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宣传词条汇编 

（中证协 20170516） 

 

1. “两分类一匹配”：放心投资，从适当性开始。（国信

证券） 

2. “买者自负”提醒您的是理性投资，“卖者有责”时刻

警醒我要做专业的、有职业操守的证券工作者。（中国民

族证券） 

3. “买者自负”需牢记，理性投资不可忘。（兴业证券） 

4. “适”时务者，当量力而“投”。（广州证券） 

5.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投资路上伴我行。（东兴证

券） 

6. 《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撑起中小投资者

保护伞。（网信证券） 

7. 《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于 2017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国盛证券） 

8. 2017 年 7 月《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正式

施行——中小投资者又增添维权新保障。（中泰证券） 

9. 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落实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

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国盛证券） 

10. 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落实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



求，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助力维权让投资者更有力量。（国

盛证券） 

11. 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落实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

求，远离洗钱犯罪活动， 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国盛证

券） 

12. 3.15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落实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

求；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充分知晓投资风险，树立理性

投资理念。（国盛证券） 

13. 3.15 是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为了保护您的合法权

益，国盛证券提醒您关注《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

法》，可通过访问中国证监会网站了解。（国盛证券） 

14. 3.15投资者保护月，落实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

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打击非法集资。（国盛证券） 

15. 把握投资风险，选择合适产品。（国元证券） 

16. 把握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坚守投资者适当性责任。

（广州证券） 

17. 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从适当性管理开始。（银泰证

券） 

18. 保护投资者权益，做好适当性宣传教育! （华安证

券） 

19. 保护投资者权益从做好适当性管理做起。（东兴证

券） 



20. 避免盲目炒新、回归理性投资。（方正证券） 

21. 别人能得到的收益≠自己能得到的收益。（恒泰证

券） 

22. 不买“漂亮”的、只买适合的。（浙商证券） 

23. 不盲目、不跟从，做适当性投资者！（新时代证券） 

24. 裁衣需量体,投资需适当。（长城国瑞证券） 

25. 参与风险承受能力测评，了解产品或服务风险等级，

结合自身能力审慎决策，做理性的投资者。（兴业证券） 

26. 产品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你的产品才是

最好的产品。（渤海证券） 

27. 倡导树立“合适投资、合理投资、合法投资”的合

格投资人理念。（华安证券） 

28. 撑起适当性管理的伞，为您的投资保驾护航！（恒泰

证券） 

29. 承诺不必说得动听，适当性落实到位才是真心。（华

福证券） 

30. 承受能力和产品风险相匹配 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

权益。（华龙证券） 

31. 充分了解适当性，做个理性投资者。（国盛证券） 

32. 充分了解投资项目，树立正确投资理念，理性对待

投资结果，合法维护个人权益。（大通证券） 

33. 穿合脚的鞋，买合适的投资品。（长城国瑞证券） 



34. 达康书记，这艘仕途的大船无法行驶在欧阳菁的小

女人河里，王大路则是欧阳的小船。所以幸不幸福，还是

要看鞋是不是合脚，投资也是如此。（湘财证券） 

35. 当心潮澎湃的时候，请默念几遍适当性原则。（浙商

证券） 

36. 杜绝盲从、适当投资、理性投资（恒泰证券） 

37. 对症下药,按需理财。（长城国瑞证券） 

38. 多一分谨慎，少一分风险；多一分了解，少一分损

失。（大通证券、国盛证券、国元证券） 

39. 多一分了解，多一分保护，了解金融适当性，保护

投资者更多权益。（华龙证券） 

40. 多一份谨慎，少一分危险；多一分了解，少一分损

失。适当的产品买给适当的自己。（方正证券） 

41. 多一份适当性，多一份安全感。（九州证券） 

42. 风险承受能力要知晓，决定投资策略少不了。（恒泰

证券） 

43. 风险牢记于心，投资量力而行。（兴业证券） 

44. 风险匹配，你我更好的选择。（财富证券） 

45. 风险收益相对应，自身情况相匹配，了解产品常在

心，面对变化心泰然。（广州证券） 

46. 风险收益总相随 适当选择最重要。（长城国瑞证券） 

47. 根据投资者类型介绍适合的理财产品是券商的责任



与义务。（东兴证券） 

48. 更适当的匹配,更全面的保护。（九州证券） 

49.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做一个合格稳健的投资者。

（华安证券） 

50. 构筑好资本市场“第一道防线”，切实保护投资者合

法权益。（东兴证券、山西证券） 

51. 购买产品莫心慌，适当原则要记牢。期限品种认真

挑，收入风险多衡量。协议文本仔细读，风险揭示不能忘。

一夜暴富不要想，踏踏实实财富涨。（川财证券） 

52. 购买产品勿心急，风险匹配放首位，知己知彼防陷

阱。（广州证券新塘营业部） 

53. 购买适当产品，享受理财乐趣。（长城国瑞证券） 

54. 股市有风险，投资先自知，了解自己勿为利诱。（东

兴证券） 

55. 股市运行有其内在规律，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时应

当保持理性的心态，谨防“一夜暴富”的诱惑。（红塔证

券） 

56. 关注投资者适当性，谨慎应对投资风险。（财富证券） 

57. 贯彻开展“适当性管理办法”宣传，正确引导投资

者。（恒泰证券） 

58. 贯彻落实《办法》大精神，切实维护消费者权益。

（国盛证券） 



59. 贯彻落实《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建设和谐投资

环境。（东兴证券） 

60. 贯彻落实适当性管理办法，切实保障投资者合法权

益！（华安证券） 

61. 贯彻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树立理性投资理念。（国元

证券） 

62. 灌输“投资适当性”理念，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华龙证券） 

63. 过滤风险 从适当性开始！（上海证券） 

64. 合法投资、合理投资、合适投资  做合格投资人。

（国元证券） 

65. 合理谨慎的投资，才是正确选择。（恒泰证券） 

66. 合理调查投资者状况，大力推行适当性管理。（广州

证券） 

67. 合理投资，合法投资，合适投资。（华龙证券） 

68. 合适的，就是最好的。（华安证券） 

69. 合适的投资才是理性的投资！（上海证券） 

70. 合适投资、合理投资、合法投资。（川财证券、大同

证券、华安证券） 

71. 慧投资，知适当，识风险，善理财。（东兴证券） 

72. 加强客户资产风险管理，合理推荐客户资产配置。

（恒泰证券） 



73. 加强适当性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渤海证券） 

74. 加强适当性管理，提高防范意识，拒绝高利诱惑。

（国元证券） 

75. 加强适当性管理，维护消费者权益，做经营机构的

救生圈。（东兴证券） 

76. 加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促进金融市场健康发展。

（东兴证券） 

77. 加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大

同证券、德邦证券、国盛证券、华安证券、东兴证券、国

信证券、山西证券） 

78. 加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华宝

证券） 

79. 加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给投资者撑起一把保护伞。

（财富证券） 

80. 加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东

莞证券） 

81. 加强投资者适当性宣传，培育理性成熟投资者。（中

国民族证券） 

82. 坚持了解客户，推荐合适产品服务。（广州证券） 

83. 将合适的产品推荐给合适的投资者。（山西证券） 

84. 将适当的产品，介绍给适合的客户。（华宝证券） 

85. 将适当的产品买给适当的自己。（东兴证券、国盛证



券、国元证券、华安证券、中信证券） 

86. 结合自身风险承受水平，选择适当投资品种，不盲

从，不轻信，理性投资。（华安证券） 

87. 谨记适当原则，理性投资。（川财证券） 

88. 举起适当性保护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川财证

券） 

89. 客观评估风险承受能力，理性购买适当金融产品。

（川财证券） 

90. 客观评估风险承受能力，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川财

证券） 

91. 控制风险、把握利润（恒泰证券） 

92. 了解产品，服务客户，履行投资者适当性义务！（华

安证券） 

93. 了解产品，了解服务，理性投资。（山西证券） 

94. 了解产品，认识自己，做理性投资人。（国元证券） 

95. 了解产品，知悉服务，评估风险，审慎决策。（国信

证券） 

96. 了解多一些，投资稳一点。（长城国瑞证券） 

97. 了解客户，为客户把关，从适当性匹配出发。（华宝

证券） 

98. 了解客户、自我、产品，保障您的消费权益。（国盛

证券） 



99. 了解你的客户，防范金融风险。（国盛证券） 

100. 了解你的客户、为客户把关、介绍匹配的理财观念。

（东兴证券） 

101. 了解市场，理性投资，价值投资。（国盛证券） 

102. 了解市场，量力而行，谨慎决定。（恒泰证券） 

103. 了解适当性管理，树立正确理财观念。（国元证券） 

104. 了解适当性管理办法，权益保护你我他。（东莞证券） 

105. 了解适当性管理办法，树立风险意识和自我保护意

识。（东吴证券） 

106. 了解适当性管理办法，树立理性投资理念。（国信证

券） 

107. 了解适当性管理办法，听取适当性意见，审慎决策。

（东吴证券） 

108. 了解所销售的产品信息，坚持适当的产品销售给适

当的投资者。（东海证券） 

109. 了解投资者适当性,开启理性投资之门。（九州证券） 

110. 了解投资者适当性办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恒泰

证券） 

111. 了解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保护自身合法权益，树立

理性投资理念。（东兴证券、山西证券） 

112. 了解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华金

证券） 



113. 了解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为您的证券投资保驾

护航。（申万宏源证券） 

114. 了解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选择适合自己的投资

产品及服务，做清楚明白的投资者。（东兴证券） 

115. 了解自己，了解风险，适当投资，理性投资。（国元

证券、新时代证券） 

116. 了解自己，适当投资，做理性的投资人。（东兴证券） 

117. 了解自己，适当投资，做理性的投资者。（兴业证券） 

118. 了解自己，选择适当，适以相成，理性投资。（华龙

证券） 

119. 了解自己、定期检查、合理配置、理性投资（恒泰

证券） 

120. 了解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理性选择适合自己的投资

品种。（东兴证券） 

121. 了解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合适理财投资产品。

（华金证券） 

122. 了解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当金融产品。（广州

证券） 

123. 了解自身风险偏好，选择适当投资产品。（东兴证券） 

124. 了解自身风险偏好，把握理性投资航道。（兴业证券） 

125. 了解自身风险偏好，选择适当投资产品。（山西证券） 

126. 了解自身偏好，选择适当投资产品。（山西证券） 



127. 了解自已、了解服务、了解产品，长期投资、价值

投资、理性投资。（华龙证券） 

128. 理财像择偶，合适才最好。（长城国瑞证券） 

129. 理性投资，从买适当的产品开始。（长城国瑞证券） 

130. 理性投资，从适当性开始。（华安证券） 

131. 理性投资，从适当性做起。（财富证券） 

132. 理性投资，防范风险，认识自我，购买适当的金融

产品。（西南证券） 

133. 理性投资，过滤风险，从适当性开始。（东兴证券） 

134. 理性投资，买卖自慎。（国盛证券） 

135. 理性投资，选择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或服务。

（恒泰证券） 

136. 理性选择，理想人生，理财者富。（财富证券） 

137.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适当性就是您

的良药和忠言。（浙商证券） 

138. 量力而行，理性决策，做一名合格的投资者。（国盛

证券） 

139. 量力而行、理性思考、谨慎决策、做一名合格投资

者。（国盛证券、申万宏源证券、兴业证券） 

140. 量力而行、理性思考、做一名合格投资者。（国盛证

券） 

141. 量入为出，适当投资，杜绝盲从，理智投资。（国盛



证券、恒泰证券、华创证券） 

142. 量体裁衣理性入市，对症下药合理投资。 （恒泰证

券） 

143. 落实适当性管理，夯实投资者保护措施。（国盛证券） 

144. 落实适当性管理办法，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东海

证券、东莞证券、东吴证券、东兴证券、国盛证券、恒泰

证券、九州证券、开源证券、联讯证券、山西证券、兴业

证券、招商证券、中航证券、中国民族证券） 

145. 落实适当性管理要求，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中山

证券） 

146. 落实适当性管理要求，夯实投资者保护基础。（德邦

证券、东兴证券、华安证券、万联证券、新时代证券、中

信证券） 

147. 落实适当性管理要求，严格遵守业务准入要求。（东

海证券） 

148. 落实适当性义务，维护投资者权益。（恒泰证券） 

149. 落实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加强中小投资者保护。

（国盛证券） 

150. 落实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引导投资者正确投资

理念，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国盛证券） 

151. 落实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助力证券期货市场健

康发展。（西南证券） 



152. 落实投资者适当性制度、防范非法证券期货活动，

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国盛证券） 

153. 履行适当性，你我有责任。（国元证券） 

154. 履行适当性管理义务，切实保障投资者权益。（国信

证券） 

155. 履行适当性管理义务，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恒泰

证券） 

156. 履行适当性管理义务，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了解

产品方可选对产品，评估风险才能审慎投资! （华安证券） 

157. 履行适当性管理义务，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东兴

证券） 

158. 履行适当性义务，保护投资者权益。（华菁证券） 

159. 履行适当性义务，提供真实、准确、完整信息。（东

吴证券） 

160. 买合适的投资品，做理性的投资人。（长城国瑞证券） 

161. 买适当的产品，塑更好的自己。（中泰证券） 

162. 买者自负，卖者有责，规范金融市场，净化投资环

境。（申万宏源证券） 

163. 买者自负，卖者有责。（渤海证券、浙商证券） 

164. 买者自慎，卖者有责，加强适当性管理，保护投资

者合法权益！（方正证券） 

165. 卖者有责，合规经营；买者自慎，关注风险。（国元



证券） 

166. 卖者有责，买者自负，共创洁净蓝天。（中信证券） 

167. 卖者有责、买者自负、学习适当性管理要求，正确

履行相应的权益和义务，做个合格的投资者和经营机构。

（广州证券） 

168. 卖者有责适当性，买者自负要记清。（万联证券） 

169. 没有风险守，投资化乌有。（中国民族证券） 

170. 没有理想的投资，只有适合的投资。（万联证券） 

171. 明示意见，警示风险，合规营销；充分了解，审慎

决策，适当选择。（广州证券） 

172. 匹配投资者适当性原则、保护投资者利益，你我共

同的责任！ （东兴证券） 

173. 评估产品风险，做好合理配置。（山西证券） 

174. 普及金融知识，提升金融素养。（方正证券） 

175. 强化风险教育与控制，树立理性投资理念。（华龙证

券） 

176. 强化经营机构适当性义务，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东吴证券） 

177. 强化投资者适当性管理，防范和化解投资风险。（东

莞证券） 

178. 强化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共创和谐稳定金融环境。

（中信证券） 



179. 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认真执行投资者适

当性管理办法。（德邦证券） 

180. 切实落实适当性管理 杜绝参与非法集融资活动。

（广州证券） 

181. 切实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认真执行适当性管理制

度。（网信证券） 

182. 切勿被产品高收益蒙蔽了双眼，选择适合自己的才

是最好的产品。（华安证券） 

183. 切勿追逐高利，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中山证券） 

184. 全面贯彻落实《证券期货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

法》。（大通证券） 

185. 全面了解客户，充分揭示风险，以人民的名义进行

适当性销售！（华安证券） 

186. 全面落实适当性,切实保护投资者。（九州证券） 

187. 全面落实适当性管理办法，将适合产品推荐给合适

客户。（财富证券） 

188. 全面系统准确认识适当性管理制度，做合理合法 理

性投资者 （恒泰证券） 

189. 人生财富需要理性规划，投资风险需要防范规避。

（国盛证券、申万宏源证券） 

190. 人生若只如初见，适当性管理天天见。（华福证券） 

191. 认清本质，远离非法证券活动，从适当性开始。（华



宝证券） 

192. 认清投资本质，切忌“暴富”幻想。（方正证券） 

193. 认识市场，认识自己，选择合适的业务和产品，做

理性的投资者。（申万宏源证券） 

194. 认识市场，认识自己，做理性投资的投资者。（国盛

证券） 

195. 认真落实适当性管理办法，携手共建和谐金融市场。

（华福证券） 

196. 认真学习《办法》内容，树立正确投资理念。（国盛

证券樟树营业部） 

197. 认真学习《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倡导理性投资。

（东兴证券、山西证券） 

198. 认真执行《投资者管理办法》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恒泰证券） 

199. 认知风险，买卖有据；理性投资，合法参与。（方正

证券） 

200. 如何买到适合的产品来恒泰证券（恒泰证券） 

201. 山有禽，水有鱼，高收益有高风险。（长城国瑞证券） 

202. 审评自身承受能力，谨慎作出投资决策。（国盛证券） 

203. 生活中有两种产品一定要适合您：穿在脚上的鞋，

买入囊中的投资品。（长城国瑞证券） 

204. 识别风险，审慎决策，理性投资，我们是认真的（恒



泰证券） 

205.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适当。（国元证券） 

206. 适当的产品，才是好的产品。（东兴证券、山西证券） 

207. 适当的产品,给适合的你。（九州证券） 

208. 适当的产品买给适当的自己。（浙商证券） 

209. 适当管理，理性投资。（东兴证券） 

210. 适当理财聚财富。（财富证券） 

211. 适当投资，量力而行。（财富证券） 

212. 适当投资，远离风险!（新时代证券） 

213. 适当销售,快乐你我。（九州证券） 

214. 适当性 您投资的保护伞！（上海证券） 

215. 适当性，你了解了吗？（长城证券） 

216. 适当性管理，投资者的保护伞。（联讯证券） 

217. 适当性管理办法，投资人的合法保障。（财富证券） 

218. 适当性管理办法，我理解，我受益。（万联证券） 

219. 适当性管理大家学，健康投资环境一起建。（万联证

券） 

220. 适当性管理工作是保护投资者权益之基石。（联讯证

券） 

221. 适当性管理是底线，审慎履职是义务。（中信证券） 

222. 适当性管理为您的投资保驾护航。（银泰证券） 

223. 适当性管理走进你我他，投资理财方能安心带回家。



（西南证券） 

224. 适当性就像北斗星为您持续导航。（浙商证券） 

225. 适当原则不能忘  别为不理性买单。（川财证券） 

226. 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恒泰证券乌海营业部） 

227. 适合您的产品，才是好产品。（长城国瑞证券） 

228. 适合我的产品稳健买，符合我的风控理性投（恒泰

证券） 

229.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国盛证券、申万宏源证

券） 

230.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应当投资的。（中国民族证券） 

231.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落实适当性管理，做好投

资者保护。（大通证券） 

232. 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华龙证券） 

233. 适时适地将适当的产品买给适当的自己。（银泰证

券） 

234. 熟悉掌握投资品种风险特性，客观评估风险承受能

力。（渤海证券、东兴证券、中泰证券） 

235. 树立理性投资、适当投资理念。（华宝证券） 

236. 树立理性投资观念，从适当性管理开始。（华西证券） 

237. 树立理性投资理念，提升风险防范意识。（方正证券） 

238. 提高适当性意识，增强自我保护能力。（东吴证券） 

239. 提高适当性意识，做理性投资人。（东吴证券） 



240. 提升金融风险意识，理性购买金融产品。（广州证券） 

241. 投资≠赌博；高收益≠高回报；适当性管理+理性投

资=资金安全。（申万宏源证券） 

242. 投资工具没有好坏，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银泰

证券） 

243. 投资忌投机，认识自己、了解市场，选择适合的投

资品种；理财需规划，先看风险、后看收益，做好科学的

资产配置。（联讯证券） 

244. 投资就像脚穿鞋，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财富证

券） 

245. 投资就像爬山，选择低风险产品就像走盘山公路，

慢而安全；选择高风险产品就像是爬峭壁，虽然快，但是

风险极大。（中泰证券） 

246. 投资理财要可靠，了解清楚很重要，风险意识须提

高，适合自己才最好。（广州证券广州先烈中路营业部） 

247. 投资理财有风险，适合自己最重要！（华安证券） 

248. 投资理念适配 投资规模适度 投资风险适宜 强化

适当性管理 维护你我合法权益。（东兴证券） 

249. 投资路漫漫，适当永相伴。（东兴证券） 

250. 投资莫要图暴利，合适风险是第一。（华安证券） 

251. 投资你我他，适当靠大家。（东兴证券） 

252. 投资权益须保护，和谐社会共进步；股民投资须适



度，美满家庭共创富。（广州证券） 

253. 投资适当，量度而行。（万联证券） 

254. 投资适当性 保护投资者！（上海证券） 

255. 投资要量力而行，他人的建议未必适合自己，购买

产品前要三思而后行。（中泰证券） 

256. 投资有风险，决择须适当！（新时代证券） 

257. 投资者保护，适当性先行。（中信证券） 

258. 投资者适当性，您了解吗？（华金证券） 

259.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从源头保护投资者。（渤海证券） 

260.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让你我放心投资。（山西证券） 

261.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守护你我合法权益。（财富证券） 

262.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选择合适的产品买给合适的自

己。（东兴证券） 

263.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是您投资风险的过滤器，学习、

落实《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为您的投资保

驾护航。（东兴证券） 

264.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为您的投资保驾护航。（渤海证

券） 

265. 投资者适当性匹配，人人有责。（华宝证券） 

266. 投资者适当性制度构筑投资者进入资本市场的第一

道防线。（华龙证券） 

267. 投资者适当性制度是中小投资者保护伞。（渤海证



券） 

268. 投资自己适合的产品，做理性投资人！（中泰证券） 

269. 网信证券切实履行投资者适当性义务和责任。（网信

证券） 

270. 为了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坚决落实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要求，国盛证券上海制造局路营业部提醒您关注中国证监

会发布的《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可通过访

问我司“国盛证券”公众号或者中国证监会网站进行了解。

（国盛证券） 

271. 为投资者提供适当的服务就是对投资者最大的保

护！（华安证券） 

272. 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将适当性管理进行到底。

（东兴证券） 

273. 先了解，再分类，重匹配。（广州证券） 

274. 相互匹配，量力而行；研究透彻，彼此成就。（华龙

证券） 

275. 鞋子合不合脚你知道，产品合不合适俺知道!做好适

当性，幸福你我他！（湘财证券） 

276. 心相连，诚相伴，适当性在身边。（华福证券） 

277. 新手只看收益  高手慎思风险。（长城国瑞证券） 

278. 宣传适当性，为投资者撑起保护伞。（华安证券） 

279. 宣传投资者适当性，树立理性投资理念。（国信证券） 



280. 选对产品、谨慎投资。（国信证券） 

281. 选好产品，选对产品，谨慎投资！（华安证券） 

282. 选择合适投资品种，走出成功理财第一步。（长城国

瑞证券） 

283. 选择合适自己的投资品种是投资成功的重要环节。

（红塔证券） 

284. 选择适当的产品，介绍给适当的客户。（东兴证券、

山西证券） 

285. 选择适当的产品给合适的自己。（恒泰证券） 

286. 选择适合的投资理财产品，让资产在可控范围内保

值增值。（华安证券） 

287. 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做理性投资人。（山西证券） 

288. 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或服务，是投资成功的重要环

节。（兴业证券） 

289. 选择适合自己的投资品种，迈出成功投资第一步。

（渤海证券） 

290. 选择适合自己的投资品种是投资成功的重要环节。

（东兴证券） 

291. 选择适合自己的投资品种是投资成功的重要因素。

（申万宏源证券） 

292. 学习“适当性管理办法”，明明白白投资。（恒泰证

券） 



293. 学习《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安全投资

记心中。（国盛证券） 

294. 学习《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做理性投

资人。（德邦证券） 

295. 学习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教育知识，增强风险防范意

识。（恒泰证券） 

296. 寻找适合的投资 从了解适当性分类管理开始。（山

西证券） 

297. 严格遵循投资者适当性制度,依法保护投资者权益。

（渤海证券） 

298. 一份收益一份风险。（长城国瑞证券） 

299. 一切不以投资者适当性为标准的产品销售都是耍流

氓。（广州证券） 

300. 依法保护投资者权益，建立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

（财富证券） 

301. 因人制宜，做您投资理财的规划师。（华安证券） 

302. 引导投资者履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义务，支持配合

适当性管理。（华宝证券） 

303.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生物适应环境生存，投资也

需符合适当性！（德邦证券） 

304. 有效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对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

细化分类。（东海证券） 



305. 预期收益是投资者面前无形的天花板，风险承受能

力是投资者面对亏损最真实的底线。（中泰证券） 

306. 远离非法配资，拒绝高利诱惑。（方正证券） 

307. 远离非法证券活动，传递正能量。（方正证券） 

308. 在适当的时刻，选择适当的产品，做好适当的配置

（恒泰证券） 

309. 掌握风险匹配，选择适当投资。（国元证券） 

310. 真诚与公正是我们维护投资者权益的唯一基石，投

资者适当性管理工作为客户的财产保驾护航。（华龙证券） 

311. 正确了解自已，理性选择产品与服务。（国盛证券） 

312. 正确认识适当性管理要求，树立理性投资理念。（开

源证券） 

313. 正确树立理财观念，理性选择投资渠道。（方正证券） 

314. 证券公司好服务，投资者利益必保护。风险等级要

评估，客户情况摸清楚。销售产品适当性，条款细则认真

读。分类匹配新制度，理性投资增财富。（广州证券） 

315. 证券交易要适当，卖家有责任，买家能自负。（国元

证券） 

316. 支持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就是支持保护投资者自身

权益。（东兴证券） 

317. 只买适合自己的。（恒泰证券） 

318. 知己知彼，理性投资。（长城国瑞证券） 



319. 知己知彼，量力投资。（华安证券） 

320. 知收益，晓风险，走向“钱”。（长城国瑞证券） 

321. 制定合理投资目标，选择合适投资品种 ！（恒泰证

券） 

322. 置适当于投资之前，乃投资者权益的自我维护。（联

讯证券） 

323. 筑适当防线，做理性投资；筑适当防线，维客户权

益。（华龙证券） 

324. 自觉履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义务，倡导投资者树立

理性的投资理念。（东莞证券） 

325. 走路还是跑步？投资与健身一样，适合自己的才是

正确的。（华安证券） 

326. 遵守“买卖自负”原则，承担交易履约责任。（中山

证券） 

327. 做“合适投资、合理投资、合法投资”的合格投资

人！（上海证券） 

328. 做好适当性工作，你好我也好。（山西证券） 

329. 做好适当性管理：让投资者与产品及服务相互了解。

（渤海证券） 

330. 做好投资者适当性工作， 你好、我好、 大家好！

（东兴证券） 

331. 做理性投资者，买适合自己的产品。（川财证券） 



332. 做粥要放三分米，七分水。处事要三分为己，七分

为人。投资要三分机遇，七分理性。（华安证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