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请用黑色或蓝色钢笔或水笔填写，涂改无效。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个人投资者销售适当性调查问卷 

    （新开户免填） 

投资者信息： 

个人投资者姓名： 

基金/交易账号：   

调查问卷说明 

为落实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信息管理平台管理规定》、《证券投资基

金销售适用性指导意见》、《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等法规的要求，我公司作为基金

销售机构，为基金投资者提供投资专业能力、风险承受能力进行调查和评价，并据此为您在交

易过程中提供相适应的服务。以下是我公司制作的《个人投资者销售适当性调查问卷》，旨在协

助您能了解自身的投资专业能力、风险承受能力，请您根据实际情况如实填写。本调查问卷结

果可能不能完全呈现您在投资专业能力、面对投资风险的真正态度，但是可提供您一些衡量自

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指标。 

重要提示： 

1.为确保评价结果真实、客观，请您如实填写，当您所提供的信息发生重要变化，可能影响调

查结果的，请您重新填写问卷并告知我公司，我公司将对您的投资专业能力、风险承受能力重

新进行评价。我司对投资者所做各项回答均视为投资者的真实意思表示，投资者需承担在进行

本调查问卷时存在欺诈、隐瞒或其他不实陈述而导致本调查问卷结果与投资实际情况不符造成

的后果。 

2.本次调查在任何方面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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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投

资者根据调查结果进行投资，完全属于投资者的独立行为，相应的风险亦由投资者独立承担。 

3.您在基金购买过程中，请注意核对您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拟购买基金产品的风险等级是否匹配。

如您所选择的基金产品风险等级与您的风险承受能力等级不匹配时，需确认此投资行为为您自

主独立的意愿及行为，并承诺自行承担投资风险。 

4.本问卷中所述的“基金”包括我公司发行的公募基金和专户产品（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5.随着市场的变化及经济发展，衡量投资者风险承受力的因素也会随之改变。相应地本问卷内

容也将进行更新，我公司将在问卷更新前向投资者进行提示。投资者也应根据风险问卷调查内

容不断了解自己最新的风险承受情况，当风险承受能力发生变动时请重新向我公司提供新的调

查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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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投资者适当性评价标准及风险承受能力与基金风险等级对照表 

（1）问题 1 用于确定投资者的投资专业水平，即：专业投资者、普通投资者，当投资者符合条

件时且按规定提供证明材料时为专业投资者，其他的为普通投资者；问题 14~16 用于确认投资

者的诚信记录；问题 14～17 不参与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评分。 

（2）问题 2～13 用于确定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下表是风险承受能力与基金风险等级对照表 

测评分值 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评级 对应基金风险等级 

0-16 C1 R1 

17-24 C2 R2(含 R1) 

25-32 C3 R3(含 R2、R1) 

33-40 C4 R4(含 R3、R2、R1) 

41-48 C5 R5 (含 R4、R3、R2、R1) 

7.本公司在此承诺，对于贵单位在本问卷中所提供的一切信息，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要

求承担保密义务。除法律法规规定的有权机关依法定程序进行查询以外，本公司保证不会将涉

及贵单位的任何信息提供、泄露给任何第三方，或者将相关信息用于违法、不当用途。 

 

调查问卷：（以下均为单项选择，多选时问卷无效） 

1、您是否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1）金融资产（银行存款、股票、债券、基金份额、资产管理计划、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

保险产品、期货及其他衍生产品等）不低于500 万元，或者最近3 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50 万

元； 

（2）具有2 年以上证券、基金、期货、黄金、外汇等投资经历，或者具有2 年以上金融产品设

计、投资、风险管理及相关工作经历，或者属于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

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经行业协会备案或者登记的证券公司子公司、

期货公司子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的高级管理人员、获得职业资格认证的从事金融相关业务的

注册会计师和律师。 

 □A.符合 

□B.不符合 

2、您的主要收入来源是 

 □A. 工资、劳务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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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生产经营所得 

 □C. 利息、股息、转让等金融性资产收入 

 □D. 出租、出售房地产等非金融性资产收入 

 □E. 无固定收入 

3、您的家庭可支配年收入为（折合人民币） 

 □A. 50 万元以下 

 □B. 50—100 万元 

 □C. 100—500 万元 

 □D. 500—1000 万元 

 □E. 1000 万元以上 

4、在您每年的家庭可支配收入中，可用于金融投资（储蓄存款除外）的比例为 

 □A. 小于 10% 

 □B. 10%至 25% 

 □C. 25%至 50% 

 □D. 大于 50% 

5、您是否有尚未清偿的数额较大的债务，如有，其性质是 

 □A. 没有 

 □B. 有，住房抵押贷款等长期定额债务 

 □C. 有，信用卡欠款、消费信贷等短期信用债务 

 □D. 有，亲戚朋友借款 

6、您的投资知识可描述为 

 □A. 有限：基本没有金融产品方面的知识 

 □B. 一般：对金融产品及其相关风险具有基本的知识和理解 

 □C. 丰富：对金融产品及其相关风险具有丰富的知识和理解 

7、您的投资经验可描述为 

 □A.除银行储蓄外，基本没有其他投资经验 

 □B.购买过债券、保险等理财产品 

 □C.参与过股票、基金等产品的交易 

 □D.参与过权证、期货、期权等产品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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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您有多少年投资基金、股票、信托、私募证券或金融衍生产品等风险投资品的经验 

 □A.没有经验 

 □B.少于 2 年 

 □C. 2 至 5 年 

 □D. 5 至 10 年 

 □E. 10 年以上 

9、您计划的投资期限是多久 

 □A. 1 年以下 

 □B. 1 至 3 年 

 □C. 3 至 5 年 

 □D. 5 年以上 

10、您打算重点投资于哪些种类的投资品种 

 □A. 债券、 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基金等固定收益类投资品种 

 □B. 股票、混合型基金、股票型基金等权益类投资品种 

 □C. 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品 

 □D. 其他产品或者服务 

11、以下哪项描述最符合您的投资态度 

 □A. 厌恶风险，不希望本金损失，希望获得稳定回报 

 □B. 保守投资，不希望本金损失，愿意承担一定幅度的收益波动 

 □C. 寻求资金的较高收益和成长性，愿意为此承担有限本金损失 

 □D. 希望赚取高回报，愿意为此承担较大本金损失 

12、假设有两种投资：投资 A 预期获得 10%的收益，可能承担的损失非常小；投资 B 预期获

得 30%的收益，但可能承担较大亏损。您会怎么支配您的投资 

 □A. 全部投资于收益较小且风险较小的 A 

 □B. 同时投资于 A 和 B，但大部分资金投资于收益较小且风险较小的 A 

 □C. 同时投资于 A 和 B，但大部分资金投资于收益较大且风险较大的 B 

 □D. 全部投资于收益较大且风险较大的 B 

13、您认为自己能承受的最大投资损失是多少 

 □A. 10%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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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0%-30%

□C. 30%-50%

□D. 超过 50%

14、如果您有信用卡，会如何使用 

□A.经常会满额刷卡

□B.偶尔会满额刷卡

□C.从来不会满额刷卡

15、您是否有不良诚信记录 

□A.否

□B.是

16、最近3年内，您的信用卡或贷款出现过逾期还款的次数 

□A.0

□B.1

□C.2

□D.3及以上

□E.没有办理信用卡

17、以下哪种描述符合您的情况 

□A. 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B. 没有风险容忍度或者不愿承受任何投资损失

□C. 以上都不符合

声明： 

1、本人已知悉本问卷的设计方法和评价说明，愿意接受此问卷的调查方法，并如实回答。 

2、如本人所选择的基金产品风险等级超出风险承受能力等级时，我确认该投资行为为本人自主

独立的意愿并承诺自行承担投资风险。 

投资人签字： 

 签字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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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须知： 

当您选择本问卷第1题“您是否同时符合下列条件”为“符合”时，需提交如下资料： 

1、由金融机构提供的各项金融资产（含银行存款、股票、债券、基金/资产管理计划/银行理财

产品、信托计划、保险产品、期货及其他衍生产品等）资产证明文件，或者个人最近3年收入证

明，包括但不限于银行提供的工资流水、完税证明等，证明文件须加盖金融机构章 

2、提供2年以上证券、基金、期货、黄金、外汇等投资经历的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交割单、

交易系统交易截屏，证明文件须加盖金融机构章；或者提供具有2 年以上金融产品设计、投资、

风险管理及相关工作经历的证明文件，或者提供属于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及其

子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或经行业协会备案或者登记的证券公司子

公司、期货公司子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的高级管理人员的证明文件，或者提供获得职业资格

认证的从事金融相关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和律师等相关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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