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通投资者转化为专业投资者申请及确认书 
投资者姓名/名称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基金账号  交易账号  

授权经办人   职务   

经办人身份证号码   

转化 

申请 

内容 

    本人/本机构于     年    月    日申请开立天弘基金账户并认定为普通投资者，

经本人/本机构审慎考虑，现决定自愿申请转化为贵司的专业投资者。本人/本机构已充

分理解专业投资者与普通投资者的区别并已提供相关专业投资者转化书面资料，转化为

专业投资者后，将自主承担可能产生的风险和后果。本人/本机构承诺所提供材料真实、

准确、完整。 

    特此申请 

投资者（自然人签名/机构签章及授权代表人签名）： 

 

 

                                                          年    月    日 

基金销售

机构复核

内容 

投资者类型 复核内容 是否符合 

机构 

投资者 

（同时满足） 

最近 1年末净资产不低于 1000 万元人民币 □是 □否 

最近 1年末金融资产不低于 500 万元人民币 □是 □否 

为具有 1年以上证券、基金、期货、黄金、外汇等投

资经历的除金融机构者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是 □否 

自然人 

投资者 

（同时满足） 

金融资产不低于 300 万元人民币，或者最近 3年个人

年均收入不低于 30万元人民币 
□是 □否 

具有 1年以上证券、基金、期货、黄金、外汇等投资

经历，或者具有 1年以上金融产品设计、投资、风险

管理及相关工作经历的自然人投资者。 

□是 □否 

补充材料 

是否补充提交材料，对以往投资经历、投资经验以及

投资知识相关情况进行说明 
□是 □否 

是否参加本机构举办的投资知识测试或者模拟交易 □是 □否 

复核结论 

    我司于      年    月    日依据相关规定将该投资者认定为普通投资者。经复核，

该投资者符合《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转化条件，并履行了

该办法第十二条规则要求，且无其它不得转化情况，我司经过审慎考虑，现批准将其转

化为专业投资者。 

     
 

业务专用章： 
 

     
   

  

     
   

                                                          年    月    日 

 

表单版本:2017-2版 

 
客户服务电话：95046 直销电话：022-83865560  直销传真：022-83865564/58777280 

公司网站：www.thfun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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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投资者类别转化模拟试题 
尊敬的投资者： 

您/贵司申请转化投资者类别，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相关条款，我司需对您/

贵司的投资者类别转化资质进行评估。请填写此份试题，达到 100分即符合转化资格。 
 (   )1. 债券基金通过分散投资可以有效避免单一债券可能面临的较高的(   )。 

   A.利率风险      B.信用风险      C.购买力风险      D.政策风险 

  

(   )2. 基金募集期限届满，封闭式基金需满足募集的基金份额总额达到核准规模的 80%以上，并且基金份额持有人人数  

      达到(   )人以上。 

     A.100           B.150            C.200             D.300 

     

(    )3. 按照(    )的计算方法，每经过一个计息期，要将所生利息加入本金再计利息。 

     A.复利          B.单利           C.贴现            D.现值 

     

(    )4. 下列基金类型中，投资风险最高的是(     )。  

  A.混合基金        B.股票基金        C.货币市场基金        D.债券基金 

 

(    )5. 按照资金募集方式，投资基金可以分为（    ）。 

  A.开放式基金和封闭式基金    B.公司型基金和契约型基金    C.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    D.在岸基金和离岸基金 

 

(    )6. 债券基金投资风格主要依据基金所持债券的(    )来划分。  

  A.凸度            B.收益            C.久期与信用等级            D.发行人 

 

(    )7. 目前，我国开放式基金的最低认购金额一般为(    )人民币。  

  A.10000 元            B.5000 元            C.1000 元            D.100 元 

 

(    )8. 根据有效市场假说，在(    )内，证券价格可以及时的反映所有信息。  

  A.半弱势有效市场        B.半强势有效市场        C.强势有效市场        D.弱势有效市场  

 

(    )9. 按照交易工具的期限分为( ) 

      A.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    B.股票市场和金融市场   C.证券市场和外汇市场    D.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 

     

(    )10. 市场竞争越激烈，基金费率通常(    )。  

    A.越高            B.越低            C.波动越大            D.无变化 

 

(    )11. 同业拆借市场在金融市场体系中属于(    )范畴。 

      A.资本市场        B.中长期信贷市场        C.贷款市场        D.货币市场 

      

(    )12. 以下组合中，具有套期保值功能的是(   )。 

    A.股票、期货     B.股票、基金           C.期权、债券     D.期货、期权 

 

(    )13. 目前，我国公募基金销售机构不包括(    )。 

      A.保险公司        B.信托公司        C.农村商业银行        D.证券公司 

     

(    )14、与其他金融工具相比，基金是一种( )的投资品种。 

  A.高风险，高收益   B.低风险、低收益   C.风险相对适中、收益相对稳健   D.基本没有风险 

 

(    )15、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的主要区别之一是(   )。 

 A.是否具有股权性    B.基金成立是否规定了最低规模    C.是否被监管部门严格监督   D.基金规模是否固定 

 

(    )16、投资者进行投资时，应该考虑的是( )。 

      A.过去的通货膨胀率   B.现在的通货膨胀率   C.预期的通货膨胀率   D.不必考虑通货膨胀因素 

 

 

投资者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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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须知 

1. 本《普通投资者转化为专业投资者申请及确认书》仅作为机构及个人投资者办理投资者转化业

务填写的申请表。 

2. 投资者必须审慎考虑自身资产、投资情况和风险承受能力的前提下能办本业务。  

3. 办理普通投资者转化为专业投资者业务的投资者须向我公司提供以下申请资料：  

机构： 

① 机构最近 1年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显示最近 1年末净资产不低于 1000万人民币等相关内容 

② 资产证明或相关资产对账单：显示最近 1年末需显示金融资产不低于 500万人民币等相关内容 

③ 投资对账单：其中需显示具有 1年以上证券、基金、期货、黄金、外汇等投资经历 

个人： 

① 资产证明：其中需显示金融资产不低于 300万人民币等相关内容 

② 近三年工资及收入流水：显示最近 3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 30万元人民币 

（①②项可任选其一） 

③ 投资对账单：显示具有 1年以上证券、基金、期货、黄金、外汇等投资经历 

④ 工作证明：显示具有 1年以上金融产品设计、投资、风险管理及相关工作经历的自然人投资者。 

（③④项可任选其一） 

4.投资者应如实、正确填写本表，并对本表所填内容及所提交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准确性负

责。本公司对投资者所提供的所需材料仅作表面真实性、完整性审查。由此造成的所有风险和任何法

律后果由投资者承担。 

5. 普通投资者转化为专业投资者业务，不允许委托他人代办。 

6. 普通投资者转化为专业投资者业务处理时间：收到客户资料后三个工作日内办理，并为投资者

回传确认结果。 

7. 投资者所寄资料由基金公司负责保管留存，不予退还。邮寄费用需投资者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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