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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基金直销销售适用性规则

（电子商务部：2016 年 4 月）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南

方基金”）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证券投资基金销

售适用性指导意见》制定本业务规则。

第二章 基金投资人风险承受能力调查评价

第二条 不同的基金产品有不同的投资目标和风险收益特

征。不同投资人因年龄、收入、支出、财产、性格等差异，其基金

投资风险承受能力也各有差异。一般来说，积极型的投资人追求风

险较高的基金产品；稳健型的投资人追求风险适中的基金产品；保

守型的投资人追求风险较低的基金产品。评估投资人的基金投资风

险承受能力、确保基金和相关产品销售的适用性是开展基金销售活

动的基础；理性认清自身的风险偏好也可避免低风险投资者投资高

风险产品，切实保障基金投资人的权益。

第三条 对于机构客户而言，我们从机构客户的设立年限、

投资经验、资金来源、资金使用情况、预期收益等方面来测试机构

投资者的风险偏好。

第四条 根据个人风险承受能力的影响因素，我们从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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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目的、投资经验、投资期限、财务状况等多个方面来测试投资

者的风险承受能力。

第三章 基金产品风险等级评价

第五条 我公司采用海通证券关于基金产品风险等级进行评

价的体系和相关方法。

第六条 海通基金风险评级采用基金招募说明书与实际运作状

况相结合的原则对基金风险进行评级，对于设立满 15 个月以内的

基金，根据招募说明书标识的分类对应不同的风险等级，对设立满

超过 15 个月的基金，按照实际运作状况进行调整，使基金的风险

评级结果更贴合实际表现。

第七条 海通基金风险评级的具体方法

海通基金风险评级分为五类，高风险，中高风险，中风险，中低

风险，低风险。

7.1 设立时间 15 个月以内的新基金风险评级的方法

对于设立期在 15 个月以内的新基金，风险类型按照事前分类来

确定所处的风险类型：

一级分类名称 二级分类名称 15 个月以内的新基金风险评级

封闭式股票混

合型

封闭式股票型 高风险

封闭式混合型 参考混合型基金分类来给予相应评级。

封闭式债券型

封闭式偏债债券基金 中低风险

封闭式准债基金 中低风险

封闭式信用债基金 中低风险

主动股票开放

式

股票-成长 高风险

股票-价值 高风险

股票-平衡 高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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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主题 高风险

股票-定量 高风险

混合型

混合-偏股混合 中高风险

混合-平衡混合

发行时定为中风险，如果最近一期季报股票

仓位超过 80%的划入高风险等级，如果最近

一期季报股票仓位超过 65%划入中高风险。

混合-灵活配置

发行时定为中风险，如果最近一期季报股票

仓位超过 80%的划入高风险等级，如果最近

一期季报股票仓位超过 65%划入中高风险。

混合-偏债混合

发行时定为中风险，如果最近一期季报股票

仓位超过 80%的划入高风险等级，如果最近

一期季报股票仓位超过 65%划入中高风险。

（华安国际按照偏债混合型基金风险计算）

混合-生命周期

根据基金的不同时期基金的资产配置比例比

对混合型基金、债券型基金的划分标准来给

予相应的风险等级评定，在每个配置比例调

整期视为新基金对其风险等级进行调整。

指数

股票-复制指数 高风险

股票-增强指数 高风险

债券-复制指数型 中低风险

债券-增强指数型 中低风险

股票-ETF 高风险

股票-ETF 联接 高风险

债券型

债券-偏债基金 中低风险

债券-准债基金 中低风险

债券-纯债基金 中低风险

债券-可转债基金 中低风险

债券-信用债基金 中低风险

债券-短期理财基金 低风险

债券-中期理财基金 中低风险

债券-长期理财基金 中低风险

货币型
货币型 A 低风险

货币型 B 低风险

保本型 保本型

发行时契约规定其投资股票上限可以超过

20%的归入中风险，否则属于中低风险；如果

最近一期季报股票仓位超过 80%的划入高风

险等级，如果最近一期季报股票仓位超过65%

划入中高风险，股票仓位超过 20%划入中风

险，否则保持初始评级不变。

分级基金
股票-稳健份额 中低风险

股票-激进份额 高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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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稳健份额 中低风险

债券-激进份额

初始杠杆在 2倍到 3.5 倍之间（左闭右开）

属于中高风险，债券型激进类份额如果初始

杠杆高于 3.5 倍（含 3.5 倍）则属于高风险。

股票-其他 高风险

QDII

QDII-大中华区股票 高风险

QDII-环球股票 高风险

QDII-环球债券 中低风险

QDII-主题 高风险

QDII-美国股票 高风险

QDII-新兴市场股票 高风险

QDII-亚太区不包括日本

股票
高风险

7.2 设立时间 15 个月以上的基金风险评级的方法

 对于设立 15 个月以上的老基金风险评级指标

对于设立时间 15个月以上的基金，按照基金的实际运行状况，

采用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结合的方法确定风险评价，其中定量指标

包括标准差、贝塔值和重仓股集中度，定性指标主要考虑的是基金

公司、基金经理或者该基金的违规情况。

1、定量指标分别是（权重 90%）：

1）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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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为基准市场收益率，权重 30%，基准市场收益是沪深 300

3）重仓股集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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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前十大重仓股占基金股票资产的比例，集中度越大表示基金

的风险越大，权重 20%

QDII 基金则改用 80%标准差加上 20%近一季度仓位（其中仓位包

括股票和基金，仓位用和前面需要计算 beta 的基金的仓位排序得到

的排名）

2、定性指标主要考虑以下三个方面（权重 10%）：

1）投资比例的遵守

基金招募说明书中会对基金投资股票、债券等范围等进行约定，

我们将基金是否遵守上述契约约定的投资比例作为衡量指标，对越界

的基金进行扣分。

2）基金公司及其人员违规情况

计算了基金管理公司及其人员发生的经中国证监会查处确认的

老鼠仓等违规事件，出现该事件的基金管理公司将会被扣分，并且随

着发生时间距离评级时间的远近有所差异，距离评级时间越近，扣分

权重越大。假定发生合规问题距评级日有 k 个月，k<12 的每次扣分：

-1*（12-k）

3）信息披露和风险控制能力

计算了基金管理公司及其人员存在的净值计算错误、申购新股

错误、可转债转股错误等的次数，出现这些问题将被扣分。发生风

控问题距评级日已有 k 个月，k<12 的，每次得分： -1*（12-k），按

基金公司汇总后，然后计算出该基金管理公司的标准分。另外基金

规模因素也在一方面考虑了基金管理公司的风险控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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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封闭式股票混合型基金、主动股票开放式基金和混合型基金

（除去偏债混合型以及生命周期基金中的属于偏债混合型基金的品

种）过去一年的表现按照上述指标进行计算，结果显示我国目前中

高风险的股票与混合型基金偏多，按照计算结果显示的风险分布状

况，把这些基金按照 35%，50%和 15%的比例划分为激进型基金、平

衡型基金和稳健型基金。

 对于设立满 15 个月以上的老基金风险评级的划分

按照事后分类的原则进行风险评级的划分：

激进型基金的风险评级是高风险

平衡型基金的风险评级是中高风险

稳健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下的偏债配置型基金属于中风险

其他各类产品的风险评级与设立时间在 15 个月以内的基金相

同。

第八条 海通基金风险评级的更新时间

对于设立时间在 15 个月以内的新基金，实时进行调整，只要有

新基金设立，就确定风险评级。

对于设立时间 15个月以上的老基金，在每个月的月初对风险评

级结果进行更新。

如海通基金风险评级的方法发生任何变更或更新，请以海通网

站的最新发布为准。

第四章 基金投资人风险承受能力与基金产品风险的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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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投资人风险承受能力评价 基金产品风险评价

进取型

（高风险承受能力）
高风险等级基金产品

积极型

（中高风险承受能力）
中高风险等级基金产品

稳健型

（中风险承受能力）
中风险等级基金产品

保守型

（中低风险承受能力）
中低风险等级基金产品

安全型

（低风险承受能力）
低风险等级基金产品

第九条 本公司对旗下基金产品风险等级与投资人风险承受

能力的匹配中采用“产品匹配法”，具体内容如下：

1、高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者对应高、中高、中、中低、低风险

等级基金产品；

2、中高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者对应中高、中、中低、低风险等

级基金产品；

3、中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者对应中、中低、低风险等级基金产

品；

4、中低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者对应中低、低风险等级基金产品；

5、低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者对应低风险等级基金产品；

6、如果对应，就视为销售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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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如果不对应，就视为销售不匹配。

根据客户风险等级及基金风险类别，各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人

匹配了适宜投资的基金产品类型。如果投资人选择购买的基金产品

风险等级超过了投资人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系统将出现风险不匹配

的提示，并要求基金投资人进行确认，确认后方可继续购买。

个人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调查问卷具体得分区间及类型规

定如下：

类型 安全型 保守型 稳健型 积极型 进取型

得分区间 0-16 17-24 25-35 36-43 44-48

对机构投资者，使用区别于个人投资者的风险调查问卷，机构投

资者风险承受力调查问卷具体得分区间及类型规定如下：

类型 安全型 保守型 稳健型 积极型 进取型

得分区间 0-8 9-14 15-19 20-24 25-28

第十条 本细则由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修订及解释，自发

布之日起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