具。出于组合投资考虑，您还投资于风险

较低的债券市场，并持有货币基金以应对现金支出。对于回报期望

值，您的要求较高，希望在获取固定利益收入的同时，可以获得资

本增值。为此，您可以承受一些波动，即使有时承担超过市场整体

的风险。 

81～100 分 进取型（C5） 您对于投资市场颇为了解，也引以为傲。您的财务压力很小，对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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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收入增长充满信心。您深知风险与回报相匹配的道理，信奉险中

求财。股票市场，是您投资的重点，您也明白股市短期波动大，但

您愿意而且相信自己有足够的能力承担帐面损失。 

在短期内没有资金兑付压力，最为注重高回报。同时，虽然您深知

灵活搭配各种不同风险类型产品构建投资组合的奥妙，但出于您对

市场的充满自信的判断与对本金较高的风险承受力，只会少量持有

债券等其它低风险产品。 

根据您所提供的答案，您的总分是（  ）。参照以上定义，您面对投资风险的“一般”承受

度大致是（ □安全型 C1   □保守型 C2  □ 稳健型 C3  □积极型 C4   □进取型 C5 ） 

□ 本人自愿放弃风险承受能力调查，愿意接受将风险承受能力设为最低风险级别-安全型。 

（若放弃本次调查，请在□内打“√“） 

重要声明： 

1、本风险评估问卷结果是根据投资者填问卷当时所提供的资料而推论得知，且其结果将作为投资者未来在

投资天治基金产品时的参考所用。此问卷内容及其结果不构成投资买卖建议。天治基金将不对此份问卷结

论之准确性及获得资讯是否完整负责。 

2、如本人放弃调查，则视为愿意接受将风险承受能力设为最低风险级别－安全型。 

3、如本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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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确认此投资行为为本人

意愿行为。 

 

机构投资者签章(预留印签)：                

               

授权经办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