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欧基金产品适当性风险等级划分一览表（交易代码体系）

    请关注本表最下方的阅读说明和免责声明

    数据来源：中国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https://www.yhzqjj.com)

基金交易代码 基金简称

基金产品适当

性

风险等级名称

（一级）

银河证券三级分类（交易代码

体系）

004812
中欧先进制造股票发起式(A

类)
中风险

1.2.9 其他行业股票型基金（A

类）

004813
中欧先进制造股票发起式(C

类)
中风险

1.1.2 标准股票型基金（非A

类）

004847 中欧聚信债券 中低风险
3.2.3 普通债券型基金（二级A

类）

005241 中欧时代智慧混合(A类) 中风险
2.1.1 偏股型基金（股票上下限

60%-95%）（A类）

005242 中欧时代智慧混合(C类) 中风险
2.1.2 偏股型基金（股票上下限

60%-95%）（非A类）

005421 中欧嘉泽灵活配置混合 中风险
2.3.3 灵活配置型基金（股票上
下限0-95%+基准股票比例60%-

100%）（A类）

004734 中欧瑾灵灵活配置混合(A类) 中风险
2.3.3 灵活配置型基金（股票上
下限0-95%+基准股票比例60%-

100%）（A类）



004735 中欧瑾灵灵活配置混合(C类) 中风险
2.3.4 灵活配置型基金（股票上
下限0-95%+基准股票比例60%-

100%）（非A类）

004848
中欧睿泓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

合
中风险

2.11.1 定期开放式灵活配置型
基金（A类）

004993 中欧可转债债券(A类) 中风险
3.3.1 可转换债券型基金（A

类）

004994 中欧可转债债券(C类) 中风险
3.3.2 可转换债券型基金（非A

类）

166024 中欧恒利三年定期开放混合 中风险 2.10.1 定期开放式偏股型基金

166010 中欧鼎利债券 中低风险
3.2.3 普通债券型基金（二级A

类）

004850 中欧弘涛一年定期开放债券 中低风险
3.11.5 定期开放式普通债券型

基金（可投转债A类）

004728 中欧瑾泰灵活配置混合(A类) 中风险
2.3.5 灵活配置型基金（股票上
下限0-95%+基准股票比例30%-

60%）（A类）

004729 中欧瑾泰灵活配置混合(C类) 中风险
2.3.6 灵活配置型基金（股票上
下限0-95%+基准股票比例30%-

60%）（非A类）

004740
中欧瑞丰灵活配置混合封闭

(C类)
中风险 2.21.1 封闭式灵活配置型基金

166023
中欧瑞丰灵活配置混合封闭(A

类)
中风险 2.21.1 封闭式灵活配置型基金

004938 中欧滚钱宝发起式货币(B类) 低风险
5.1.2 普通货币市场基金（非A

类）



004939 中欧滚钱宝发起式货币(C类) 低风险
5.1.2 普通货币市场基金（非A

类）

004616 中欧电子信息产业沪港深股票 中风险
1.2.9 其他行业股票型基金（A

类）

004525 中欧达乐一年定期开放混合 中风险
2.13.1 定期开放式偏债型基金

（A类）

003419 中欧弘安一年定期开放债券 中低风险
3.11.5 定期开放式普通债券型

基金（可投转债A类）

004213 中欧骏益货币 低风险
5.1.1 普通货币市场基金（A

类）

004442 中欧康裕混合(A类) 中风险 2.5.1 偏债型基金（A类）

004455 中欧康裕混合(C类) 中风险 2.5.2 偏债型基金（非A类）

004295
中欧天尚18个月定期开放债

券(A类)
中低风险

3.11.5 定期开放式普通债券型
基金（可投转债A类）

004296
中欧天尚18个月定期开放债

券(C类)
中低风险

3.11.6 定期开放式普通债券型
基金（可投转债非A类）

004283 中欧达安一年定期开放混合 中风险
2.13.1 定期开放式偏债型基金

（A类）

002920 中欧强泽债券 中低风险
3.2.5 普通债券型基金（可投转

债A类）

004159
中欧天启18个月定期开放债

券(A类)
中低风险

3.11.5 定期开放式普通债券型
基金（可投转债A类）

004160
中欧天启18个月定期开放债

券(C类)
中低风险

3.11.6 定期开放式普通债券型
基金（可投转债非A类）



004234
中欧数据挖掘多因子灵活配置

混合(C类)
中风险

2.3.4 灵活配置型基金（股票上
下限0-95%+基准股票比例60%-

100%）（非A类）

004235 中欧价值智选回报混合(C类) 中风险
2.8.2 绝对收益目标基金（非A

类）

004236 中欧新动力混合(C类) 中风险
2.1.2 偏股型基金（股票上下限

60%-95%）（非A类）

004241
中欧时代先锋股票型发起式

(C类)
中风险

1.1.2 标准股票型基金（非A

类）

004231 中欧行业成长混合(C类) 中风险
2.1.2 偏股型基金（股票上下限

60%-95%）（非A类）

004232 中欧价值发现混合(C类) 中风险
2.1.2 偏股型基金（股票上下限

60%-95%）（非A类）

004233 中欧盛世成长混合(C类) 中风险
2.1.2 偏股型基金（股票上下限

60%-95%）（非A类）

004237
中欧新蓝筹灵活配置混合(C

类)
中风险

2.3.2 灵活配置型基金（股票上
下限30%-80%）（非A类）

004039 中欧骏泰货币 低风险
5.1.1 普通货币市场基金（A

类）

003150 中欧睿诚定期开放混合(A类) 中风险
2.13.1 定期开放式偏债型基金

（A类）

003151 中欧睿诚定期开放混合(C类) 中风险
2.13.2 定期开放式偏债型基金

（非A类）



002961 中欧双利债券(A类) 中低风险
3.2.3 普通债券型基金（二级A

类）

002962 中欧双利债券(C类) 中低风险
3.2.4 普通债券型基金（二级非

A类）

002685
中欧丰泓沪港深灵活配置混合

(A类)
中风险

2.3.3 灵活配置型基金（股票上
下限0-95%+基准股票比例60%-

100%）（A类）

002686
中欧丰泓沪港深灵活配置混合

(C类)
中风险

2.3.4 灵活配置型基金（股票上
下限0-95%+基准股票比例60%-

100%）（非A类）

003021 中欧强裕债券 中低风险
3.2.5 普通债券型基金（可投转

债A类）

166003 中欧稳健收益债券(A类) 中低风险
3.2.1 普通债券型基金（一级A

类）

166004 中欧稳健收益债券(C类) 中低风险
3.2.2 普通债券型基金（一级非

A类）

002940 中欧强惠债券 中低风险
3.2.5 普通债券型基金（可投转

债A类）

003095 中欧医疗健康混合(A类) 中风险
2.2.1 行业偏股型基金（股票上

下限60%-95%）（A类）

003096 中欧医疗健康混合(C类) 中风险
2.2.2 行业偏股型基金（股票上
下限60%-95%）（非A类）



003148 中欧瑾悠灵活配置混合(A类) 中风险
2.3.5 灵活配置型基金（股票上
下限0-95%+基准股票比例30%-

60%）（A类）

003149 中欧瑾悠灵活配置混合(C类) 中风险
2.3.6 灵活配置型基金（股票上
下限0-95%+基准股票比例30%-

60%）（非A类）

003091 中欧强利债券 中低风险
3.2.5 普通债券型基金（可投转

债A类）

002621 中欧消费主题股票(A类) 中风险
1.2.9 其他行业股票型基金（A

类）

002697 中欧消费主题股票(C类) 中风险
1.2.10 其他行业股票型基金

（非A类）

002725 中欧强瑞多策略定期开放债券 中低风险
3.11.5 定期开放式普通债券型

基金（可投转债A类）

001955 中欧养老产业混合 中风险
2.1.1 偏股型基金（股票上下限

60%-95%）（A类）

002747 中欧货币(C类) 低风险
5.1.2 普通货币市场基金（非A

类）

002748 中欧货币(D类) 低风险
5.1.2 普通货币市场基金（非A

类）

002591 中欧信用增利债券(E类) 中低风险
3.2.2 普通债券型基金（一级非

A类）

002592 中欧纯债债券(E类) 中低风险 3.1.1 标准债券型基金（A类）



002478
中欧天添18个月定期开放债

券(A类)
中低风险

3.11.5 定期开放式普通债券型
基金（可投转债A类）

002479
中欧天添18个月定期开放债

券(C类)
中低风险

3.11.6 定期开放式普通债券型
基金（可投转债非A类）

002532 中欧强盈定期开放债券 中低风险
3.11.5 定期开放式普通债券型

基金（可投转债A类）

001811 中欧明睿新常态混合 中风险
2.1.1 偏股型基金（股票上下限

60%-95%）（A类）

166016 中欧纯债债券(C类-LOF) 中低风险
3.1.2 标准债券型基金（非A

类）

001990
中欧数据挖掘多因子灵活配置

混合(A类)
中风险

2.3.3 灵活配置型基金（股票上
下限0-95%+基准股票比例60%-

100%）（A类）

001787 中欧骏盈货币(A类) 低风险
5.1.1 普通货币市场基金（A

类）

001788 中欧骏盈货币(B类) 低风险
5.1.2 普通货币市场基金（非A

类）

001963 中欧天禧纯债债券 中低风险
3.2.5 普通债券型基金（可投转

债A类）

002009 中欧瑾通灵活配置混合(A类) 中风险
2.8.1 绝对收益目标基金（A

类）

002010 中欧瑾通灵活配置混合(C类) 中风险
2.8.2 绝对收益目标基金（非A

类）



002013 中欧琪丰灵活配置混合(A类) 中风险
2.3.5 灵活配置型基金（股票上
下限0-95%+基准股票比例30%-

60%）（A类）

002014 中欧琪丰灵活配置混合(C类) 中风险
2.3.6 灵活配置型基金（股票上
下限0-95%+基准股票比例30%-

60%）（非A类）

001912 中欧强势多策略定期开放债券 中低风险
3.11.5 定期开放式普通债券型

基金（可投转债A类）

001938
中欧时代先锋股票型发起式(A

类)
中风险 1.1.1 标准股票型基金（A类）

001881 中欧新趋势混合(E类) 中风险
2.1.2 偏股型基金（股票上下限

60%-95%）（非A类）

001882 中欧价值发现混合(E类) 中风险
2.1.2 偏股型基金（股票上下限

60%-95%）（非A类）

001883 中欧新动力混合(E类) 中风险
2.1.2 偏股型基金（股票上下限

60%-95%）（非A类）

001884 中欧沪深300指数增强(E类) 中风险
1.7.4 增强指数股票型基金（非

A类）

001885
中欧新蓝筹灵活配置混合(E

类)
中风险

2.3.2 灵活配置型基金（股票上
下限30%-80%）（非A类）



001886 中欧行业成长混合(E类) 中风险
2.1.2 偏股型基金（股票上下限

60%-95%）（非A类）

001888 中欧盛世成长混合(E类) 中风险
2.1.2 偏股型基金（股票上下限

60%-95%）（非A类）

001889 中欧增强回报债券(E类) 中低风险
3.2.2 普通债券型基金（一级非

A类）

001810 中欧潜力价值灵活配置混合 中风险
2.3.3 灵活配置型基金（股票上
下限0-95%+基准股票比例60%-

100%）（A类）

001776 中欧兴利债券 中低风险 3.1.1 标准债券型基金（A类）

001887 中欧价值智选回报混合(E类) 中风险
2.8.2 绝对收益目标基金（非A

类）

001890
中欧精选灵活配置定期开放混

合(E类)
中风险

2.11.2 定期开放式灵活配置型
基金（非A类）

001891
中欧成长优选回报灵活配置混

合(E类)
中风险

2.8.2 绝对收益目标基金（非A

类）

001615 中欧睿尚定期开放混合发起式 中风险
2.14.1 定期开放式绝对收益目

标基金（A类）

001211 中欧滚钱宝发起式货币(A类) 低风险
5.1.1 普通货币市场基金（A

类）

001306 中欧永裕混合(A类) 中风险
2.1.1 偏股型基金（股票上下限

60%-95%）（A类）



001307 中欧永裕混合(C类) 中风险
2.1.2 偏股型基金（股票上下限

60%-95%）（非A类）

166012 中欧信用增利债券(C类-LOF) 中低风险
3.2.1 普通债券型基金（一级A

类）

001173 中欧瑾和灵活配置混合(A类) 中风险
2.8.1 绝对收益目标基金（A

类）

001174 中欧瑾和灵活配置混合(C类) 中风险
2.8.2 绝对收益目标基金（非A

类）

001164 中欧琪和灵活配置混合(A类) 中风险
2.8.1 绝对收益目标基金（A

类）

001165 中欧琪和灵活配置混合(C类) 中风险
2.8.2 绝对收益目标基金（非A

类）

001146 中欧瑾源灵活配置混合(A类) 中风险
2.8.1 绝对收益目标基金（A

类）

001147 中欧瑾源灵活配置混合(C类) 中风险
2.8.2 绝对收益目标基金（非A

类）

001117
中欧精选灵活配置定期开放混

合(A类)
中风险

2.11.1 定期开放式灵活配置型
基金（A类）

001110 中欧瑾泉灵活配置混合(A类) 中风险
2.8.1 绝对收益目标基金（A

类）

001111 中欧瑾泉灵活配置混合(C类) 中风险
2.8.2 绝对收益目标基金（非A

类）

166006 中欧行业成长混合(A类-LOF) 中风险
2.1.1 偏股型基金（股票上下限

60%-95%）（A类）

001000 中欧明睿新起点混合 中风险
2.1.1 偏股型基金（股票上下限

60%-95%）（A类）



000894 中欧睿达定期开放混合发起式 中风险
2.14.1 定期开放式绝对收益目

标基金（A类）

150159 中欧纯债添利债券分级(B级) 高风险
3.8.2 债券型分级子基金（进取

份额）

166021 中欧纯债添利债券分级 中低风险
3.11.5 定期开放式普通债券型

基金（可投转债A类）

166022 中欧纯债添利债券分级(A级) 中风险
3.8.1 债券型分级子基金（优先

份额）

166020
中欧成长优选回报灵活配置混

合(A类)
中风险

2.8.1 绝对收益目标基金（A

类）

166019 中欧价值智选回报混合(A类) 中风险
2.8.1 绝对收益目标基金（A

类）

166014 中欧货币(A类) 低风险
5.1.1 普通货币市场基金（A

类）

166015 中欧货币(B类) 低风险
5.1.2 普通货币市场基金（非A

类）

166011 中欧盛世成长混合(A类-LOF) 中风险
2.1.1 偏股型基金（股票上下限

60%-95%）（A类）

166008 中欧增强回报债券(A类-LOF) 中低风险
3.2.1 普通债券型基金（一级A

类）

166009 中欧新动力混合(A类-LOF) 中风险
2.1.1 偏股型基金（股票上下限

60%-95%）（A类）

166007
中欧沪深300指数增强

(LOF)(A类)
中风险

1.7.3 增强指数股票型基金（A

类）

166005 中欧价值发现混合(A类) 中风险
2.1.1 偏股型基金（股票上下限

60%-95%）（A类）



166002
中欧新蓝筹灵活配置混合(A

类)
中风险

2.3.1 灵活配置型基金（股票上
下限30%-80%）（A类）

166001 中欧新趋势混合(A类-LOF) 中风险
2.1.1 偏股型基金（股票上下限

60%-95%）（A类）

    免责声明：

    

    

1．本网站提供的基金产品评价服务使用的数据均来自中国证监会及其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不保证所引用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对因数据不准确、不完整而造成的分析偏差不承担责
任。

2．本网站提供的基金产品评价服务不是对基金未来表现或业绩的预测，所载的评级结果等

信息资料不应被视为投资基金的要约，亦不应被视为投资基金及其相关业务的建议和依据，
请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基金招募说明书以及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
的正式公告和有关信息，并自行承担相关投资风险。

3.本网站所载资料由中国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在相关法律法规指引下制作而成，仅供银河

证券指定客户使用。 除非另有说明，版权归中国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所有。未经中国银河

证券基金研究中心事先书面授权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更改或以任何方式发送、传播或
复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