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品概览

IXA-0012428F 东亚「易达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57（人民币） 已到期

IXA-12690F+12691F 东亚「易达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58及59（人民币） 已到期

IXA-12695F+12696F 东亚「易达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60及61（人民币） 已到期

IXA-12709F+12710F 东亚「易达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62及63（人民币） 已到期

IXA-12759F+12760F 东亚「易达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64及65（人民币） 未到期

IXA-12767F+12768F 东亚「易达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66及67（人民币） 未到期

IXA-12794F 东亚「易达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68（人民币） 未到期

IXA-12844F+12845F 东亚「易达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69及70（人民币） 未到期

IXA-12850F+12851F 东亚「易达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71及72（人民币） 未到期

IXA-12865F+12866F 东亚「易达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73及74（人民币） 未到期

IXA-12881F+12882F 东亚「易达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75及76（人民币） 未到期

IXA-0012387F 东亚「均点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39（人民币） 未到期
IXA-0012450F 东亚「均点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40（人民币） 已到期

IXA-12527F+12528F 东亚「盈额宝B款」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2及3（人民币） 已到期
IXA-12556F+12557F 东亚「盈额宝B款」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4及5（人民币） 已到期
IXA-12585F+12586F 东亚「盈额宝B款」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6及7（人民币） 已到期

IXA-12795F 东亚「跃跃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7（人民币） 未到期
IXA-12802F 东亚「跃跃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8（人民币） 未到期
IXA-12807F 东亚「跃跃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9（人民币） 未到期
IXA-12849F 东亚「跃跃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3（人民币） 未到期

东亚「盈额宝A款」结构性存款产品（人民币） 未到期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人民币） 未到期



  IXA-0012428F

东亚「易达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57（人民币）

交易日 : 2019年6月6日

交收日 : 2019年6月11日

到期日 : 2021年6月9日

挂钩标的 :

港元 330.40

港元 6.18

港元 32.65

投资收益 :

触发事件 :

触发点 : 观察日 触发点

第1个观察日 开始价格的103％

第2个观察日 开始价格的102.5％

第3个观察日 开始价格的102％

第4个观察日 开始价格的101.5％

第5个观察日 开始价格的101％

第6个观察日 开始价格的100.5％

第7个观察日 开始价格的100％

第8个观察日

("结算日")

开始价格的99.5％

观察日 :

收益支付日 :

到期日支付金额 :

投资收益 第3个观察日 收益率 (投资金额计算)

2020年3月6日 5.25%

厘定值 表现 厘定值 表现 厘定值 表现

343.4000 3.93% 6.0300 -2.43% 33.3500 2.14%

6.2900 1.78% 35.3000 8.12%

6.3500 2.75%

腾讯控股 中国建设银行

免责声明                                                               以上资料仅供参考之用。本行尽力以准确及可靠为标准来提供资料乃属准确及可靠，但对其准确性及可靠性概不作出任何保证，亦毋须就由于任何不确或遗漏而导致之损失或损害负责（不论

属侵权或合约或其它方面）。挂钩标的有机会按相关协议所载之调整条款作出调整（包括但不限于开始价格调整），投资者衡量标的表现时应注意该因素。此上述资料不拟提供作为专业意见，亦不应赖以作为专业意见，浏览此等网页之

人士，在需要时应寻求适当之专业意见。

观察日

2019年9月6日

2019年12月6日

2020年3月6日

华润置地

东亚「易达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57（人民币）到期，关于本款产品的相关信息，我行将在官方网站上至少保留3个月的时间。之后您可以联系业务经办分行的客户经理，或拨打当地分行电话咨询。

“触发事件”已于早前发生

“触发事件”已于早前发生

若在任何1个观察日，挂钩标的的厘定值高于或等于相关的触发点，该挂钩标的将被视为于该观察日发生“触发事件”。结构性存款产品于往后观察日将不需再观察该挂钩标的的表现。

挂钩标的 彭博编码 开始价格

腾讯控股 700 HK

中国建设银行 939 HK

华润置地 1109 HK

客户可获取的投资收益将为 潜在收益 或 保证收益，并根据下列情况厘定：

情况(1)：若在任何1个观察日，所有挂钩标的均曾经发生“触发事件”，则客户将于紧接最后1只挂钩标的发生“触发事件”的观察日之收益支付日获取潜在收益。该潜在收益等于：

投资本金 x（潜在收益率 x i/4）

潜在收益率为 7%。

就观察日而言，“i”为挂钩标的篮子内最后1只挂钩标的发生“触发事件”的观察日的个数。

若所有挂钩标的在最后1个观察日(即结算日)之前的任何1个观察日均曾经发生“触发事件”，结构性存款产品将于紧接最后1只挂钩标的发生“触发事件”的观察日之收益支付日提前到期，客户将于该收益支付日

获取100%投资本金及适当的潜在收益，而往后的投资收益将不获派发。若在结算日所有挂钩标的均曾经发生“触发事件”，客户将于到期日获取100%投资本金及适当的潜在收益。

情况(2)：若在结算日及结算日之前的所有观察日，任何1只或多只挂钩标的未曾发生“触发事件”，则客户于到期日获取保证收益。该保证收益等于：

投资本金 x 1%

季度

季度

若任何1只或多只挂钩标的在结算日之前的任何1个观察日未曾发生“触发事件”，但在结算日所有挂钩标的均曾经发生“触发事件”，则客户于到期日将可获取100％投资本金及适当的潜在收益。若在结算日及

结算日之前的所有观察日，任何1只或多只挂钩标的未曾发生“触发事件”，则客户于到期日将仅可取回100％的投资本金及保证收益。

(已到期)

“触发事件”发生 



  IXA-12690F+12691F

东亚「易达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58及59（人民币）

交易日 : 2019年11月5日

交收日 : 2019年11月8日

到期日 : 2020年11月10日

挂钩标的 :

美元 182.00

投资收益 :

触发事件 :

触发点 : 开始价格的100%

观察日 :

收益支付日 :

到期日支付金额 :

投资收益 第1个观察日 收益率 (投资金额计算)

2020年2月5日 1.35%

厘定值 表现

220.2200 21.00%

客户于收益支付日或到期日可获取的投资收益(如有)将根据下列情况厘定：

情况(1)：若在任何1个观察日或结算日，“触发事件”发生，则客户将于该观察日之相关收益支付日或到期日（以适用者为准）获取的投资收益等于：

投资本金 x（潜在收益率 x i/4 ）

潜在收益率为 5.4% 

就观察日或结算日而言，i为“触发事件”发生的观察日或结算日的个数

情况(2)：若在结算日与结算日之前的所有观察日，“触发事件”未曾发生，则客户于到期日将不可获取任何投资收益。

挂钩标的 彭博编码 开始价格

阿里巴巴集团 BABA US

(已到期)

阿里巴巴集团

若在任何1个观察日或结算日，挂钩标的的厘定值高于或等于其触发点，则“触发事件”被视为于该观察日或结算日发生。若“触发事件”在结算日之前的任何1个观察日发生，则本产品将于紧接该观察日的收益

支付日提前到期，客户将于该收益支付日获取100%投资本金及适当的投资收益，而往后的投资收益将不获派发。若“触发事件”在结算日发生，则客户将于到期日获取100%投资本金及适当的投资收益。

季度

季度

若“触发事件”在结算日之前的任何1个观察日均未曾发生，但“触发事件”在结算日发生，则客户于到期日将可获取100％投资本金及适当的投资收益。若“触发事件”在结算日及结算日之前的所有观察日均未

曾发生，则客户于到期日将仅可取回100％的投资金额，而不获任何投资收益。

东亚「易达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58及59（人民币）到期，关于本款产品的相关信息，我行将在官方网站上至少保留3个月的时间。之后您可以联系业务经办分行的客户经理，或拨打当地分行电话咨询。

免责声明                                                               以上资料仅供参考之用。本行尽力以准确及可靠为标准来提供资料乃属准确及可靠，但对其准确性及可靠性概不作出任何保证，亦毋须就由于任何不确或遗漏而导致之损失或损害负责（不论

属侵权或合约或其它方面）。挂钩标的有机会按相关协议所载之调整条款作出调整（包括但不限于开始价格调整），投资者衡量标的表现时应注意该因素。此上述资料不拟提供作为专业意见，亦不应赖以作为专业意见，浏览此等网页之

人士，在需要时应寻求适当之专业意见。

观察日

2020年2月5日



  IXA-12695F+12696F

东亚「易达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60及61（人民币）

交易日 : 2019年11月12日

交收日 : 2019年11月15日

到期日 : 2020年11月17日

挂钩标的 :

美元 186.97

投资收益 :

触发事件 :

触发点 : 开始价格的100%

观察日 :

收益支付日 :

到期日支付金额 :

投资收益 第1个观察日 收益率 (投资金额计算)

2020年2月12日 1.35%

厘定值 表现

224.3100 19.97%

挂钩标的 彭博编码 开始价格

(已到期)

季度

若“触发事件”在结算日之前的任何1个观察日均未曾发生，但“触发事件”在结算日发生，则客户于到期日将可获取100％投资本金及适当的投资收益。若“触发事件”在结算日及结算日之前的所有观察日均未

曾发生，则客户于到期日将仅可取回100％的投资金额，而不获任何投资收益。

阿里巴巴集团 BABA UN

客户于收益支付日或到期日可获取的投资收益(如有)将根据下列情况厘定：

情况(1)：若在任何1个观察日或结算日，“触发事件”发生，则客户将于该观察日之相关收益支付日或到期日（以适用者为准）获取的投资收益等于：

投资本金 x（潜在收益率 x i/4 ）

潜在收益率为 5.4% 

就观察日或结算日而言，i为“触发事件”发生的观察日或结算日的个数

情况(2)：若在结算日与结算日之前的所有观察日，“触发事件”未曾发生，则客户于到期日将不可获取任何投资收益。

若在任何1个观察日或结算日，挂钩标的的厘定值高于或等于其触发点，则“触发事件”被视为于该观察日或结算日发生。若“触发事件”在结算日之前的任何1个观察日发生，则本产品将于紧接该观察日的收益

支付日提前到期，客户将于该收益支付日获取100%投资本金及适当的投资收益，而往后的投资收益将不获派发。若“触发事件”在结算日发生，则客户将于到期日获取100%投资本金及适当的投资收益。

季度

东亚「易达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60及61（人民币）到期，关于本款产品的相关信息，我行将在官方网站上至少保留3个月的时间。之后您可以联系业务经办分行的客户经理，或拨打当地分行电话咨询。

免责声明                                                               以上资料仅供参考之用。本行尽力以准确及可靠为标准来提供资料乃属准确及可靠，但对其准确性及可靠性概不作出任何保证，亦毋须就由于任何不确或遗漏而导致之损失或损害负责（不论

属侵权或合约或其它方面）。挂钩标的有机会按相关协议所载之调整条款作出调整（包括但不限于开始价格调整），投资者衡量标的表现时应注意该因素。此上述资料不拟提供作为专业意见，亦不应赖以作为专业意见，浏览此等网页之

人士，在需要时应寻求适当之专业意见。

阿里巴巴集团

观察日

2020年2月12日



  IXA-12709F+12710F

东亚「易达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62及63（人民币）

交易日 : 2019年11月19日

交收日 : 2019年11月22日

到期日 : 2020年11月24日

挂钩标的 :

美元 185.25

投资收益 :

触发事件 :

触发点 : 开始价格的100%

观察日 :

收益支付日 :

到期日支付金额 :

投资收益 第1个观察日 收益率 (投资金额计算)

2020年2月19日 1.35%

厘定值 表现

222.1400 19.91%

(已到期)

客户于收益支付日或到期日可获取的投资收益(如有)将根据下列情况厘定：

情况(1)：若在任何1个观察日或结算日，“触发事件”发生，则客户将于该观察日之相关收益支付日或到期日（以适用者为准）获取的投资收益等于：

投资本金 x（潜在收益率 x i/4 ）

潜在收益率为 5.4% 

就观察日或结算日而言，i为“触发事件”发生的观察日或结算日的个数

情况(2)：若在结算日与结算日之前的所有观察日，“触发事件”未曾发生，则客户于到期日将不可获取任何投资收益。

若在任何1个观察日或结算日，挂钩标的的厘定值高于或等于其触发点，则“触发事件”被视为于该观察日或结算日发生。若“触发事件”在结算日之前的任何1个观察日发生，则本产品将于紧接该观察日的收益

支付日提前到期，客户将于该收益支付日获取100%投资本金及适当的投资收益，而往后的投资收益将不获派发。若“触发事件”在结算日发生，则客户将于到期日获取100%投资本金及适当的投资收益。

季度

季度

若“触发事件”在结算日之前的任何1个观察日均未曾发生，但“触发事件”在结算日发生，则客户于到期日将可获取100％投资本金及适当的投资收益。若“触发事件”在结算日及结算日之前的所有观察日均未

曾发生，则客户于到期日将仅可取回100％的投资金额，而不获任何投资收益。

挂钩标的 彭博编码 开始价格

阿里巴巴集团 BABA UN

东亚「易达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62及63（人民币）到期，关于本款产品的相关信息，我行将在官方网站上至少保留3个月的时间。之后您可以联系业务经办分行的客户经理，或拨打当地分行电话咨询。

免责声明                                                               以上资料仅供参考之用。本行尽力以准确及可靠为标准来提供资料乃属准确及可靠，但对其准确性及可靠性概不作出任何保证，亦毋须就由于任何不确或遗漏而导致之损失或损害负责（不论

属侵权或合约或其它方面）。挂钩标的有机会按相关协议所载之调整条款作出调整（包括但不限于开始价格调整），投资者衡量标的表现时应注意该因素。此上述资料不拟提供作为专业意见，亦不应赖以作为专业意见，浏览此等网页之

人士，在需要时应寻求适当之专业意见。

观察日

2020年2月19日

阿里巴巴集团



  IXA-12759F+12760F

东亚「易达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64及65（人民币）

交易日 : 2019年12月19日

交收日 : 2019年12月23日

到期日 : 2020年12月23日

挂钩标的 :

港元 204.80

投资收益 :

触发事件 :

触发点 : 开始价格的100%

观察日 :

收益支付日 :

到期日支付金额 :

开始价格 于2020年4月29日之收市价 相对开始价格之参考表现

204.80 197.00 -3.81%

厘定值 表现

174.0000 -15.04%

挂钩标的 彭博编码 开始价格

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 SW 9988 HK

客户于收益支付日或到期日可获取的投资收益(如有)将根据下列情况厘定：

情况(1)：若在任何1个观察日或结算日，“触发事件”发生，则客户将于该观察日之相关收益支付日或到期日（以适用者为准）获取的投资收益等于：

投资本金 x（潜在收益率 x i/4 ）

潜在收益率为 5.4% 

就观察日或结算日而言，i为“触发事件”发生的观察日或结算日的个数

情况(2)：若在结算日与结算日之前的所有观察日，“触发事件”未曾发生，则客户于到期日将不可获取任何投资收益。

若在任何1个观察日或结算日，挂钩标的的厘定值高于或等于其触发点，则“触发事件”被视为于该观察日或结算日发生。若“触发事件”在结算日之前的任何1个观察日发生，则本产品将于紧接该观察日的收益

支付日提前到期，客户将于该收益支付日获取100%投资本金及适当的投资收益，而往后的投资收益将不获派发。若“触发事件”在结算日发生，则客户将于到期日获取100%投资本金及适当的投资收益。

季度

季度

若“触发事件”在结算日之前的任何1个观察日均未曾发生，但“触发事件”在结算日发生，则客户于到期日将可获取100％投资本金及适当的投资收益。若“触发事件”在结算日及结算日之前的所有观察日均未

曾发生，则客户于到期日将仅可取回100％的投资金额，而不获任何投资收益。

挂钩标的

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 SW

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 SW

观察日

2020年3月19日

免责声明                                                               以上资料仅供参考之用。本行尽力以准确及可靠为标准来提供资料乃属准确及可靠，但对其准确性及可靠性概不作出任何保证，亦毋须就由于任何不确或遗漏而导致之损失或损害负责（不论

属侵权或合约或其它方面）。挂钩标的有机会按相关协议所载之调整条款作出调整（包括但不限于开始价格调整），投资者衡量标的表现时应注意该因素。此上述资料不拟提供作为专业意见，亦不应赖以作为专业意见，浏览此等网页之

人士，在需要时应寻求适当之专业意见。



  IXA-12767F+12768F

东亚「易达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66及67（人民币）

交易日 : 2019年12月27日

交收日 : 2019年12月31日

到期日 : 2020年12月30日

挂钩标的 :

港元 212.80

投资收益 :

触发事件 :

触发点 : 开始价格的100%

观察日 :

收益支付日 :

到期日支付金额 :

开始价格 于2020年4月29日之收市价 相对开始价格之参考表现

212.80 197.00 -7.42%

厘定值 表现

183.9000 -13.58%

挂钩标的 彭博编码 开始价格

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 SW 9988 HK

观察日

2020年3月27日

免责声明                                                               以上资料仅供参考之用。本行尽力以准确及可靠为标准来提供资料乃属准确及可靠，但对其准确性及可靠性概不作出任何保证，亦毋须就由于任何不确或遗漏而导致之损失或损害负责（不论

属侵权或合约或其它方面）。挂钩标的有机会按相关协议所载之调整条款作出调整（包括但不限于开始价格调整），投资者衡量标的表现时应注意该因素。此上述资料不拟提供作为专业意见，亦不应赖以作为专业意见，浏览此等网页之

人士，在需要时应寻求适当之专业意见。

客户于收益支付日或到期日可获取的投资收益(如有)将根据下列情况厘定：

情况(1)：若在任何1个观察日或结算日，“触发事件”发生，则客户将于该观察日之相关收益支付日或到期日（以适用者为准）获取的投资收益等于：

投资本金 x（潜在收益率 x i/4 ）

潜在收益率为 5.4% 

就观察日或结算日而言，i为“触发事件”发生的观察日或结算日的个数

情况(2)：若在结算日与结算日之前的所有观察日，“触发事件”未曾发生，则客户于到期日将不可获取任何投资收益。

若在任何1个观察日或结算日，挂钩标的的厘定值高于或等于其触发点，则“触发事件”被视为于该观察日或结算日发生。若“触发事件”在结算日之前的任何1个观察日发生，则本产品将于紧接该观察日的收益

支付日提前到期，客户将于该收益支付日获取100%投资本金及适当的投资收益，而往后的投资收益将不获派发。若“触发事件”在结算日发生，则客户将于到期日获取100%投资本金及适当的投资收益。

季度

季度

若“触发事件”在结算日之前的任何1个观察日均未曾发生，但“触发事件”在结算日发生，则客户于到期日将可获取100％投资本金及适当的投资收益。若“触发事件”在结算日及结算日之前的所有观察日均未

曾发生，则客户于到期日将仅可取回100％的投资金额，而不获任何投资收益。

挂钩标的

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 SW

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 SW



  IXA-12794F

东亚「易达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68（人民币）

交易日 : 2020年1月2日

交收日 : 2020年1月6日

到期日 : 2021年1月6日

挂钩标的 :

港元 210.00

投资收益 :

触发事件 :

触发点 : 开始价格的100%

观察日 :

收益支付日 :

到期日支付金额 :

开始价格 于2020年4月29日之收市价 相对开始价格之参考表现

210.00 197.00 -6.19%

厘定值 表现

186.0000 -11.43%

免责声明                                                               以上资料仅供参考之用。本行尽力以准确及可靠为标准来提供资料乃属准确及可靠，但对其准确性及可靠性概不作出任何保证，亦毋须就由于任何不确或遗漏而导致之损失或损害负责（不论

属侵权或合约或其它方面）。挂钩标的有机会按相关协议所载之调整条款作出调整（包括但不限于开始价格调整），投资者衡量标的表现时应注意该因素。此上述资料不拟提供作为专业意见，亦不应赖以作为专业意见，浏览此等网页之

人士，在需要时应寻求适当之专业意见。

若“触发事件”在结算日之前的任何1个观察日均未曾发生，但“触发事件”在结算日发生，则客户于到期日将可获取100％投资本金及适当的投资收益。若“触发事件”在结算日及结算日之前的所有观察日均未

曾发生，则客户于到期日将仅可取回100％的投资金额，而不获任何投资收益。

挂钩标的

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 SW

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 SW

观察日

2020年4月2日

挂钩标的 彭博编码 开始价格

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 SW 9988 HK

客户于收益支付日或到期日可获取的投资收益(如有)将根据下列情况厘定：

情况(1)：若在任何1个观察日或结算日，“触发事件”发生，则客户将于该观察日之相关收益支付日或到期日（以适用者为准）获取的投资收益等于：

投资本金 x（潜在收益率 x i/4 ）

潜在收益率为 5.4% 

就观察日或结算日而言，i为“触发事件”发生的观察日或结算日的个数

情况(2)：若在结算日与结算日之前的所有观察日，“触发事件”未曾发生，则客户于到期日将不可获取任何投资收益。

若在任何1个观察日或结算日，挂钩标的的厘定值高于或等于其触发点，则“触发事件”被视为于该观察日或结算日发生。若“触发事件”在结算日之前的任何1个观察日发生，则本产品将于紧接该观察日的收益

支付日提前到期，客户将于该收益支付日获取100%投资本金及适当的投资收益，而往后的投资收益将不获派发。若“触发事件”在结算日发生，则客户将于到期日获取100%投资本金及适当的投资收益。

季度

季度



  IXA-12844F+12845F

东亚「易达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69及70（人民币）

交易日 : 2020年2月18日

交收日 : 2020年2月20日

到期日 : 2021年2月22日

挂钩标的 :

港元 214.00

投资收益 :

触发事件 :

触发点 : 开始价格的100%

观察日 :

收益支付日 :

到期日支付金额 :

开始价格 于2020年4月29日之收市价 相对开始价格之参考表现

214.00 197.00 -7.94%

免责声明                                                               以上资料仅供参考之用。本行尽力以准确及可靠为标准来提供资料乃属准确及可靠，但对其准确性及可靠性概不作出任何保证，亦毋须就由于任何不确或遗漏而导致之损失或损害负责（不论

属侵权或合约或其它方面）。挂钩标的有机会按相关协议所载之调整条款作出调整（包括但不限于开始价格调整），投资者衡量标的表现时应注意该因素。此上述资料不拟提供作为专业意见，亦不应赖以作为专业意见，浏览此等网页之

人士，在需要时应寻求适当之专业意见。

若“触发事件”在结算日之前的任何1个观察日均未曾发生，但“触发事件”在结算日发生，则客户于到期日将可获取100％投资本金及适当的投资收益。若“触发事件”在结算日及结算日之前的所有观察日均未

曾发生，则客户于到期日将仅可取回100％的投资金额，而不获任何投资收益。

挂钩标的

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 SW

挂钩标的 彭博编码 开始价格

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 SW 9988 HK

客户于收益支付日或到期日可获取的投资收益(如有)将根据下列情况厘定：

情况(1)：若在任何1个观察日或结算日，“触发事件”发生，则客户将于该观察日之相关收益支付日或到期日（以适用者为准）获取的投资收益等于：

投资本金 x（潜在收益率 x i/4 ）

潜在收益率为 5.4% 

就观察日或结算日而言，i为“触发事件”发生的观察日或结算日的个数

情况(2)：若在结算日与结算日之前的所有观察日，“触发事件”未曾发生，则客户于到期日将不可获取任何投资收益。

若在任何1个观察日或结算日，挂钩标的的厘定值高于或等于其触发点，则“触发事件”被视为于该观察日或结算日发生。若“触发事件”在结算日之前的任何1个观察日发生，则本产品将于紧接该观察日的收益

支付日提前到期，客户将于该收益支付日获取100%投资本金及适当的投资收益，而往后的投资收益将不获派发。若“触发事件”在结算日发生，则客户将于到期日获取100%投资本金及适当的投资收益。

季度

季度



  IXA-12850F+12851F

东亚「易达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71及72（人民币）

交易日 : 2020年2月25日

交收日 : 2020年2月27日

到期日 : 2021年3月1日

挂钩标的 :

港元 206.60

投资收益 :

触发事件 :

触发点 : 开始价格的100%

观察日 :

收益支付日 :

到期日支付金额 :

开始价格 于2020年4月29日之收市价 相对开始价格之参考表现

206.60 197.00 -4.65%

免责声明                                                               以上资料仅供参考之用。本行尽力以准确及可靠为标准来提供资料乃属准确及可靠，但对其准确性及可靠性概不作出任何保证，亦毋须就由于任何不确或遗漏而导致之损失或损害负责（不论

属侵权或合约或其它方面）。挂钩标的有机会按相关协议所载之调整条款作出调整（包括但不限于开始价格调整），投资者衡量标的表现时应注意该因素。此上述资料不拟提供作为专业意见，亦不应赖以作为专业意见，浏览此等网页之

人士，在需要时应寻求适当之专业意见。

客户于收益支付日或到期日可获取的投资收益(如有)将根据下列情况厘定：

情况(1)：若在任何1个观察日或结算日，“触发事件”发生，则客户将于该观察日之相关收益支付日或到期日（以适用者为准）获取的投资收益等于：

投资本金 x（潜在收益率 x i/4 ）

潜在收益率为 5.4% 

就观察日或结算日而言，i为“触发事件”发生的观察日或结算日的个数

情况(2)：若在结算日与结算日之前的所有观察日，“触发事件”未曾发生，则客户于到期日将不可获取任何投资收益。

若在任何1个观察日或结算日，挂钩标的的厘定值高于或等于其触发点，则“触发事件”被视为于该观察日或结算日发生。若“触发事件”在结算日之前的任何1个观察日发生，则本产品将于紧接该观察日的收益

支付日提前到期，客户将于该收益支付日获取100%投资本金及适当的投资收益，而往后的投资收益将不获派发。若“触发事件”在结算日发生，则客户将于到期日获取100%投资本金及适当的投资收益。

季度

季度

若“触发事件”在结算日之前的任何1个观察日均未曾发生，但“触发事件”在结算日发生，则客户于到期日将可获取100％投资本金及适当的投资收益。若“触发事件”在结算日及结算日之前的所有观察日均未

曾发生，则客户于到期日将仅可取回100％的投资金额，而不获任何投资收益。

挂钩标的

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 SW

挂钩标的 彭博编码 开始价格

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 SW 9988 HK



  IXA-12865F+12866F

东亚「易达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73及74（人民币）

交易日 : 2020年3月11日

交收日 : 2020年3月13日

到期日 : 2021年3月15日

挂钩标的 :

港元 378.40

港元 197.00

投资收益 :

触发事件 :

触发点 : 观察日 触发点

第1个观察日 开始价格的103％

第2个观察日 开始价格的102.5％

第3个观察日 开始价格的102％

第4个观察日

("结算日")

开始价格的101.5％

观察日 :

收益支付日 :

到期日支付金额 :

开始价格 于2020年4月29日之收市价 相对开始价格之参考表现

378.40 417.00 10.20%

197.00 197.00 0.00%

免责声明                                                               以上资料仅供参考之用。本行尽力以准确及可靠为标准来提供资料乃属准确及可靠，但对其准确性及可靠性概不作出任何保证，亦毋须就由于任何不确或遗漏而导致之损失或损害负责（不论

属侵权或合约或其它方面）。挂钩标的有机会按相关协议所载之调整条款作出调整（包括但不限于开始价格调整），投资者衡量标的表现时应注意该因素。此上述资料不拟提供作为专业意见，亦不应赖以作为专业意见，浏览此等网页之

人士，在需要时应寻求适当之专业意见。

客户于收益支付日或到期日可获取的投资收益(如有)将根据下列情况厘定：

情况(1)：若在任何1个观察日，所有挂钩标的均曾经发生“触发事件”，则客户将于紧接最后1只挂钩标的发生“触发事件”的观察日之收益支付日获取的投资收益等于：

投资本金 x（潜在收益率 x i/4 ）

潜在收益率为 6% 。

就观察日而言，i为挂钩标的篮子内最后1只挂钩标的发生“触发事件”的观察日的个数。

若所有挂钩标的在最后1个观察日(即结算日)之前的任何1个观察日均曾经发生“触发事件”，结构性存款产品将于紧接最后1只挂钩标的发生“触发事件”的观察日之收益支付日提前到期，客户将于该收益支付日

获取100%投资本金及适当的投资收益，而往后的投资收益将不获派发。若在结算日所有挂钩标的均曾经发生“触发事件”，客户将于到期日获取  100%投资本金及适当的投资收益。

情况(2)：若在结算日与结算日之前的所有观察日，任何1只或多只挂钩标的未曾发生“触发事件”，则客户于到期日将不可获取任何投资收益。

若在任何1个观察日，挂钩标的的厘定值高于或等于相关的触发点，该挂钩标的将被视为于该观察日发生“触发事件”。结构性存款产品于往后观察日将不需再观察该挂钩标的的厘定值表现。

季度

季度

若任何1只或多只挂钩标的在结算日之前的任何1个观察日未曾发生“触发事件”，但在结算日所有挂钩标的均曾经发生“触发事件”，则客户于到期日将可获取100％投资本金及适当的投资收益。若在结算日及

结算日之前的所有观察日，任何1只或多只挂钩标的未曾发生“触发事件”，则客户于到期日将仅可取回100％的投资本金，而不获任何投资收益。

挂钩标的

腾讯控股

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 SW

挂钩标的 彭博编码 开始价格

腾讯控股 700 HK

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 SW 9988 HK



  IXA-12881F+12882F

东亚「易达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75及76（人民币）

交易日 : 2020年3月25日

交收日 : 2020年3月27日

到期日 : 2021年3月29日

挂钩标的 :

港元 380.00

港元 179.70

投资收益 :

触发事件 :

触发点 : 观察日 触发点

第1个观察日 开始价格的103％

第2个观察日 开始价格的102.5％

第3个观察日 开始价格的102％

第4个观察日

("结算日")

开始价格的101.5％

观察日 :

收益支付日 :

到期日支付金额 :

开始价格 于2020年4月29日之收市价 相对开始价格之参考表现

380.00 417.00 9.74%

179.70 197.00 9.63%

免责声明                                                               以上资料仅供参考之用。本行尽力以准确及可靠为标准来提供资料乃属准确及可靠，但对其准确性及可靠性概不作出任何保证，亦毋须就由于任何不确或遗漏而导致之损失或损害负责（不论

属侵权或合约或其它方面）。挂钩标的有机会按相关协议所载之调整条款作出调整（包括但不限于开始价格调整），投资者衡量标的表现时应注意该因素。此上述资料不拟提供作为专业意见，亦不应赖以作为专业意见，浏览此等网页之

人士，在需要时应寻求适当之专业意见。

客户于收益支付日或到期日可获取的投资收益(如有)将根据下列情况厘定：

情况(1)：若在任何1个观察日，所有挂钩标的均曾经发生“触发事件”，则客户将于紧接最后1只挂钩标的发生“触发事件”的观察日之收益支付日获取的投资收益等于：

投资本金 x（潜在收益率 x i/4 ）

潜在收益率为 6% 。

就观察日而言，i为挂钩标的篮子内最后1只挂钩标的发生“触发事件”的观察日的个数。

若所有挂钩标的在最后1个观察日(即结算日)之前的任何1个观察日均曾经发生“触发事件”，结构性存款产品将于紧接最后1只挂钩标的发生“触发事件”的观察日之收益支付日提前到期，客户将于该收益支付日

获取100%投资本金及适当的投资收益，而往后的投资收益将不获派发。若在结算日所有挂钩标的均曾经发生“触发事件”，客户将于到期日获取   100%投资本金及适当的投资收益。

情况(2)：若在结算日与结算日之前的所有观察日，任何1只或多只挂钩标的未曾发生“触发事件”，则客户于到期日将不可获取任何投资收益。

若在任何1个观察日，挂钩标的的厘定值高于或等于相关的触发点，该挂钩标的将被视为于该观察日发生“触发事件”。结构性存款产品于往后观察日将不需再观察该挂钩标的的厘定值表现。

季度

季度

若任何1只或多只挂钩标的在结算日之前的任何1个观察日未曾发生“触发事件”，但在结算日所有挂钩标的均曾经发生“触发事件”，则客户于到期日将可获取100％投资本金及适当的投资收益。若在结算日及

结算日之前的所有观察日，任何1只或多只挂钩标的未曾发生“触发事件”，则客户于到期日将仅可取回100％的投资本金，而不获任何投资收益。

挂钩标的

腾讯控股

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 SW

挂钩标的 彭博编码 开始价格

腾讯控股 700 HK

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 SW 9988 HK



  IXA-0012387F

东亚「均点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39（人民币）

交易日 : 2019年5月24日

交收日 : 2019年5月29日

到期日 : 2022年5月26 日

挂钩标的 : 彭博编码

6030 HK 港元 14.90

700 HK 港元 337.79

386 HK 港元 4.92

投资收益 :

触发事件 :

观察日 :

收益支付日 : 开始价格厘定后季度

触发点 : 观察日 触发点

第1-3个观察日 开始价格的103％

第4-6个观察日 开始价格的102.5％

第7个观察日 开始价格的102％

第8个观察日 开始价格的101.5％

第9个观察日 开始价格的101％

第10个观察日 开始价格的100.5％

第11个观察日 开始价格的100％

第12个观察日 开始价格的99.5％

第13个观察日 开始价格的99％

第14个观察日

("结算日")

开始价格的98.5％

到期日支付金额 :

挂钩标的

中信证券

腾讯控股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

厘定值 表现 厘定值 表现 厘定值 表现

16.6000 11.41% 376.8000 11.55% 4.6200 -6.10%

16.7200 12.21% 385.8000 14.21% 4.4800 -8.94%

17.3800 16.64% 390.4000 15.57% 4.1200 -16.26%

13.9600 -6.31% 365.2000 8.11% 3.4200 -30.49%

14.1000 -5.37% 406.4000 20.31% 3.7400 -23.98%

客户可获取的投资收益将为 潜在收益 或 保证收益，并根据下列情况厘定：

情况(1)：若在任何1个观察日，“触发事件”发生，则客户将于该观察日之相关收益支付日或到期日（以适用者为准）获取潜在收益。该潜在收益等于：

投资本金 x（潜在收益率 x i/4 ）

潜在收益率为 7.5%。

就观察日而言，i为“触发事件”发生的观察日的个数。

情况(2)：若在最后1个观察日(即“结算日”)与结算日之前的所有观察日，“触发事件”均未曾发生，则客户于到期日获取保证收益。该保证收益等于：

投资本金 x 1.5%

若在任何1个观察日或结算日，所有挂钩标的的厘定值均高于或等于相关的触发点，则“触发事件”便发生。若“触发事件”在结算日之前的任何1个观察日发生，则结构性存款产品将于紧

接该观察日的相关收益支付日提前到期，客户将于该收益支付日获取100%投资本金及适当的潜在收益，而往后的投资收益将不获派发。若“触发事件”在结算日发生，则客户将于到期日获

取100%投资本金及适当的潜在收益。

开始价格厘定后首2季月度，其后季度

挂钩标的 开始价格

中信证券

腾讯控股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

若“触发事件”在结算日之前的任何1个观察日均未曾发生，但“触发事件”在结算日发生，则客户于到期日将可获取100％投资本金及适当的潜在收益。若“触发事件”在结算日及结算日之

前的所有观察日均未曾发生，则客户于到期日将仅可取回100％的投资本金及保证收益。

开始价格 于2020年4月29日之收市价 相对开始价格之参考表现

14.90 14.96 0.40%

观察日或结算日

337.79 417.00 23.45%

4.92 3.92 -20.33%

中信证券 腾讯控股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

2019年12月24日
2020年1月24日
2020年2月24日
2020年3月24日
2020年4月24日

免责声明                                                               以上资料仅供参考之用。本行尽力以准确及可靠为标准来提供资料乃属准确及可靠，但对其准确性及可靠性概不作出任何保证，亦毋须就由于任何不确或遗漏而导致之损失或损害负

责（不论属侵权或合约或其它方面）。挂钩标的有机会按相关协议所载之调整条款作出调整（包括但不限于开始价格调整），投资者衡量标的表现时应注意该因素。此上述资料不拟提供作为专业意见，亦不应赖以作为专业意

见，浏览此等网页之人士，在需要时应寻求适当之专业意见。



  IXA-0012450F

东亚「均点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40（人民币）

交易日 : 2019年6月20日

交收日 : 2019年6月24日

到期日 : 2022年6月22日

挂钩标的 : 彭博编码

688 HK 港元 26.61

1093 HK 港元 15.97

3888 HK 港元 17.29

投资收益 :

触发事件 :

观察日 :

收益支付日 : 开始价格厘定后季度

触发点 : 观察日 触发点

第1-3个观察日 开始价格的103％

第4-6个观察日 开始价格的102.5％

第7个观察日 开始价格的102％

第8个观察日 开始价格的101.5％

第9个观察日 开始价格的101％

第10个观察日 开始价格的100.5％

第11个观察日 开始价格的100％

第12个观察日 开始价格的99.5％

第13个观察日 开始价格的99％

第14个观察日

("结算日")

开始价格的98.5％

到期日支付金额 :

投资收益 : 观察日 收益率 (投资金额计算) i

2020年1月20日 5.40% 3

厘定值 表现 厘定值 表现 厘定值 表现

28.8500 8.42% 19.1800 20.10% 26.0000 50.38%

东亚「均点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40（人民币）到期，关于本款产品的相关信息，我行将在官方网站上至少保留3个月的时间。之后您可以联系业务经办分行的客户经理，或拨打当地分行电话咨询。

免责声明                                                               以上资料仅供参考之用。本行尽力以准确及可靠为标准来提供资料乃属准确及可靠，但对其准确性及可靠性概不作出任何保证，亦毋须就由于任何不确或遗漏而导致之损失或损害负

责（不论属侵权或合约或其它方面）。挂钩标的有机会按相关协议所载之调整条款作出调整（包括但不限于开始价格调整），投资者衡量标的表现时应注意该因素。此上述资料不拟提供作为专业意见，亦不应赖以作为专业意

见，浏览此等网页之人士，在需要时应寻求适当之专业意见。

观察日或结算日

2020年1月20日

中国海外发展 石药集团 金山软件

金山软件

客户可获取的投资收益将为 潜在收益 或 保证收益，并根据下列情况厘定：

情况(1)：若在任何1个观察日，“触发事件”发生，则客户将于该观察日之相关收益支付日或到期日（以适用者为准）获取潜在收益。该潜在收益等于：

投资本金 x（潜在收益率 x i/4 ）

潜在收益率为 7.2%。

就观察日而言，i为“触发事件”发生的观察日的个数。

情况(2)：若在最后1个观察日(即“结算日”)与结算日之前的所有观察日，“触发事件”均未曾发生，则客户于到期日获取保证收益。该保证收益等于：

投资本金 x 1.5%
若在任何1个观察日或结算日，所有挂钩标的的厘定值均高于或等于相关的触发点，则“触发事件”便发生。若“触发事件”在结算日之前的任何1个观察日发生，则结构性存款产品将于紧

接该观察日的相关收益支付日提前到期，客户将于该收益支付日获取100%投资本金及适当的潜在收益，而往后的投资收益将不获派发。若“触发事件”在结算日发生，则客户将于到期日获

取100%投资本金及适当的潜在收益。

开始价格厘定后首2季月度，其后季度

若“触发事件”在结算日之前的任何1个观察日均未曾发生，但“触发事件”在结算日发生，则客户于到期日将可获取100％投资本金及适当的潜在收益。若“触发事件”在结算日及结算日之

前的所有观察日均未曾发生，则客户于到期日将仅可取回100％的投资本金及保证收益。

(到期)

挂钩标的 开始价格

中国海外发展

石药集团



  IXA-12527F+12528F

东亚「盈额宝B款」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2及3（人民币）

交易日 : 2019年7月30日

交收日 : 2019年7月31日

到期日 : 2020年2月6日

挂钩标的 : 彭博编码

GLD UP 美元 134.98

投资收益 :

限定价格 : 开始价格的100%

到期日支付金额 :

投资收益 : 结算日 年收益率

2020年2月3日 5.50%

厘定值 表现

148.3600 9.91%

于到期日，客户将可取回原本的投资金额及相关投资收益（如有）。

(已到期)

挂钩标的 开始价格

SPDR® Gold Shares

客户于到期日可获取之投资收益（如有）将按照以下其中1个情况来厘定﹕

情况1：假若在结算日，挂钩标的的厘定值髙于或等于限定价格，客户于到期日将可获取潜在收益，该潜在收益将按如下公式计算：

                    投资本金 x（5.5% x 实际天数 / 360天）

情况2：假若在结算日，挂钩标的的厘定值低于限定价格，客户于到期日将不可获取任何投资收益。

SPDR®  Gold Shares

结算日

2020年2月3日
东亚「盈额宝B款」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2及3（人民币）到期，关于本款产品的相关信息，我行将在官方网站上至少保留3个月的时间。之后您可以联系业务经办分行的客户经理，或拨打当地分行电话咨询。

免责声明                                                               以上资料仅供参考之用。本行尽力以准确及可靠为标准来提供资料乃属准确及可靠，但对其准确性及可靠性概不作出任何保证，亦毋须就由于任何不确或遗漏而导致之损失或损害负

责（不论属侵权或合约或其它方面）。挂钩标的有机会按相关协议所载之调整条款作出调整（包括但不限于开始价格调整），投资者衡量标的表现时应注意该因素。此上述资料不拟提供作为专业意见，亦不应赖以作为专业意

见，浏览此等网页之人士，在需要时应寻求适当之专业意见。



  IXA-12556F+12557F

东亚「盈额宝B款」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4及5（人民币）

交易日 : 2019年8月19日

交收日 : 2019年8月20日

到期日 : 2020年2月26日

挂钩标的 : 彭博编码

GLD UP 美元 141.11

投资收益 :

限定价格 : 开始价格的100%

到期日支付金额 :

投资收益 : 结算日 年收益率

2020年2月21日 5.50%

厘定值 表现

154.7000 9.63%

于到期日，客户将可取回原本的投资金额及相关投资收益（如有）。

(已到期)

挂钩标的 开始价格

SPDR® Gold Shares

客户于到期日可获取之投资收益（如有）将按照以下其中1个情况来厘定﹕

情况1：假若在结算日，挂钩标的的厘定值髙于或等于限定价格，客户于到期日将可获取潜在收益，该潜在收益将按如下公式计算：

                    投资本金 x（5.5% x 实际天数 / 360天）

情况2：假若在结算日，挂钩标的的厘定值低于限定价格，客户于到期日将不可获取任何投资收益。

SPDR®  Gold Shares

结算日

2020年2月21日
东亚「盈额宝B款」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4及5（人民币）到期，关于本款产品的相关信息，我行将在官方网站上至少保留3个月的时间。之后您可以联系业务经办分行的客户经理，或拨打当地分行电话咨询。

免责声明                                                               以上资料仅供参考之用。本行尽力以准确及可靠为标准来提供资料乃属准确及可靠，但对其准确性及可靠性概不作出任何保证，亦毋须就由于任何不确或遗漏而导致之损失或损害负

责（不论属侵权或合约或其它方面）。挂钩标的有机会按相关协议所载之调整条款作出调整（包括但不限于开始价格调整），投资者衡量标的表现时应注意该因素。此上述资料不拟提供作为专业意见，亦不应赖以作为专业意

见，浏览此等网页之人士，在需要时应寻求适当之专业意见。



  IXA-12585F+12586F

东亚「盈额宝B款」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6及7（人民币）

交易日 : 2019年8月29日

交收日 : 2019年8月30日

到期日 : 2020年3月5日

挂钩标的 : 彭博编码

GLD UP 美元 144.12

投资收益 :

限定价格 : 开始价格的100%

到期日支付金额 :

投资收益 : 结算日 年收益率

2020年3月2日 5.50%

厘定值 表现

149.2000 3.52%

于到期日，客户将可取回原本的投资金额及相关投资收益（如有）。

(已到期)

挂钩标的 开始价格

SPDR® Gold Shares

客户于到期日可获取之投资收益（如有）将按照以下其中1个情况来厘定﹕

情况1：假若在结算日，挂钩标的的厘定值髙于或等于限定价格，客户于到期日将可获取潜在收益，该潜在收益将按如下公式计算：

                    投资本金 x（5.5% x 实际天数 / 360天）

情况2：假若在结算日，挂钩标的的厘定值低于限定价格，客户于到期日将不可获取任何投资收益。

免责声明                                                               以上资料仅供参考之用。本行尽力以准确及可靠为标准来提供资料乃属准确及可靠，但对其准确性及可靠性概不作出任何保证，亦毋须就由于任何不确或遗漏而导致之损失或损害负

责（不论属侵权或合约或其它方面）。挂钩标的有机会按相关协议所载之调整条款作出调整（包括但不限于开始价格调整），投资者衡量标的表现时应注意该因素。此上述资料不拟提供作为专业意见，亦不应赖以作为专业意

见，浏览此等网页之人士，在需要时应寻求适当之专业意见。

SPDR®  Gold Shares

结算日

2020年3月2日
东亚「盈额宝B款」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6及7（人民币）到期，关于本款产品的相关信息，我行将在官方网站上至少保留3个月的时间。之后您可以联系业务经办分行的客户经理，或拨打当地分行电话咨询。



  IXA-12795F

东亚「跃跃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7（人民币）

交易日 : 2020年1月8日

交收日 : 2020年1月9日

到期日 : 2020年7月13日

挂钩标的 : 彭博编码

GLD UP 美元 146.86

投资收益 :

第1层潜在收益 :

第2层潜在收益 :

保证收益 :

限定价格1

限定价格2 : 开始价格的50%

到期日支付金额 :

挂钩标的

SPDR®  Gold Shares

免责声明                                                               以上资料仅供参考之用。本行尽力以准确及可靠为标准来提供资料乃属准确及可靠，但对其准确性及可靠性概不作出任何保证，亦毋须就由于任何不确或遗漏而导致之损失或损害负责

（不论属侵权或合约或其它方面）。挂钩标的有机会按相关协议所载之调整条款作出调整（包括但不限于开始价格调整），投资者衡量标的表现时应注意该因素。此上述资料不拟提供作为专业意见，亦不应赖以作为专业意见，

浏览此等网页之人士，在需要时应寻求适当之专业意见。

相对开始价格之参考表现

146.86 161.73 10.13%

开始价格 于2020年4月29日之收市价

挂钩标的 开始价格

SPDR® Gold Shares

客户于到期日可获取之投资收益将按照以下其中1个情况来厘定﹕                                                                            情况1：假若在结算日，挂钩标的的厘定值高于或等于限定价格1，客户于到期日将

可获取第1层潜在收益；或 情况2：假若在结算日，挂钩标的的厘定值低于限定价格1，但高于或等于限定价格2，客户于到期日将可获取第2层潜在收益；或 情况3：假若在结算日，挂钩标的的

厘定值低于限定价格2，客户于到期日将可获取保证收益。

投资本金 x 4.65% x 计算天数

投资本金 x 3.65% x 计算天数

投资本金 x 1.30% x 计算天数

开始价格的110%

于到期日，客户将可取回原本的投资金额及相关投资收益。



  IXA-12802F

东亚「跃跃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8（人民币）

交易日 : 2020年1月15日

交收日 : 2020年1月16日

到期日 : 2020年7月20日

挂钩标的 : 彭博编码

GLD UP 美元 146.54

投资收益 :

第1层潜在收益 :

第2层潜在收益 :

保证收益 :

限定价格1

限定价格2 : 开始价格的50%

到期日支付金额 :

挂钩标的

SPDR®  Gold Shares

挂钩标的 开始价格

SPDR® Gold Shares

客户于到期日可获取之投资收益将按照以下其中1个情况来厘定﹕                                                                                                            情况1：假若在结算日，挂钩标的的厘定值高于或等于限定价格

1，客户于到期日将可获取第1层潜在收益；或 情况2：假若在结算日，挂钩标的的厘定值低于限定价格1，但高于或等于限定价格2，客户于到期日将可获取第2层潜在收益；或 情况3：假若在

结算日，挂钩标的的厘定值低于限定价格2，客户于到期日将可获取保证收益。

投资本金 x 4.65% x 计算天数

投资本金 x 3.65% x 计算天数

投资本金 x 1.30% x 计算天数

开始价格的110%

于到期日，客户将可取回原本的投资金额及相关投资收益。

开始价格 于2020年4月29日之收市价 相对开始价格之参考表现

146.54 161.73 10.37%

免责声明                                                               以上资料仅供参考之用。本行尽力以准确及可靠为标准来提供资料乃属准确及可靠，但对其准确性及可靠性概不作出任何保证，亦毋须就由于任何不确或遗漏而导致之损失或损害负责

（不论属侵权或合约或其它方面）。挂钩标的有机会按相关协议所载之调整条款作出调整（包括但不限于开始价格调整），投资者衡量标的表现时应注意该因素。此上述资料不拟提供作为专业意见，亦不应赖以作为专业意见，

浏览此等网页之人士，在需要时应寻求适当之专业意见。



  IXA-12807F

东亚「跃跃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9（人民币）

交易日 : 2020年1月22日

交收日 : 2020年1月23日

到期日 : 2020年7月27日

挂钩标的 : 彭博编码

GLD UP 美元 146.79

投资收益 :

第1层潜在收益 :

第2层潜在收益 :

保证收益 :

限定价格1

限定价格2 : 开始价格的50%

到期日支付金额 :

挂钩标的

SPDR®  Gold Shares

挂钩标的 开始价格

SPDR® Gold Shares

客户于到期日可获取之投资收益将按照以下其中1个情况来厘定﹕                                                                                                                                             情况1：假若在结算日，挂钩标的的厘定值高

于或等于限定价格1，客户于到期日将可获取第1层潜在收益；或 情况2：假若在结算日，挂钩标的的厘定值低于限定价格1，但高于或等于限定价格2，客户于到期日将可获取第2层潜在收益；

或 情况3：假若在结算日，挂钩标的的厘定值低于限定价格2，客户于到期日将可获取保证收益。

投资本金 x 4.65% x 计算天数

投资本金 x 3.65% x 计算天数

投资本金 x 1.30% x 计算天数

开始价格的110%

于到期日，客户将可取回原本的投资金额及相关投资收益。

开始价格 于2020年4月29日之收市价 相对开始价格之参考表现

146.79 161.73 10.18%

免责声明                                                               以上资料仅供参考之用。本行尽力以准确及可靠为标准来提供资料乃属准确及可靠，但对其准确性及可靠性概不作出任何保证，亦毋须就由于任何不确或遗漏而导致之损失或损害负责

（不论属侵权或合约或其它方面）。挂钩标的有机会按相关协议所载之调整条款作出调整（包括但不限于开始价格调整），投资者衡量标的表现时应注意该因素。此上述资料不拟提供作为专业意见，亦不应赖以作为专业意见，

浏览此等网页之人士，在需要时应寻求适当之专业意见。



  IXA-12849F

东亚「跃跃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3（人民币）

交易日 : 2020年2月25日

交收日 : 2020年2月26日

到期日 : 2020年8月28日

挂钩标的 : 彭博编码

GLD UP 美元 153.30

投资收益 :

第1层潜在收益 :

第2层潜在收益 :

保证收益 :

限定价格1

限定价格2 : 开始价格的50%

到期日支付金额 :

挂钩标的

SPDR®  Gold Shares

免责声明                                                               以上资料仅供参考之用。本行尽力以准确及可靠为标准来提供资料乃属准确及可靠，但对其准确性及可靠性概不作出任何保证，亦毋须就由于任何不确或遗漏而导致之损失或损害负责

（不论属侵权或合约或其它方面）。挂钩标的有机会按相关协议所载之调整条款作出调整（包括但不限于开始价格调整），投资者衡量标的表现时应注意该因素。此上述资料不拟提供作为专业意见，亦不应赖以作为专业意见，

浏览此等网页之人士，在需要时应寻求适当之专业意见。

开始价格 于2020年4月29日之收市价 相对开始价格之参考表现

153.30 161.73 5.50%

投资本金 x 4.65% x 计算天数

投资本金 x 3.65% x 计算天数

投资本金 x 1.30% x 计算天数

开始价格的110%

于到期日，客户将可取回原本的投资金额及相关投资收益。

挂钩标的 开始价格

SPDR® Gold Shares

客户于到期日可获取之投资收益将按照以下其中1个情况来厘定﹕                                                                                                                                             情况1：假若在结算日，挂钩标的的厘定值高

于或等于限定价格1，客户于到期日将可获取第1层潜在收益；或 情况2：假若在结算日，挂钩标的的厘定值低于限定价格1，但高于或等于限定价格2，客户于到期日将可获取第2层潜在收益；

或 情况3：假若在结算日，挂钩标的的厘定值低于限定价格2，客户于到期日将可获取保证收益。



  

挂钩标的的收市价

到期日支付金额

  
   

于到期日，客户将可取回原本的投资金额及产品指南上阐明之相关投资收益

免责声明                                                               以上资料仅供参考之用。本行尽力以准确及可靠为

标准来提供资料乃属准确及可靠，但对其准确性及可靠性概不作出任何保证，亦毋须就由于任何

不确或遗漏而导致之损失或损害负责（不论属侵权或合约或其它方面）。挂钩标的有机会按相关

协议所载之调整条款作出调整（包括但不限于开始价格调整），投资者衡量标的表现时应注意该

因素。此上述资料不拟提供作为专业意见，亦不应赖以作为专业意见，浏览此等网页之人士，在

需要时应寻求适当之专业意见。

于2020年4月29日之收市价

2822 HK 13.8400

GLD UP 161.7300

东亚「盈额宝A款」结构性存款产品（人民币）

挂钩标的 彭博编码

南方富时中国A50 ETF 

SPDR®  Gold Shares



东亚「盈额宝A款」结构性存款产品（人民币）

产品到期表现

产品过往业绩不代表其未来表现，不作为新发产品业绩表现的保证。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投资收益

(年收益率)

到期日

IXA-12639F+12640F 东亚「盈额宝A款」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39及40（人民币） 1.10% 2020年2月20日

IXA-12641F+12642F 东亚「盈额宝A款」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41及42（人民币） 8.09% 2020年2月21日

IXA-12660F+12661F 东亚「盈额宝A款」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45及46（人民币） 10.29% 2020年2月27日

IXA-12662F+12663F 东亚「盈额宝A款」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47及48（人民币） 1.10% 2020年2月27日

IXA-12674F+12675F 东亚「盈额宝A款」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49及50（人民币） 1.10% 2020年2月6日

IXA-12680F+12681F 东亚「盈额宝A款」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51及52（人民币） 5.50% 2020年2月13日

IXA-12746F+12747F 东亚「盈额宝A款」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55及56（人民币） 1.21% 2020年3月10日

IXA-12748F+12749F 东亚「盈额宝A款」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57及58（人民币） 1.10% 2020年3月17日

IXA-12784F+12785F 东亚「盈额宝A款」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59及60（人民币） 1.10% 2020年4月15日

IXA-12803F+12804F 东亚「盈额宝A款」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61及62（人民币） 1.10% 2020年4月20日

IXA-12808F+12809F 东亚「盈额宝A款」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63及64（人民币） 1.10% 2020年4月27日



免责声明                                                               以上资料仅供参考之用。本行尽力以准确及可靠为标准来提供资料乃属准确及可靠，但对其准确性及可靠

性概不作出任何保证，亦毋须就由于任何不确或遗漏而导致之损失或损害负责（不论属侵权或合约或其它方面）。挂钩标的有机会按相关协议所载之调整条

款作出调整（包括但不限于开始价格调整），投资者衡量标的表现时应注意该因素。此上述资料不拟提供作为专业意见，亦不应赖以作为专业意见，浏览此

等网页之人士，在需要时应寻求适当之专业意见。



  

参考货币组合的汇率

到期支付金额

于到期日，客户可取回100%投资金额及产品指南上阐明之相关投资收益

免责声明                                                               以上资料仅供参考之用。本行尽力以准确及可靠为标准来提供资料乃属准确及可

靠，但对其准确性及可靠性概不作出任何保证，亦毋须就由于任何不确或遗漏而导致之损失或损害负责（不论属侵权或合约或其

它方面）。挂钩标的有机会按相关协议所载之调整条款作出调整（包括但不限于开始价格调整），投资者衡量标的表现时应注意

该因素。此上述资料不拟提供作为专业意见，亦不应赖以作为专业意见，浏览此等网页之人士，在需要时应寻求适当之专业意见

。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人民币）

于2020年4月29日之参考价格

澳元/美元 0.6557
(以每1澳元兑美元的报价)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人民币）

产品到期表现

产品过往业绩不代表其未来表现，不作为新发产品业绩表现的保证。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到期投资收益

(年收益率)

到期日

IXA-0012616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50（人民币） 3.95% 2020年1月6日

IXA-0012606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45（人民币） 3.90% 2020年1月6日

IXA-0012593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39（人民币） 3.90% 2020年1月6日

IXA-0012429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764（人民币） 4.60% 2020年1月10日

IXA-0012430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765（人民币） 4.50% 2020年1月10日

IXA-0012431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766（人民币） 4.60% 2020年1月10日

IXA-0012432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767（人民币） 4.40% 2020年1月10日

IXA-0012442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769（人民币） 4.60% 2020年1月13日

IXA-0012443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770（人民币） 4.60% 2020年1月13日

IXA-0012444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771（人民币） 4.60% 2020年1月13日

IXA-0012445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772（人民币） 4.50% 2020年1月13日

IXA-0012529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08（人民币） 4.30% 2020年1月16日

IXA-0012530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09（人民币） 4.30% 2020年1月16日

IXA-0012531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10（人民币） 4.30% 2020年1月16日

IXA-0012532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11（人民币） 4.15% 2020年1月16日

IXA-0012453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774（人民币） 4.60% 2020年1月17日

IXA-0012454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775（人民币） 4.60% 2020年1月17日

IXA-0012455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776（人民币） 4.60% 2020年1月17日

IXA-0012456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777（人民币） 4.50% 2020年1月17日

IXA-0012458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779（人民币） 4.60% 2020年1月17日

IXA-0012540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13（人民币） 4.20% 2020年1月21日

IXA-0012541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14（人民币） 4.20% 2020年1月21日

IXA-0012542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15（人民币） 4.20% 2020年1月21日

IXA-0012543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16（人民币） 4.10% 2020年1月21日

IXA-0012517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03（人民币） 4.30% 2020年1月21日

IXA-0012518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04（人民币） 4.30% 2020年1月21日

IXA-0012519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05（人民币） 4.30% 2020年1月21日

IXA-0012520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06（人民币） 4.15% 2020年1月21日

IXA-0012462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780（人民币） 4.60% 2020年1月21日

IXA-0012463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781（人民币） 4.60% 2020年1月21日

IXA-0012464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782（人民币） 4.60% 2020年1月21日

IXA-0012465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783（人民币） 4.50% 2020年1月21日

IXA-0012467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785（人民币） 4.60% 2020年1月21日

IXA-0012665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72（人民币） 4.00% 2020年2月3日

IXA-0012685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85（人民币） 4.05% 2020年2月7日

IXA-0012686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86（人民币） 4.00% 2020年2月7日

IXA-0012669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76（人民币） 4.05% 2020年2月7日

IXA-0012670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77（人民币） 4.00% 2020年2月7日

IXA-0012482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786（人民币） 4.60% 2020年2月7日

IXA-0012483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787（人民币） 4.60% 2020年2月7日

IXA-0012484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788（人民币） 4.60% 2020年2月7日

IXA-0012486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790（人民币） 4.50% 2020年2月7日

IXA-0012664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71（人民币） 4.15% 2020年2月14日

IXA-0012650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65（人民币） 4.05% 2020年2月14日

IXA-0012547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18（人民币） 4.05% 2020年2月14日

IXA-0012548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19（人民币） 4.05% 2020年2月14日

IXA-0012549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20（人民币） 4.05% 2020年2月14日

IXA-0012550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21（人民币） 3.95% 2020年2月14日

IXA-0012506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798（人民币） 4.35% 2020年2月14日

IXA-0012507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799（人民币） 4.35% 2020年2月14日

IXA-0012508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00（人民币） 4.35% 2020年2月14日

IXA-0012509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01（人民币） 4.15% 2020年2月14日

IXA-0012492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792（人民币） 4.50% 2020年2月14日

IXA-0012493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793（人民币） 4.50% 2020年2月14日

IXA-0012494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794（人民币） 4.50% 2020年2月14日

IXA-0012495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795（人民币） 4.50% 2020年2月14日

IXA-0012496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796（人民币） 4.30% 2020年2月14日

IXA-0012718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906（人民币） 3.95% 2020年2月21日

IXA-0012719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907（人民币） 3.90% 2020年2月21日

IXA-0012700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95（人民币） 3.95% 2020年2月21日

IXA-0012701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96（人民币） 3.90% 2020年2月21日

IXA-0012577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28（人民币） 4.05% 2020年2月21日

IXA-0012578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29（人民币） 4.05% 2020年2月21日

IXA-0012579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30（人民币） 4.05% 2020年2月21日

IXA-0012580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32（人民币） 3.95% 2020年2月21日

IXA-0012565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23（人民币） 4.05% 2020年2月21日

IXA-0012566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24（人民币） 4.05% 2020年2月21日

IXA-0012567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25（人民币） 4.05% 2020年2月21日

IXA-0012568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26（人民币） 3.95% 2020年2月21日

IXA-0012622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51（人民币） 4.25% 2020年2月24日

IXA-0012623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52（人民币） 4.25% 2020年2月24日

IXA-0012624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53（人民币） 4.25% 2020年2月24日

IXA-0012625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54（人民币） 4.20% 2020年2月24日

IXA-0012626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55（人民币） 4.05% 2020年2月24日

IXA-0012631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56（人民币） 4.25% 2020年3月2日

IXA-0012632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57（人民币） 4.25% 2020年3月2日

IXA-0012633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58（人民币） 4.25% 2020年3月2日

IXA-0012634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59（人民币） 4.20% 2020年3月2日

IXA-0012635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60（人民币） 4.05% 2020年3月2日

IXA-0012602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40（人民币） 4.10% 2020年3月6日

IXA-0012603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41（人民币） 4.10% 2020年3月6日

IXA-0012604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42（人民币） 4.15% 2020年3月6日

IXA-0012605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44（人民币） 4.00% 2020年3月6日

IXA-0012589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34（人民币） 4.10% 2020年3月6日

IXA-0012590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35（人民币） 4.10% 2020年3月6日

IXA-0012591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36（人民币） 4.15% 2020年3月6日

IXA-0012592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38（人民币） 4.00% 2020年3月6日

IXA-0012594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37（人民币） 4.10% 2020年3月6日

IXA-0012742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923（人民币） 3.95% 2020年3月9日

IXA-0012730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916（人民币） 3.95% 2020年3月9日

IXA-0012646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61（人民币） 4.25% 2020年3月13日

IXA-0012647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62（人民币） 4.25% 2020年3月13日

IXA-0012648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63（人民币） 4.25% 2020年3月13日

IXA-0012649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64（人民币） 4.20% 2020年3月13日

IXA-0012612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46（人民币） 4.15% 2020年3月13日

IXA-0012613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47（人民币） 4.15% 2020年3月13日

IXA-0012614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48（人民币） 4.20% 2020年3月13日

IXA-0012615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49（人民币） 4.05% 2020年3月13日

IXA-0012751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928（人民币） 3.95% 2020年3月16日

IXA-0012762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931（人民币） 4.30% 2020年3月20日

IXA-0012666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73（人民币） 4.25% 2020年3月20日

IXA-0012667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74（人民币） 4.25% 2020年3月20日

IXA-0012668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75（人民币） 4.25% 2020年3月20日

IXA-0012673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80（人民币） 4.25% 2020年3月23日

IXA-0012772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935（人民币） 4.10% 2020年4月3日

IXA-0012773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936（人民币） 4.30% 2020年4月3日

IXA-0012779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940（人民币） 4.30% 2020年4月3日

IXA-0012793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948（人民币） 4.30% 2020年4月3日

IXA-0012682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82（人民币） 4.25% 2020年4月9日

IXA-0012683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83（人民币） 4.25% 2020年4月9日

IXA-0012684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84（人民币） 4.25% 2020年4月9日

IXA-0012693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91（人民币） 4.25% 2020年4月9日

IXA-0012707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902（人民币） 4.25% 2020年4月9日

IXA-0012796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949（人民币） 4.25% 2020年4月9日

IXA-0012655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66（人民币） 4.25% 2020年4月17日

IXA-0012656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67（人民币） 4.25% 2020年4月17日

IXA-0012657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68（人民币） 4.25% 2020年4月17日

IXA-0012658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69（人民币） 4.15% 2020年4月17日

IXA-0012659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70（人民币） 4.05% 2020年4月17日

IXA-0012697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92（人民币） 4.25% 2020年4月20日

IXA-0012698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93（人民币） 4.25% 2020年4月20日

IXA-0012699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94（人民币） 4.25% 2020年4月20日

IXA-0012715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903（人民币） 4.25% 2020年4月20日

IXA-0012716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904（人民币） 4.25% 2020年4月20日

IXA-0012717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905（人民币） 4.25% 2020年4月20日

IXA-0012724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912（人民币） 4.25% 2020年4月20日

IXA-0012797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950（人民币） 4.20% 2020年4月20日

IXA-0012671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78（人民币） 4.15% 2020年4月24日

IXA-0012672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79（人民币） 4.05% 2020年4月24日

IXA-0012811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955（人民币） 4.15% 2020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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