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晨报

金融 专题 A21

2017 年12月7日 星期四

2017 年度中国理财总评榜评选活动盛大启动，北京地区评选由北京晨报主办，该活动是中国金融界一项权威、专业的评选活动。 除以往银行、保险、典当行等传统金融机构
参与评选外，本届评选将设有 2017 年度十大跨界金融产品品牌，2017 年度最具影响力的互联网金融品牌等奖项。 从 11 月 20 日—12 月 16 日，消费者可登陆北晨网评选活动
页面进行网络投票，也可以关注北京晨报填写调查问卷进行该活动评选。
2017 年度北京地区理财总评榜的评选结果将综合读者问卷，CMMS 调查及金融领域专家意见三方数据，秉承“公平、公开、公正”以及“高标准、高规格”的原则，奖项的权威
性和高含金量得到各界认可。
2017 年度北京地区理财总评榜北京分榜榜单将于 2017 年 12 月 28 日正式揭晓。

姓名_________ 身份证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 ________________

一、个人基本信息
1、您的年龄（
）
（A）20 岁以下 （B）21~30 岁 （C）31~40 岁
（D）41~50 岁 （E）51~60 岁 （F）61 岁以上
2、您的性别（
）
（A）男（B）女
3、您的月收入（
）
（A）5000 元以下
（B）5001~10000 元
（C）10001~20000 元 （D）20001 元以上
4、您的职业?_____________

二、关于金融理财
1、您拥有以下哪几种资产？ （可多选）（
）
（A）股票
（B）储蓄 （C）基金 （D）保险 （E）外汇
（F）房地产 （G）债券 （H）其他 ____________
2、您每月会将收入的多少比例用于购买金融资产进行
投资理财（
）
（A）没有 （B）30%以下
（C）30%－60% （D）60%以上
3、您更倾向于投资以下哪类金融理财工具（
）
（A）银行类理财产品
（B）保险类理财产品
（C）互联网金融类理财产品 （D）贵金属类理财产品
（E）分散投资，三者都有
4、您在考虑购买金融理财产品的过程中，影响您决策
的主要因素有（多选）（
）
（A）预期收益率 （B）过去金融理财产品的投资经历
（C）服务质量
（D）风险因素
（E）募集资金的投资领域 （F）认购的起始金额
（G）方便套现
（H）其他 __________
5、 您获得理财信息和理财知识的最主要渠道是什么？
（最多选两项）（
）
（A）电视
（B）报纸、杂志和书籍 （C）互联网
（D）朋友推荐 （E）专家讲座
（F）其他
6、若您选择投资银行理财产品，主要原因是（可多选）
（
）
（A）风险较低且保本 （B）收益较高且稳定
（C）投资知识少
（D）认同银行的品牌和产品
（E）没有时间和精力自己运作，希望银行理财
（F）充分信任银行
（G）媒体介绍和广告宣传
（H）其他 __________
7、若您打算投资于银行理财产品，您将会投资于（可多选）
（
）
（A）人民币理财产品 （B）外汇理财产品 （C）外汇宝
（D）纸黄金 （E）实物黄金 （F）其他 __________
8、您主要与下列哪类银行机构进行业务往来？（可多选）
（
）
（A）中农工建四大国有银行 （B）股份制商业银行
（C）外资银行
（D）城商行和农信社
9、说到银行，您最先想到的银行有哪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您平时常用的手机银行有哪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您关注过哪些银行的微信公众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说到银行理财产品，您最先想到的品牌或产品名称
有哪些？ ____________________

13、说到银行信用卡，您最先想到的银行或卡的名称是
哪些？ ____________________
14、您印象中的城商行有哪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您听过或者去过相对服务好、有特色的银行网点有
哪些？ __________________
16、您满意的保险类理财产品认购金额起点为
（
）
（A）1 万元以内 （B）1 万元 （C）2 万元 （D）3 万元
（E）5 万元
（F）5~10 万元
（G）10 万元以上
17、您已购买或倾向于购买保险的类型（可多选）
（
）
（A）分红型投资理财险 （B）健康保险 （C）养老保险
（D）财产保险
（E）重大疾病保险 （F）少儿保险
（G）人身意外险 （H）医疗保险 （I）其他 _______
18、您购买保险时最关注的是哪些因素？ （可多选）
（
）
（B）供款年限
（A）保费
（C）保障范围（保险覆盖范围） （D）保险公司品牌信誉
（E）保险代理人专业程度
（E）保险公司理赔速度
（F）其他 __________
19、在您印象中最先能想到的保险企业有哪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接触保险呼叫中心过程中您认为服务好的机构有哪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1、您觉得综合服务体验最好的保险企业有哪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2、您目前比较满意的车险品牌有哪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3、您对哪些保险企业的增值服务感到满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4、您有印象的互联网金融平台有哪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5、您会把多少资产转入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中？
（
）
（A）0
（B）1~20%
（C）21%~40%
（D）41%~60% （E）60%以上
26、 在购买互联网金融产品时哪些企业或者产品能取
得您高度信任？ _________________
）
27、您认为互联网金融优势有哪些？（可多选）（
（A）便捷操作 （B）覆盖面广 （C）效率高
（D）收益高
（E）取现方便 （F）其他 ________
28、了解互联网金融的主要通道有哪些？ （可多选）
（
）
（A）电视
（B）报纸、杂志
（C）户外广告
（D）专家介绍 （E）亲朋好友推荐 （F）其他 _____
29、通过一定了解，您觉得以下平台哪些风险控制环节
比较严谨？ （可多选）（
）
（A）京东金融 （B）余额宝
（C）玖富钱包
（D）积木盒子 （E）人人贷
（F）有利网
（G）信而富
（H）理财通
（I）陆金所
（J）微众银行 （K）百度钱包 （L）首创金服
（M）捷越联合 （N）厚本金融 （O）宜信财富
（P）其他 ________
30、您购买互联网金融理财时，主要考虑哪些因素？（可
多选）（
）

（A）公司背景 （B）成立时间 （C）支付稳定性
（D）好友推荐 （E）平台的风险控制方式
（F）其他 __________
（G）不考虑
31、 您认为能称得上为最具潜力的互联网金融平台有
哪些？ （可多选）（
）
（A）人人贷
（B）余额宝
（C）玖富钱包
（D）积木盒子 （E）快钱
（F）有利网
（G）信而富
（H）京东金融 （I）百度钱包
（J）微众银行 （K）紫马财行 （L）首创金服
（M）捷越联合 （N）厚本金融 （O）宜信财富
（P）其他 ________
32、您经常使用的第三方支付机构有哪些？ （可多选）
（
）
（A）支付宝 （B）财富通 （C）拉卡拉 （D）银联在线
（E）汇付天下 （F）易宝支付 （G）连连支付
（H）百付宝
（I）新浪支付 （J）其他 ________
33、您认为具有影响力的互联网金融平台有哪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4、 针对专著服务于互联网金融平台您想增加哪些途
径来深度解读？ （可多选）（
）
（A）电视
（B）报纸、杂志和书籍 （C）互联网
（D）朋友推荐 （E）专家讲座
（F）其他
35、您平时经常逛典当行吗？ 如果是的话，您常逛的典
当行是哪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6.您目前了解典当行业务的宣传途径有哪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7.您愿意走进典当行进行交易买卖的出发点是哪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8、在典当行购买产品您倾向于哪些理财需求？（可多选）
（
）
（A）产品介绍 （B）货品全面 （C）物美价廉
（D）收益颇高 （E）货品诚信 （F）其他 ________
39、如果您对外币理财及黄金业务感兴趣，想通过什么
途径来了解机构信息？ （可多选）（
）
（B）报纸、杂志和书籍 （C）互联网
（A）电视
（D）朋友推荐 （E）专家讲座
（F）其他
40、您接触过的典当行，认为有创新服务及投资理财产
品的是哪家？ ____________________
41、 您觉得 2017 年表现最为突出的财富管理机构是
哪家？ ____________________
42、您认为在买卖股票咨询服务中，专业度高有耐心的
机构是哪家？ ____________________
43、您炒股选择的证券机构对您最有帮助的是哪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4、您希望证券机构提供哪些服务？开通怎样的沟通途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5、 您认为哪些跨界互联网金融产品平台是在真正推
动互金企业与资本市场接轨后的行业正规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6、2017 年度能让您信赖的十大跨界金融产品品牌
有哪些？ （可多选）（
）
（A）恒大金服 （B）京东金融 （C）苏宁金融
（D）国美金融 （E）链家理财 （F）顺手付
（G）乐视金融 （H）小米金融 （I）安邦在线
（J）绿地金融 （K）碧有信
（L）你财富
（M）首创金服 （N）其他 ________

读者参评理财榜 超级年礼超级奖
参与调查问卷的读者，不论您喜欢哪类金融企业或在给他们提出哪些方面改进意见与建议，都可如实写在问卷中，本报将调查结果反映给各金融总部及当地分支机构，促
进企业发展协助您在感兴趣的理财机构中财智双赢。
1.读者在仔细阅读问题后，根据自身了解的行业情况填写相应选项。
2.读者必须填写真实姓名、身份证号和手机号，抽奖揭晓后本报将以手机短信形式通知获奖者。 领奖者须携带手机显示信息现场进行核对。
3.读者将选票完整剪下，选票于 2017 年 12 月 19 日前寄至本报社参加抽奖。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广渠门内大街 41 号雍贵中心 B 座 11 层北京晨报社金融部（收） 邮编：100062
4.抽奖礼品：我们将随机抽选 10 个幸运奖，每个奖品价值 200 元左右，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