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品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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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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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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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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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XA-12943F 东亚「易达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80（人民币） 未到期

IXA-12966F 东亚「易达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81（人民币） 未到期

IXA-12974F 东亚「易达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82（人民币） 未到期

IXA-12997F 东亚「易达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83（人民币） 未到期

IXA-13007F 东亚「易达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84（人民币） 未到期

IXA-13021F 东亚「易达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85（人民币） 已到期

IXA-13025F 东亚「易达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86（人民币） 已到期

IXA-13037F 东亚「易达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87（人民币） 未到期

IXA-13045F 东亚「易达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88（人民币） 未到期

IXA-13055F 东亚「易达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89（人民币） 未到期

IXA-13071F 东亚「易达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90（人民币） 未到期

IXA-13079F 东亚「易达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91（人民币） 未到期

IXA-13094F 东亚「易达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92（人民币） 未到期

IXA-13107F 东亚「易达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93（人民币） 未到期

IXA-13114F 东亚「易达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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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亚「盈额宝B款」结构性存款产品（人民币）

东亚「跃跃盈」结构性存款产品（人民币）

东亚「益易为盈」结构性存款产品（人民币）

东亚「盈额宝A款」结构性存款产品（人民币）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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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投资收益 第3个观察日 收益率 (投资金额计算)

2020年9月28日 4.05%

厘定值 表现

183.9000 -13.58%

209.4000 -1.60%

263.4000 23.78%

观察日

2020年3月27日

2020年6月29日

2020年9月28日

东亚「易达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66及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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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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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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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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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投资收益 第2个观察日 收益率 (投资金额计算)

2020年7月2日 2.70%

厘定值 表现

186.0000 -11.43%

214.4000 2.10%2020年7月2日

东亚「易达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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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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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到期)



  IXA-12844F+12845F

东亚「易达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69及70（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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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投资收益 第2个观察日 收益率 (投资金额计算)

2020年8月18日 2.70%

厘定值 表现

203.0000 -5.14%

252.0000 1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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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 SW

观察日

2020年5月18日

2020年8月18日

东亚「易达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69及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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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到期)



  IXA-12850F+12851F

东亚「易达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71及72（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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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投资收益 第2个观察日 收益率 (投资金额计算)

2020年8月25日 2.70%

厘定值 表现

198.2000 -4.07%

269.2000 3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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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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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 SW

观察日

2020年5月25日

2020年8月25日

东亚「易达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71及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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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43F

东亚「易达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80（人民币）

交易日 : 2020年5月27日

交收日 : 2020年5月29日

到期日 : 2022年6月2日

挂钩标的 :

美元 74.90

美元 144.89

美元 37.41

投资收益 :

触发事件 :

触发点 :

观察日 :

收益支付日 :

到期日支付金额 :

开始价格 于2020年10月30日之收市价 相对开始价格之参考表现

74.90 58.15 -22.36%

144.89 137.11 -5.37%

37.41 35.48 -5.16%

厘定值 表现 厘定值 表现 厘定值 表现

65.5500 -12.48% 152.9800 5.58% 37.8600 1.20%

JOHNSON & JOHNSON PFIZER INC

挂钩标的 彭博编码 开始价格

GILEAD SCIENCES INC GILD UW

PFIZER INC PFE 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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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客户于到期日将可获取保证收益。该保证收益等于：

投资本金 x 0.20%

若在任何1个观察日，挂钩标的的厘定值高于或等于其触发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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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日

2020年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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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HNSON & JOHNSON JNJ UN

就任何1只挂钩标的而言，触发点为其开始价格的102%。

PFIZER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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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100％的投资本金及保证收益。

挂钩标的

GILEAD SCIENCES INC

JOHNSON & JOHNSON

GILEAD SCIENCES INC

“触发事件”发生



  IXA-12966F

东亚「易达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81（人民币）

交易日 : 2020年6月17日

交收日 : 2020年6月19日

到期日 : 2022年6月22日

挂钩标的 :

美元 73.76

美元 144.02

美元 33.56

投资收益 :

触发事件 :

触发点 :

观察日 :

收益支付日 :

到期日支付金额 :

开始价格 于2020年10月30日之收市价 相对开始价格之参考表现

73.76 58.15 -21.16%

144.02 137.11 -4.80%

33.56 35.48 5.72%

厘定值 表现 厘定值 表现 厘定值 表现

65.0400 -11.82% 147.1700 2.19% 36.8200 9.71%

挂钩标的 彭博编码 开始价格

GILEAD SCIENCES INC GILD UW

JOHNSON & JOHNSON JNJ UN

PFIZER INC PFE 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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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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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客户于到期日将可获取保证收益。该保证收益等于：

投资本金 x 0.20%

若在任何1个观察日，挂钩标的的厘定值高于或等于其触发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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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任何1只挂钩标的而言，触发点为其开始价格的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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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100％的投资本金及保证收益。

挂钩标的

GILEAD SCIENCES INC

JOHNSON & JOHNSON

PFIZER INC

GILEAD SCIENCES INC JOHNSON & JOHNSON PFIZER INC

观察日

2020年9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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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触发事件”发生



  IXA-12974F

东亚「易达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82（人民币）

交易日 : 2020年6月29日

交收日 : 2020年7月2日

到期日 : 2022年7月6日

挂钩标的 :

美元 40.75

美元 139.04

美元 32.64

投资收益 :

触发事件 :

触发点 :

观察日 :

收益支付日 :

到期日支付金额 :

开始价格 于2020年10月30日之收市价 相对开始价格之参考表现

40.75 33.42 -17.99%

139.04 137.11 -1.39%

32.64 35.48 8.70%

厘定值 表现 厘定值 表现 厘定值 表现

37.4300 -8.15% 147.0600 5.77% 36.1700 10.81%

挂钩标的 彭博编码 开始价格

GLAXOSMITHKLINE PLC-ADR GSK UN

JOHNSON & JOHNSON JNJ UN

PFIZER INC PFE 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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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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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客户于到期日将可获取保证收益。该保证收益等于：

投资本金 x 0.20%

若在任何1个观察日，挂钩标的的厘定值高于或等于其触发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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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任何1只挂钩标的而言，触发点为其开始价格的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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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100％的投资本金及保证收益。

挂钩标的

GLAXOSMITHKLINE PLC-ADR

JOHNSON & JOHNSON

PFIZER INC

GLAXOSMITHKLINE PLC-ADR JOHNSON & JOHNSON PFIZER INC

观察日

2020年9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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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触发事件”发生



  IXA-12997F

东亚「易达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83（人民币）

交易日 : 2020年7月10日

交收日 : 2020年7月14日

到期日 : 2022年7月14日

挂钩标的 :

美元 39.91

美元 142.37

美元 33.83

投资收益 :

触发事件 :

触发点 :

观察日 :

收益支付日 :

到期日支付金额 :

开始价格 于2020年10月30日之收市价 相对开始价格之参考表现

39.91 33.42 -16.26%

142.37 137.11 -3.69%

33.83 35.48 4.88%

厘定值 表现 厘定值 表现 厘定值 表现

37.1900 -6.82% 148.3600 4.21% 36.9000 9.07%

挂钩标的 彭博编码 开始价格

GLAXOSMITHKLINE PLC-ADR GSK UN

JOHNSON & JOHNSON JNJ UN

PFIZER INC PFE 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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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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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客户于到期日将可获取保证收益。该保证收益等于：

投资本金 x 0.20%

若在任何1个观察日，挂钩标的的厘定值高于或等于其触发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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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任何1只挂钩标的而言，触发点为其开始价格的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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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100％的投资本金及保证收益。

挂钩标的

GLAXOSMITHKLINE PLC-ADR

JOHNSON & JOHNSON

PFIZER INC

GLAXOSMITHKLINE PLC-ADR JOHNSON & JOHNSON PFIZER INC

观察日

2020年10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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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触发事件”发生



  IXA-13007F

东亚「易达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84（人民币）

交易日 : 2020年7月21日

交收日 : 2020年7月23日

到期日 : 2022年7月26日

挂钩标的 :

美元 41.57

美元 149.74

美元 36.69

投资收益 :

触发事件 :

触发点 :

观察日 :

收益支付日 :

到期日支付金额 :

开始价格 于2020年10月30日之收市价 相对开始价格之参考表现

41.57 33.42 -19.61%

149.74 137.11 -8.43%

36.69 35.48 -3.30%

厘定值 表现 厘定值 表现 厘定值 表现

35.3500 -14.96% 143.9300 -3.88% 37.0800 1.06%

挂钩标的 彭博编码 开始价格

GLAXOSMITHKLINE PLC-ADR GSK UN

JOHNSON & JOHNSON JNJ UN

PFIZER INC PFE 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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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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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客户于到期日将可获取保证收益。该保证收益等于：

投资本金 x 0.20%

若在任何1个观察日，挂钩标的的厘定值高于或等于其触发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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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任何1只挂钩标的而言，触发点为其开始价格的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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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100％的投资本金及保证收益。

挂钩标的

GLAXOSMITHKLINE PLC-ADR

JOHNSON & JOHNSON

PFIZER INC

GLAXOSMITHKLINE PLC-ADR JOHNSON & JOHNSON PFIZER INC

观察日

2020年10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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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触发事件”发生



  IXA-13021F

东亚「易达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85（人民币）

交易日 : 2020年7月29日

交收日 : 2020年7月31日

到期日 : 2022年8月3日

挂钩标的 :

港元 243.00

港元 541.50

港元 239.80

投资收益 :

触发事件 :

触发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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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9日 1.50%

厘定值 表现 厘定值 表现 厘定值 表现

302.6000 24.53% 605.0000 11.73% 318.0000 32.61%

700 HK

京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SW 9618 HK

(已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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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 SW 腾讯控股 京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SW

观察日

2020年10月29日

东亚「易达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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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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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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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客户于到期日将可获取保证收益。该保证收益等于：

投资本金 x 0.20%

若在任何1个观察日，挂钩标的的厘定值高于或等于其触发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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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任何1只挂钩标的而言，触发点为其开始价格的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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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100％的投资本金及保证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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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控股

“触发事件”发生



  IXA-13025F

东亚「易达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86（人民币）

交易日 : 2020年8月7日

交收日 : 2020年8月11日

到期日 : 2022年8月11日

挂钩标的 :

港元 249.20

港元 527.50

港元 246.40

投资收益 :

触发事件 :

触发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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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日 1.50%

厘定值 表现 厘定值 表现 厘定值 表现

290.2000 16.45% 622.5000 18.01% 362.2000 47.00%

(已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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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控股 700 HK

京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SW 9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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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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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客户于到期日将可获取保证收益。该保证收益等于：

投资本金 x 0.20%

若在任何1个观察日，挂钩标的的厘定值高于或等于其触发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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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任何1只挂钩标的而言，触发点为其开始价格的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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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100％的投资本金及保证收益。

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 SW 腾讯控股 京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SW

观察日

2020年11月9日

东亚「易达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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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触发事件”发生



  IXA-13037F

东亚「易达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87（人民币）

交易日 : 2020年8月18日

交收日 : 2020年8月20日

到期日 : 2022年8月23日

挂钩标的 :

港元 252.00

港元 512.00

港元 265.60

投资收益 :

触发事件 :

触发点 :

观察日 :

收益支付日 :

到期日支付金额 :

开始价格 于2020年10月30日之收市价 相对开始价格之参考表现

252.00 293.20 16.35%

512.00 591.00 15.43%

265.60 315.20 1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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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控股 700 HK

京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SW 9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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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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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客户于到期日将可获取保证收益。该保证收益等于：

投资本金 x 0.20%

若在任何1个观察日，挂钩标的的厘定值高于或等于其触发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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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任何1只挂钩标的而言，触发点为其开始价格的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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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100％的投资本金及保证收益。

挂钩标的

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 SW

腾讯控股

京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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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45F

东亚「易达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88（人民币）

交易日 : 2020年8月27日

交收日 : 2020年8月31日

到期日 : 2022年9月1日

挂钩标的 :

港元 280.60

港元 558.00

港元 316.60

投资收益 :

触发事件 :

触发点 :

观察日 :

收益支付日 :

到期日支付金额 :

开始价格 于2020年10月30日之收市价 相对开始价格之参考表现

280.60 293.20 4.49%

558.00 591.00 5.91%

316.60 315.20 -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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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控股 700 HK

京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SW 9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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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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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客户于到期日将可获取保证收益。该保证收益等于：

投资本金 x 0.20%

若在任何1个观察日，挂钩标的的厘定值高于或等于其触发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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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任何1只挂钩标的而言，触发点为其开始价格的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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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100％的投资本金及保证收益。

挂钩标的

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 SW

腾讯控股

京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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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55F

东亚「易达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89（人民币）

交易日 : 2020年9月8日

交收日 : 2020年9月10日

到期日 : 2022年9月14日

挂钩标的 :

港元 269.60

港元 508.50

港元 305.00

投资收益 :

触发事件 :

触发点 :

观察日 :

收益支付日 :

到期日支付金额 :

开始价格 于2020年10月30日之收市价 相对开始价格之参考表现

269.60 293.20 8.75%

508.50 591.00 16.22%

305.00 315.20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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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控股

京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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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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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客户于到期日将可获取保证收益。该保证收益等于：

投资本金 x 0.20%

若在任何1个观察日，挂钩标的的厘定值高于或等于其触发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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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任何1只挂钩标的而言，触发点为其开始价格的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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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100％的投资本金及保证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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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控股 700 HK

京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SW 9618 HK



  IXA-13071F

东亚「易达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90（人民币）

交易日 : 2020年9月17日

交收日 : 2020年9月21日

到期日 : 2022年9月22日

挂钩标的 :

港元 267.80

港元 527.00

港元 287.00

投资收益 :

触发事件 :

触发点 :

观察日 :

收益支付日 :

到期日支付金额 :

开始价格 于2020年10月30日之收市价 相对开始价格之参考表现

267.80 293.20 9.48%

527.00 591.00 12.14%

287.00 315.20 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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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控股

京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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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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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客户于到期日将可获取保证收益。该保证收益等于：

投资本金 x 0.20%

若在任何1个观察日，挂钩标的的厘定值高于或等于其触发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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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任何1只挂钩标的而言，触发点为其开始价格的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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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100％的投资本金及保证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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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控股 700 HK

京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SW 9618 HK



  IXA-13079F

东亚「易达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91（人民币）

交易日 : 2020年9月28日

交收日 : 2020年9月30日

到期日 : 2022年10月3日

挂钩标的 :

港元 263.40

港元 506.00

港元 290.00

投资收益 :

触发事件 :

触发点 :

观察日 :

收益支付日 :

到期日支付金额 :

开始价格 于2020年10月30日之收市价 相对开始价格之参考表现

263.40 293.20 11.31%

506.00 591.00 16.80%

290.00 315.20 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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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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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客户于到期日将可获取保证收益。该保证收益等于：

投资本金 x 0.20%

若在任何1个观察日，挂钩标的的厘定值高于或等于其触发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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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任何1只挂钩标的而言，触发点为其开始价格的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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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100％的投资本金及保证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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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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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控股

京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SW

700 HK

京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SW 9618 HK



  IXA-13094F

东亚「易达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92（人民币）

交易日 : 2020年10月14日

交收日 : 2020年10月15日

到期日 : 2022年10月18日

挂钩标的 :

港元 297.60

港元 573.50

港元 324.00

投资收益 :

触发事件 :

触发点 :

观察日 :

收益支付日 :

到期日支付金额 :

开始价格 于2020年10月30日之收市价 相对开始价格之参考表现

297.60 293.20 -1.48%

573.50 591.00 3.05%

324.00 315.20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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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控股

京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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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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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客户于到期日将可获取保证收益。该保证收益等于：

投资本金 x 0.20%

若在任何1个观察日，挂钩标的的厘定值高于或等于其触发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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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任何1只挂钩标的而言，触发点为其开始价格的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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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100％的投资本金及保证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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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控股 700 HK

京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SW 9618 HK



  IXA-13107F

东亚「易达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93（人民币）

交易日 : 2020年10月21日

交收日 : 2020年10月23日

到期日 : 2021年10月26日

挂钩标的 :

港元 102.30

港元 18.04

港元 56.90

投资收益 :

触发事件 :

触发点 :

观察日 :

收益支付日 :

到期日支付金额 :

开始价格 于2020年10月30日之收市价 相对开始价格之参考表现

102.30 99.10 -3.13%

18.04 17.51 -2.94%

56.90 55.44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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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富时中国A50 ETF

华夏沪深300指数E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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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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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客户于到期日将可获取保证收益。该保证收益等于：

投资本金 x 0.10%

若在任何1个观察日，挂钩标的的厘定值高于或等于其触发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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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任何1只挂钩标的而言，触发点为其开始价格的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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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100％的投资本金及保证收益。

挂钩标的

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上市基金

挂钩标的 彭博编码 开始价格

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上市基金 2828 HK

南方富时中国A50 ETF 2822 HK

华夏沪深300指数ETF 3188 HK



  IXA-13114F

东亚「易达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94（人民币）

交易日 : 2020年10月28日

交收日 : 2020年10月30日

到期日 : 2022年11月2日

挂钩标的 :

港元 307.40

港元 601.00

港元 321.00

投资收益 :

触发事件 :

触发点 :

观察日 :

收益支付日 :

到期日支付金额 :

开始价格 于2020年10月30日之收市价 相对开始价格之参考表现

307.40 293.20 -4.62%

601.00 591.00 -1.66%

321.00 315.20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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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控股

京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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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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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客户于到期日将可获取保证收益。该保证收益等于：

投资本金 x 0.20%

若在任何1个观察日，挂钩标的的厘定值高于或等于其触发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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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任何1只挂钩标的而言，触发点为其开始价格的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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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100％的投资本金及保证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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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控股 700 HK

京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SW 9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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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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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200 -9.93% 416.6000 23.33% 3.4800 -29.27%

18.8200 26.31% 548.0000 62.23% 3.5600 -2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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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8月24日
2020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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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日或结算日

337.79 591.00 74.96%

4.7975 3.01 -3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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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0日之收市价 相对开始价格之参考表现

14.90 16.72 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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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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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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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额宝B款」结构性存款产品（人民币）

挂钩标的 彭博编码 于2020年10月30日之收市价

SPDR®  Gold Shares GLD UP 176.2000



东亚「盈额宝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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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钩标的 开始价格 结算日
厘定值

投资收益
(年收益率)

到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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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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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亚「跃跃盈」结构性存款产品（人民币）

挂钩标的 彭博编码 于2020年10月30日之收市价

SPDR®  Gold Shares GLD UP 176.2000



东亚「跃跃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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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钩标的 开始价格 结算日
厘定值

投资收益
(年收益率)

到期日

IXA-12795F 东亚「跃跃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7（人民币） SPDR® Gold
Shares

146.86 170.09 4.65% 2020年7月13日

IXA-12802F 东亚「跃跃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8（人民币） SPDR® Gold
Shares

146.54 170.34 4.65% 2020年7月20日

IXA-12807F 东亚「跃跃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9（人民币） SPDR® Gold
Shares

146.79 175.63 4.65% 2020年7月27日

IXA-12849F 东亚「跃跃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3（人民币） SPDR® Gold
Shares

153.3 181.22 4.65% 2020年8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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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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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亚「益易为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人民币）

挂钩标的 彭博编码 于2020年10月30日之收市价

华夏沪深300指数ETF 3188 HK 55.4400



东亚「益易为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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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钩标的 开始价格 D N 投资收益
(年收益率)

到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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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钩标的的收市价

到期日支付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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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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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0日之收市价

2822 HK 17.5100

GLD UP 176.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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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79F+12880F 东亚「盈额宝A款」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75及76（人民币） 10.14% 2020年7月6日
IXA-12886F 东亚「盈额宝A款」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77（人民币） 10.13% 2020年7月6日
IXA-12894F 东亚「盈额宝A款」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78（人民币） 1.50% 2020年7月8日
IXA-12919F 东亚「盈额宝A款」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81（人民币） 1.50% 2020年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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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0日之参考价格

澳元/美元 0.7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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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780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941（人民币） 4.10% 2020年7月10日
IXA-0012781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942（人民币） 4.30% 2020年7月10日
IXA-0012782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943（人民币） 4.30% 2020年7月10日
IXA-0012788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944（人民币） 4.00% 2020年7月10日
IXA-0012789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945（人民币） 4.15% 2020年7月10日
IXA-0012790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946（人民币） 4.15% 2020年7月10日
IXA-0012791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947（人民币） 4.30% 2020年7月10日
IXA-0012798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951（人民币） 4.00% 2020年7月17日
IXA-0012799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952（人民币） 4.15% 2020年7月17日
IXA-0012800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953（人民币） 4.15% 2020年7月17日
IXA-0012801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954（人民币） 4.30% 2020年7月17日
IXA-0012816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960（人民币） 4.40% 2020年7月24日
IXA-0012817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961（人民币） 4.40% 2020年7月24日
IXA-0012812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956（人民币） 4.00% 2020年7月24日
IXA-0012813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957（人民币） 4.10% 2020年7月24日
IXA-0012814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958（人民币） 4.10% 2020年7月24日
IXA-0012815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959（人民币） 4.25% 2020年7月24日
IXA-0012932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2018（人民币） 4.10% 2020年8月3日
IXA-0012929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2015（人民币） 4.00% 2020年8月3日
IXA-0012930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2016（人民币） 4.10% 2020年8月3日
IXA-0012890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993（人民币） 4.35% 2020年8月3日
IXA-0012893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996（人民币） 4.35% 2020年8月3日
IXA-0012831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968（人民币） 4.00% 2020年8月7日
IXA-0012832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969（人民币） 4.10% 2020年8月7日
IXA-0012833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970（人民币） 4.10% 2020年8月7日
IXA-0012834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971（人民币） 4.25% 2020年8月7日
IXA-0012824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963（人民币） 4.00% 2020年8月7日
IXA-0012825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964（人民币） 4.15% 2020年8月7日
IXA-0012826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965（人民币） 4.15% 2020年8月7日
IXA-0012827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966（人民币） 4.35% 2020年8月7日
IXA-0012704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99（人民币） 4.15% 2020年8月7日
IXA-0012705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900（人民币） 4.10% 2020年8月7日
IXA-0012689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89（人民币） 4.15% 2020年8月7日
IXA-0012692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890（人民币） 4.10% 2020年8月7日
IXA-0012933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2020（人民币） 4.20% 2020年8月10日
IXA-0012896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997（人民币） 4.35% 2020年8月10日
IXA-0012900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2001（人民币） 4.35% 2020年8月10日
IXA-0012722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910（人民币） 4.15% 2020年8月14日
IXA-0012723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911（人民币） 4.10% 2020年8月14日
IXA-0012839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973（人民币） 4.00% 2020年8月14日
IXA-0012840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974（人民币） 4.10% 2020年8月14日
IXA-0012841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975（人民币） 4.10% 2020年8月14日
IXA-0012842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976（人民币） 4.20% 2020年8月14日
IXA-0012847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978（人民币） 4.20% 2020年8月14日
IXA-0012944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2022（人民币） 3.85% 2020年8月17日
IXA-0012945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2023（人民币） 3.70% 2020年8月17日
IXA-0012946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2024（人民币） 3.80% 2020年8月17日
IXA-0012947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2025（人民币） 3.85% 2020年8月17日
IXA-0012939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2019（人民币） 3.95% 2020年8月17日
IXA-0012940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2021（人民币） 4.05% 2020年8月17日
IXA-0012909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2002（人民币） 4.35% 2020年8月17日
IXA-0012912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2005（人民币） 4.35% 2020年8月17日
IXA-0012914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2006（人民币） 4.35% 2020年8月21日
IXA-0012917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2009（人民币） 4.35% 2020年8月21日
IXA-0012857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982（人民币） 4.20% 2020年8月21日
IXA-0012855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980（人民币） 4.00% 2020年8月21日
IXA-0012856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981（人民币） 4.20% 2020年8月21日
IXA-0012731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917（人民币） 4.15% 2020年8月21日
IXA-0012732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918（人民币） 4.10% 2020年8月21日
IXA-0012950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2027（人民币） 3.60% 2020年8月24日
IXA-0012951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2028（人民币） 3.70% 2020年8月24日
IXA-0012954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2030（人民币） 3.75% 2020年8月28日
IXA-0012955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2031（人民币） 3.60% 2020年8月28日
IXA-0012956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2032（人民币） 3.70% 2020年8月28日
IXA-0012957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2033（人民币） 3.75% 2020年8月28日
IXA-0012861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984（人民币） 4.10% 2020年9月4日
IXA-0012862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985（人民币） 4.20% 2020年9月4日
IXA-0012752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929（人民币） 4.15% 2020年9月4日
IXA-0012753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930（人民币） 4.10% 2020年9月4日
IXA-0012743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924（人民币） 4.15% 2020年9月4日
IXA-0012744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925（人民币） 4.10% 2020年9月4日
IXA-0012958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2034（人民币） 3.70% 2020年9月8日
IXA-0012868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987（人民币） 4.10% 2020年9月11日
IXA-0012869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988（人民币） 4.20% 2020年9月11日
IXA-0012870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989（人民币） 4.20% 2020年9月11日
IXA-0012960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2035（人民币） 3.70% 2020年9月14日
IXA-0012962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2037（人民币） 3.65% 2020年9月14日
IXA-0012963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2038（人民币） 3.70% 2020年9月14日
IXA-0012921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2010（人民币） 4.35% 2020年9月14日
IXA-0012924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2013（人民币） 4.35% 2020年9月14日
IXA-0012764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933（人民币） 4.10% 2020年9月18日
IXA-0012765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934（人民币） 4.15% 2020年9月18日
IXA-0012877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991（人民币） 4.10% 2020年9月18日
IXA-0012878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992（人民币） 4.20% 2020年9月18日
IXA-0012891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994（人民币） 4.00% 2020年9月18日
IXA-0012892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995（人民币） 4.10% 2020年9月18日
IXA-0012897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998（人民币） 4.00% 2020年9月18日
IXA-0012898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1999（人民币） 4.15% 2020年9月18日
IXA-0012899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2000（人民币） 4.15% 2020年9月18日
IXA-0012928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2014（人民币） 4.35% 2020年9月21日
IXA-0012931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2017（人民币） 4.35% 2020年9月21日
IXA-0012980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2047（人民币） 3.70% 2020年9月22日
IXA-0012982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2049（人民币） 3.65% 2020年9月22日
IXA-0012983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2050（人民币） 3.70% 2020年9月22日
IXA-0012986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2051（人民币） 3.70% 2020年9月25日
IXA-0012988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2053（人民币） 3.65% 2020年9月25日
IXA-0012989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2054（人民币） 3.70% 2020年9月25日
IXA-0012990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2055（人民币） 3.85% 2020年9月25日
IXA-0012991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2056（人民币） 3.70% 2020年9月25日
IXA-0012999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2058（人民币） 3.50% 2020年10月9日
IXA-0012915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2007（人民币） 4.00% 2020年10月16日
IXA-0012916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2008（人民币） 4.10% 2020年10月16日
IXA-0012910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2003（人民币） 4.00% 2020年10月16日
IXA-0012911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2004（人民币） 4.10% 2020年10月16日
IXA-0013004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2062（人民币） 3.55% 2020年10月19日
IXA-0013005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2063（人民币） 3.65% 2020年10月19日
IXA-0012976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2044（人民币） 3.55% 2020年10月19日
IXA-0012977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2045（人民币） 3.65% 2020年10月19日
IXA-0013012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2066（人民币） 3.50% 2020年10月22日
IXA-0013013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2067（人民币） 3.60% 2020年10月22日
IXA-0012922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2011（人民币） 3.95% 2020年10月23日
IXA-0012923R 东亚「汇添盈」结构性存款产品－系列2012（人民币） 4.05% 2020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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