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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调查问卷

尊敬的投资者：   

 

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

当性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管理人，应当为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进行调查和评价

重新接受风险承受能力调查

为此，本公司采用统一格式的

贵机构的风险承受能力进行评测

以便了解自身最新风险承受

理计划（专户）产品时参考，

本公司不对贵机构据此所做出的投资行为构成任何建议或承诺

 
 

★贵机构是否愿意接受本公司

□是                   

 

★本问卷调查结果有效期原则上为一年

期后继续沿用本问卷调查结果

力等信息发生任何变化时，

重新填写本问卷。 

 
□是                    
 
 
 

专业投资者/普通投资者认定
 

（一）是否为经有关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

理公司及其子公司、商业银行

记的证券公司子公司、期货公司子公司

（二）是否为上述机构面向投资者发行的理财产品

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产品

品、经行业协会备案的私募基金

（三）是否为社会保障基金、

构投资者（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四）是否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1.最近1 年末净资产不低于2000 

2.最近1 年末金融资产不低于

3.具有2 年以上证券、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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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调查问卷 

 

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证券投资基金销售适用性指导意见》、《证券期货投资者适

，华泰保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应当为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进行调查和评价，并且定期或不定期地提示投资者

风险承受能力调查。 

采用统一格式的《机构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调查问卷》

风险承受能力进行评测，请贵机构根据实际情况填写，并定期接受风险问卷调查

最新风险承受能力情况。问卷调查结果仅供贵机构投资基金/

，可能无法完全涵盖贵机构面对投资风险承受能力的所有方面

据此所做出的投资行为构成任何建议或承诺。市场有风险

本公司的风险承受能力调查？（选择“否”，将视贵机构为

        □否 

有效期原则上为一年，贵机构是否同意在本问卷调查结果有效期

调查结果？如贵机构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财务状况及风险承受

，贵机构应当及时通知华泰保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否 

认定（如勾选“是”还请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是否为经有关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包括证券公司、期货公司

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等；经行业协会备案或者登

期货公司子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         □是

是否为上述机构面向投资者发行的理财产品，包括但不限于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产品

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产品、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产品、银行理财产品、保险产品

经行业协会备案的私募基金。                               □是

、企业年金等养老基金，慈善基金等社会公益基金

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        □是

是否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2000 万元；                          □是     

年末金融资产不低于1000 万元；                        □是     

、期货、黄金、外汇等投资经历。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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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期货投资者适

本公司”）作为基金

并且定期或不定期地提示投资者

》及其计算方法对

并定期接受风险问卷调查，

/特定客户资产管

投资风险承受能力的所有方面，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将视贵机构为C1保守型） 

调查结果有效期一年到

财务状况及风险承受能

华泰保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柜台，并

期货公司、基金管

经行业协会备案或者登

是     □否 

包括但不限于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产品、

保险产品、信托产

是     □否 

慈善基金等社会公益基金，合格境外机

是     □否 

     □否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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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承受能力调查 
 
 
1、截至上一会计年度末贵机构净资产
产不低于1000万元，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

A．5亿元以上              
B．1亿元-5亿元               
C．5000万元-1亿元           

D．1000万元-5000万元        
E．1000万元以下              

 
2.贵机构用于基金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是

A．固定比例用于投资的自有资金

B．募集资金                          
C．较长时间的闲置资金              

D．一年内的闲置资金                  
E．银行或其他借款                    

 

3. 贵公司是否具备证券期货投资知识

A.有专业的投资团队，具备丰富的证券期货投资知识

B.有投资团队，具备必要的证券期货投资知识

C.有投资团队，具备相关证券期货投资知识

D.准备组建投资团队，具备一定证券期货投资知识

E.没有投资团队，不具备证券期货投资知识
 
4．贵机构有多少年的金融投资经验

A．15年（含）以上                

B．10年（含）到15年             
C． 5年（含）到10年               
D．1年（含）到5年                

E． 1年以内                        

 

5. 贵公司已有的金融投资经验如何

A.有期货或权证等产品投资经验

B.有股票或股票型基金投资经验

C.有债券或混合类产品投资经验

D.只有固定收益类产品投资经验

E.有其他金融产品投资经验                

F.没有投资经验                          
 
6．在正常的市场情况下，贵机构对基金投资的收益有何期望

A.获得超越股市表现的超高收益

B.获得和股市表现大体相当的收益

C.逊于股市表现，但能取得适度盈利

D.收益保持稳定，且能取得一定盈利

E.收益保持高度稳定，且略有薄利

F.宁可无收益，也绝不能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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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贵机构净资产（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专户）客户必须满足净资
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 

                       10分 
                           8分 

                        6分 

                     4分 
                          2分 

贵机构用于基金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是： 

固定比例用于投资的自有资金            10分 

                               8分 
                     6分 

                       4分 
                         2分 

具备证券期货投资知识？ 

具备丰富的证券期货投资知识        10分 

具备必要的证券期货投资知识               8分 

具备相关证券期货投资知识                 6分 

具备一定证券期货投资知识           4分 

不具备证券期货投资知识                 2分 

投资经验？ 

                         10分 

                        8分 
                        6分 

                          4分 

                                2分 

经验如何？  

有期货或权证等产品投资经验           10分 

有股票或股票型基金投资经验            8分 

有债券或混合类产品投资经验            6分 

只有固定收益类产品投资经验            4分 

                2分 

                         0分 

贵机构对基金投资的收益有何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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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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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能取得适度盈利，同时波动性较小                      

且能取得一定盈利                                      

且略有薄利                                        

也绝不能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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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必须满足净资

     10分 

              8分 

                      6分 

                                      4分 

                                        2分 

                                            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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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贵机构认为比较理想的投资期限
A．10年（含）以上          

B．5年（含）-10年            

C．3年（含）-5年             
D．1年（含）-3年             

E．1年以下                  

 
8．下面哪一种描述最符合贵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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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我们可以容忍这期间出现的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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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承受风险，准备赎回或卖掉

 
9.贵机构现在已经投资于其它非货币类金融产品的资产

A. 80%（含）以上                                         

B. 50%（含）-80%                                          8

C. 20%（含）-50%                                          6

D. 10%（含）-20%            

E. 0（含）-10%                                          2

 
10.在未来五年内，贵机构预期主营业务收入

A．主营业务收入显著增长, 

B．主营业务收入有一定增长

C．主营业务收入和资产负债率均保持不变

D．主营业务收入可能会有所下降

E． 主营业务收入显著下降
 

 

 

得分区间及类型如下表所示

得分情况 

0＜得分≤20 

20＜得分≤40 

40＜得分≤60 

60＜得分≤80 

80＜得分≤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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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比较理想的投资期限： 
                       10分 

                        8分 

                         6分 
                         4分 

                               2分 

下面哪一种描述最符合贵机构对今后三个月投资表现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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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容忍这期间出现的亏损，但是如果亏损高于20%，我们会比较介意

我们会感到担心                                        

的短期亏损                                         

准备赎回或卖掉                                          

贵机构现在已经投资于其它非货币类金融产品的资产，大概占净资产的比例

                                         10分 

80%                                          8分 

50%                                          6分 

20%                                          4分 

10%                                          2分 

预期主营业务收入以及资产负债率会有何变化？ 

, 资产负债率显著下降                            

主营业务收入有一定增长,资产负债率有所下降                            

主营业务收入和资产负债率均保持不变                                   

主营业务收入可能会有所下降,资产负债率有一定增长                      

主营业务收入显著下降,资产负债率显著增长                             

得分区间及类型如下表所示： 

风险偏好类型 匹配的产品

C1 保守型 R1 低风险等级产品 

C2 谨慎型 R2 中低风险（含）以下等级产品

C3 稳健型 R3 中风险（含）以下等级产品

C4 积极型 R4 中高风险（含）以下等级产品

C5 进取型 R5 高风险（含）以下等级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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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分 

我们会比较介意    8分 

                                        6分 

                                         4分 

              2分 

大概占净资产的比例： 

 

                            10分 

                            8分 

                                   6分 

                      4分 

                             2分 

匹配的产品 

 

以下等级产品 

以下等级产品 

以下等级产品 

以下等级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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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本问卷旨在评估机构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

分越高代表风险承受能力越强

择基金/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户）产品的风险特征和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

基金/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自行承担风险。 

 

 

本机构已经审慎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

 

本机构的风险承受能力为

 

□进取型 □积极型 □

 

适合购买的产品为 R（

 

 

本机构已充分知晓贵公司向本机构销售的产品将以本机构此次确认的风险承受能力等

 

级为基础。若本机构提供的信息发生任何重大变化

 

确认函系本机构独立、自主

 

                               

            

                              

 

 

本公司在此郑重提醒，

 

基础，若贵机构提供的信息发生任何重大变化

 

贵机构审慎评判自身风险承受能力

 

出审慎的投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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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问卷旨在评估机构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本公司将根据贵机构的得分情况及

分越高代表风险承受能力越强”的原则，评估出贵机构的风险偏好类型，并提醒

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专户）产品前，请充分了解基金/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的风险特征和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审慎选择与贵机构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

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专户）产品。如所购买产品与风险承受能力不匹配

本机构已经审慎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并在此确认： 

的风险承受能力为： 

□稳健型 □谨慎型 □C1 保守型 

（  ）风险（含）以下等级产品 

本机构已充分知晓贵公司向本机构销售的产品将以本机构此次确认的风险承受能力等

若本机构提供的信息发生任何重大变化，本机构都会及时书面通知贵公司

自主、真实的意思表示，情况属实，特此确认。 

                               投资者确认签章：  

                              签署日期：    

，本公司向贵机构销售的产品将以贵机构的风险承受能力等级为

贵机构提供的信息发生任何重大变化，都应当及时书面通知本公司

审慎评判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结合自身投资行为，认真填写贵机构的相关信息

                                             华泰保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柜台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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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根据贵机构的得分情况及“得

并提醒贵机构在选

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专

审慎选择与贵机构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

如所购买产品与风险承受能力不匹配，投资者

本机构已充分知晓贵公司向本机构销售的产品将以本机构此次确认的风险承受能力等 

本机构都会及时书面通知贵公司。本 

的风险承受能力等级为 

都应当及时书面通知本公司。本公司建议 

的相关信息，作 

华泰保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柜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