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募基金产品风险等级划分及投资者 

适当性匹配说明（定期评价）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基金

募集机构投资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等相关法规要求，基金募集机构要建立长效机

制，对基金产品或者服务的风险定期进行评价更新。根据公司内控制度要求，我司每季度对

所有产品的风险等级重新调整一次，以下为 2021 年第三季度公司旗下公募基金产品风险等

级定期评价结果： 

 

一、 产品风险等级划分原则 

 

公募基金产品风险等级划分原则见下表： 

 

风险等级 产品参考因素 

R1（低风险） 

产品结构简单，过往业绩及净值的历史波动率低，投资标的流动性

很好、不含衍生品，估值政策清晰，杠杆不超监管部门规定的标准，

本金受损可能性极低 

R2（中低风险） 

产品结构简单，过往业绩及净值的历史波动率较低，投资标的流动

性好、投资衍生品以套期保值为目的，估值政策清晰，杠杆不超监

管部门规定的标准，本金受损可能性较低 

R3（中风险） 

产品结构较简单，过往业绩及净值的历史波动率较高，投资标的流

动性较好、投资衍生品以对冲为目的，估值政策清晰，杠杆不超监

管部门规定的标准，有可能损失本金 

R4（中高风险） 

产品结构较复杂，过往业绩及净值的历史波动率高，投资标的流动

性较差，估值政策较清晰，一倍(不含)以上至三倍(不含)以下杠杆，

有可能损失本金 

R5（高风险） 

产品结构复杂，过往业绩及净值的历史波动率很高，投资标的流动

性差，估值政策不清晰，三倍（含）以上杠杆，在特定情况下本金

有可能发生较大亏损 

 

 

二、 公司旗下公募产品风险等级划分名录 

 

我司参考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定期发布的公募基金分类评级，并结合公司的产品等级

分类方法，将旗下公募产品风险等级划分为风险水平依次增高的五个档次：R1、R2、R3、

R4、R5，对应的风险等级名称是：低风险、中低风险、中风险、中高风险、高风险，具体

见下表： 

 

风险等级 公司旗下产品 

R1（低风险） 万家货币(A类、B 类、E类、R 类) 



万家日日薪货币(A 类、B 类、R 类) 

万家现金宝货币（A 类、B 类） 

万家现金增利货币(A 类、B 类) 

万家天添宝货币 (A 类、B 类) 

R2（中低风险） 

万家鑫璟纯债债券(A 类、C 类) 

万家鑫安纯债债券(A 类、C 类) 

万家鑫丰纯债债券(A 类、C 类) 

万家鑫享纯债债券(A 类、C 类) 

万家信用恒利债券(A 类、C 类) 

万家恒瑞 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A 类、C 类) 

万家 3-5 年政策性金融债纯债债券 (A 类、C 类) 

万家玖盛纯债 9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A 类、C 类) 

万家安弘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A类、C 类)  

万家稳健增利债券(A 类、C 类) 

万家添利债券(LOF) 

万家强化收益定期开放债券 

万家家享中短债债券(A类、C 类) 

万家年年恒荣定期开放债券(A 类、C 类) 

万家鑫瑞纯债债券(A 类、E 类) 

万家增强收益债券 

万家双利债券 

万家家瑞债券 (A 类、C类) 

万家鑫悦纯债(A 类、C类) 

万家瑞和灵活配置混合(A 类、C 类)  

万家稳健养老 FOF 

万家 1-3 年政策性金融债纯债债券(A 类、C 类) 

万家民安增利 12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 (A 类、C 类) 

万家鑫盛纯债债券(A 类、C 类) 

万家惠享 39个月定期开放债券 

万家民瑞祥和 6 个月持有期债券(A类、C 类) 

万家陆家嘴金融城金融债一年定开债券发起式 

万家悦兴 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 

万家稳鑫 30天滚动持有短债债券(A类、C 类) 

R3（中风险） 

万家瑞丰灵活配置混合(A 类、C 类) 

万家瑞益灵活配置混合(A 类、C 类) 

万家瑞祥灵活配置混合(A 类、C 类) 

万家瑞富灵活配置混合(A 类、C 类) 

万家瑞隆混合 

万家瑞兴灵活配置混合 

万家新利灵活配置混合 

万家新兴蓝筹灵活配置混合 

万家品质生活灵活配置混合 

万家宏观择时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 



万家量化睿选灵活配置混合 

万家和谐增长混合 

万家精选混合 

万家行业优选混合(LOF) 

万家双引擎灵活配置混合 

万家上证 180 指数 

万家中证红利指数(LOF) 

万家上证 50ETF 

万家沪深 300 指数增强（A 类、C 类） 

万家中证 1000 指数增强（A 类、C 类） 

万家消费成长股票 

万家臻选混合 

万家瑞尧灵活配置混合（A 类、C 类） 

万家成长优选灵活配置混合（A 类、C 类） 

万家瑞舜灵活配置混合（A 类、C 类） 

万家潜力价值灵活配置混合（A 类、C 类） 

万家量化同顺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A 类、C 类） 

万家新机遇龙头企业灵活配置混合 

万家智造优势混合（A 类、C 类） 

万家新机遇价值驱动灵活配置混合（A 类、C 类） 

万家经济新动能混合（A类、C 类） 

万家人工智能混合 

万家社会责任 18 个月定期开放混合（A 类、C 类） 

万家颐达灵活配置混合 

万家颐和灵活配置混合 

万家平衡养老目标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FOF） 

万家中证 500 指数增强型发起式（A 类、C 类） 

万家科创主题 3 年封闭运作灵活配置混合（A 类、C 类） 

万家汽车新趋势混合（A类、C 类） 

万家科技创新混合（A 类、C 类） 

万家自主创新混合（A 类、C 类） 

万家民丰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 

万家可转债债券（A 类、C 类） 

万家价值优势一年持有期混合 

万家养老目标日期 2035三年持有期混合发起式（FOF） 

万家创业板 2 年定期开放混合（A 类、C 类） 

万家科创板 2 年定期开放混合 

万家健康产业混合（A 类、C 类） 

万家互联互通中国优势量化策略混合（A 类、C类） 

万家瑞盈灵活配置混合(A 类、C 类) 

万家战略发展产业混合（A 类、C 类） 

万家创业板指数增强（A类、C 类） 

万家内需增长一年持有期混合 



万家互联互通核心资产量化策略混合(A 类、C类) 

万家民瑞祥明 6 个月持有期混合(A类、C 类) 

万家周期优势企业混合(A 类、C 类) 

万家瑞泽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 

万家惠裕回报 6 个月持有期混合(A类、C 类) 

万家招瑞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A 类、C 类） 

万家全球成长一年持有期混合（QDII）（A 类、C类） 

万家沪港深蓝筹混合（待发售，A 类、C 类） 

R4（中高风险） —— 

R5（高风险） 万家鑫动力月月购一年滚动持有混合 

 

注：我司对旗下公募基金产品进行的风险等级分类并不能取代基金法律文件中对相关产

品风险收益特征的描述和说明，有关产品本身的风险收益特征敬请投资者仔细阅读相关产品

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重要法律文件。由于各销售机构采取的风险

评级方法不同，导致适当性匹配意见可能不一致，提请投资者在购买基金时要根据各销售机

构的规则进行匹配检验。 

 

 

三、 普通投资者分类 

 

根据投资者提供的基本信息资料及风险测评问卷打分结果，公司将对普通投资者的风险

承受能力进行评估分类，并根据风险承受能力的由低到高将普通投资者划分为 C1、C2、C3、

C4、C5 五种类型，分别对应保守型、稳健型、平衡型、积极型、进取型五类投资者。 

 

四、 普通投资者投资适当性匹配表 

 

普通投资者类型 风险等级匹配 

C1 型（保守型，含风险承受能

力最低类别） 

R1（低风险） 

C2 型（稳健型） R1（低风险）、R2（中低风险） 

C3 型（平衡型） R1（低风险）、R2（中低风险）、R3（中风险） 

C4 型（积极型） R1（低风险）、R2（中低风险）、R3（中风险）、R4

（中高风险） 

C5 型（进取型） R1（低风险）、R2（中低风险）、R3（中风险）、R4

（中高风险）、R5（高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