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品概览

IXA-0012105F 东亚「易达盈」保本投资产品系列53（人民币） 已到期

IXA-0012163F 东亚「易达盈」保本投资产品系列54（人民币） 未到期

IXA-0012230F 东亚「易达盈」保本投资产品系列55（人民币） 未到期

IXA-0012372F 东亚「易达盈」保本投资产品系列56（人民币） 未到期

IXA-0010620F 东亚「均点盈」保本投资产品系列18（人民币） 已到期

IXA-0010622F 东亚「均点盈」保本投资产品系列19（人民币） 已到期

IXA-0010806F 东亚「均点盈」保本投资产品系列20（人民币） 已到期

IXA-0010885F 东亚「均点盈」保本投资产品系列22（人民币） 已到期

IXA-0010891F 东亚「均点盈」保本投资产品系列23（人民币） 已到期

IXA-0011015F 东亚「均点盈」保本投资产品系列24（人民币） 已到期

IXA-0011146F 东亚「均点盈」保本投资产品系列25（人民币） 未到期

IXA-0011280F 东亚「均点盈」保本投资产品系列26（人民币） 未到期

IXA-0011346F 东亚「均点盈」保本投资产品系列27（人民币） 未到期

IXA-0011548F 东亚「均点盈」保本投资产品系列29（人民币） 未到期

IXA-0011619F 东亚「均点盈」保本投资产品系列30（人民币） 未到期

IXA-0011813F 东亚「均点盈」保本投资产品系列32（人民币） 未到期

IXA-0011959F 东亚「均点盈」保本投资产品系列34（人民币） 未到期

IXA-0012101F 东亚「均点盈」保本投资产品系列35（人民币） 未到期

IXA-0012158F 东亚「均点盈」保本投资产品系列36（人民币） 未到期



  IXA-0012105F

交易日 : 2019年2月15日

交收日 : 2019年2月20日

到期日 : 2021年2月18日

挂钩标的 :

港元 333.80

港元 6.80

港元 1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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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算日 收益率 (投资金额计算)

2021年2月16日 1.00%

厘定值 表现 厘定值 表现 厘定值 表现

374.0000 12.04% 6.3000 -7.35% 13.9200 2.35%

5.7100 -16.03% 11.9600 -12.06%

6.2100 -8.68% 20.8000 52.94%

6.5400 -3.82%

6.1000 -10.29%

5.8600 -13.82%

5.9100 -13.09%

6.2900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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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建设银行 石药集团

观察日

2019年5月15日

2019年8月15日

2019年11月15日

2020年2月17日

2020年5月15日

2020年8月17日

2020年11月16日

2021年2月16日

东亚「易达盈」保本投资产品系列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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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亚「易达盈」保本投资产品系列 53（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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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药集团 1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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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年收益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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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本投资产品将于紧接最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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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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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本投资产品于往后观察日将不需再观察该挂钩标的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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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163F

交易日 : 2019年3月15日

交收日 : 2019年3月19日

到期日 : 2021年3月17日

挂钩标的 :

港元 359.00

港元 7.00

港元 8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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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开始价格 于2021年1月29日之收市价 相对开始价格之参考表现

359.00 681.50 89.83%

7.00 5.88 -16.00%

85.95 47.30 -44.97%

厘定值 表现 厘定值 表现 厘定值 表现

329.0000 -8.36% 6.3500 -9.29% 68.1500 -20.71%

346.6000 -3.45% 6.1200 -12.57% 67.0500 -21.99%

359.8000 0.22% 6.4600 -7.71% 61.7000 -28.21%

341.8000 -4.79% 6.1900 -11.57% 52.0000 -39.50%

433.6000 20.78% 6.1400 -12.29% 53.1000 -38.22%

5.3600 -23.43% 53.5500 -37.70%

5.7400 -18.00% 44.1500 -4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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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建设银行

中国移动

腾讯控股 中国建设银行 中国移动

观察日

2019年6月17日

2019年9月16日

2019年12月16日

2020年3月16日

2020年6月15日

2020年9月15日

2020年12月15日

“触发事件”已于早前发生

东亚「易达盈」保本投资产品系列 54（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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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移动 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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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年收益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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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本投资产品将于紧接最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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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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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本投资产品于往后观察日将不需再观察该挂钩标的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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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钩标的

腾讯控股

“触发事件”发生



  IXA-0012230F

交易日 : 2019年4月12日

交收日 : 2019年4月16日

到期日 : 2021年4月14日

挂钩标的 :

港元 393.80

港元 5.87

港元 8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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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开始价格 于2021年1月29日之收市价 相对开始价格之参考表现

393.80 681.50 73.06%

5.87 4.95 -15.67%

84.25 53.70 -36.26%

厘定值 表现 厘定值 表现 厘定值 表现

355.0000 -9.85% 5.5200 -5.96% 76.2000 -9.55%

328.2000 -16.66% 5.4300 -7.50% 71.5500 -15.07%

406.4000 3.20% 5.9700 1.70% 74.9000 -11.10%

5.2100 -11.24% 57.9500 -31.22%

4.9500 -15.67% 50.7500 -39.76%

4.2400 -27.77% 47.3000 -43.86%

5.0900 -13.29% 57.5500 -31.69%

东亚「易达盈」保本投资产品系列 55（人民币）

挂钩标的 彭博编码 开始价格

腾讯控股 700 HK

工商银行 1398 HK

长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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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年收益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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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本投资产品将于紧接最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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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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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本投资产品于往后观察日将不需再观察该挂钩标的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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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钩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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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商银行

长和

腾讯控股 工商银行 长和

观察日

2019年7月12日

2019年10月14日

2020年1月13日

2020年4月14日

2020年7月13日

2020年10月12日

2021年1月12日

“触发事件”已于早前发生

“触发事件”发生



  IXA-0012372F

交易日 : 2019年5月10日

交收日 : 2019年5月15日

到期日 : 2021年5月12日

挂钩标的 :

港元 382.00

港元 6.47

港元 7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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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开始价格 于2021年1月29日之收市价 相对开始价格之参考表现

382.00 681.50 78.40%

6.47 5.88 -9.12%

79.75 53.70 -32.66%

厘定值 表现 厘定值 表现 厘定值 表现

340.0000 -10.99% 5.7300 -11.44% 67.7000 -15.11%

323.0000 -15.45% 6.2700 -3.09% 73.5000 -7.84%

400.6000 4.87% 6.2800 -2.94% 69.9500 -12.29%

6.2200 -3.86% 57.2000 -28.28%

5.6800 -12.21% 49.8000 -37.55%

6.0000 -7.26% 51.8000 -3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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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钩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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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建设银行

长和

腾讯控股 中国建设银行 长和

观察日

2019年8月12日

2019年11月11日

2020年2月10日

2020年5月11日

2020年8月10日

2020年11月10日

“触发事件”已于早前发生

东亚「易达盈」保本投资产品系列 56（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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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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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年收益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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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本投资产品将于紧接最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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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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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本投资产品于往后观察日将不需再观察该挂钩标的的表现。

“触发事件”发生



  IXA-0010620F

东亚「均点盈」保本投资产品系列18（人民币）

交易日 : 2017年10月11日

交收日 : 2017年10月13日

到期日 : 2020年10月14日

挂钩标的 : 彭博编码

2388 HK 港元 38.86

1038 HK 港元 66.68

1093 HK 港元 14.1411

投资收益^ :

观察日 :

收益支付日 : 开始价格厘定后季度

触发事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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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结算日 收益率 (投资金额计算)
2020年10月12日 0.00%

 ^数值将调整至小数点后2个位

厘定值 表现 厘定值 表现 厘定值 表现

40.6500 4.61% 62.9500 -5.59% 21.1000 24.34%

40.1000 3.19% 59.6500 -10.54% 24.4000 43.78%

36.1000 -7.10% 60.7500 -8.89% 22.3000 31.41%

38.8000 -0.15% 57.3500 -13.99% 20.0000 17.86%

35.6000 -8.39% 59.1500 -11.29% 18.5000 9.02%

34.1000 -12.25% 60.6500 -9.04% 15.0800 -11.14%

29.2500 -24.73% 61.2000 -8.22% 12.0600 -28.93%

35.1000 -9.68% 62.8000 -5.82% 15.8800 -6.42%

30.8500 -20.61% 63.8000 -4.32% 12.9000 -23.98%

25.8500 -33.48% 53.8500 -19.24% 16.0200 -5.60%

28.1000 -27.69% 57.6000 -13.62% 18.0000 6.07%

24.5000 -36.95% 47.7500 -28.39% 16.7000 -1.59%

22.7500 -41.46% 40.2000 -39.71% 16.2400 14.84%

21.6500 -44.29% 36.8000 -44.81% 15.8400 12.01%

2019年7月11日
2019年10月11日
2020年1月13日
2020年4月14日
2020年7月13日
2020年10月12日

东亚「均点盈」保本投资产品系列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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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银香港 长江基建集团 石药集团

观察日或结算日

2018年5月11日

2018年6月11日
2018年7月11日
2018年8月13日
2018年9月11日
2018年10月11日
2019年1月11日
2019年4月11日

(已到期)

挂钩标的 开始价格

中银香港

长江基建集团

石药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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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约年收益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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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未曾发生，则客户于到期日将不可获取任何投资收益。

开始价格厘定后首2季月度，其后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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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保本投资产品将于紧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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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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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XA-0010622F

东亚「均点盈」保本投资产品系列19（人民币）

交易日 : 2017年10月26日

交收日 : 2017年10月30日

到期日 : 2020年10月29日

挂钩标的 : 彭博编码

1109 HK 港元 26.33

688 HK 港元 26.77

1 HK 港元 98.05

投资收益^ :

观察日 :

收益支付日 : 开始价格厘定后季度

触发事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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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结算日 收益率 (投资金额计算)
2020年10月27日 0.00%

 ^数值将调整至小数点后2个位

厘定值 表现 厘定值 表现 厘定值 表现

29.0500 10.33% 26.6000 -0.64% 89.4500 -8.77%

26.3000 -0.11% 25.7500 -3.81% 83.5000 -14.84%

28.8000 9.38% 24.9500 -6.80% 84.3000 -14.02%

27.9000 5.96% 25.3500 -5.30% 89.4000 -8.82%

28.5000 8.24% 25.1500 -6.05% 90.4500 -7.75%

26.1000 -0.87% 24.0000 -10.35% 78.0000 -20.45%

29.5000 12.04% 28.3500 5.90% 79.4000 -19.02%

34.0000 29.13% 29.2000 9.08% 82.0000 -16.37%

2019年7月26日 34.4500 30.84% 27.9500 4.41% 75.6000 -22.90%

33.5500 27.42% 25.3000 -5.49% 71.8500 -26.72%

33.3500 26.66% 25.9500 -3.06% 71.9000 -26.67%

2020年4月27日 31.5000 19.64% 26.9500 0.67% 55.8000 -43.09%

2020年7月27日 32.9500 25.14% 23.4000 -12.59% 49.2500 -49.77%

32.2000 22.29% 19.1200 -28.58% 46.7500 -5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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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点盈」保本投资产品系列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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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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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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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保本投资产品将于紧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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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日或结算日

2018年5月28日

2018年6月26日
2018年7月26日

2020年10月27日

2018年8月27日
2018年9月26日
2018年10月26日
2019年1月28日
2019年4月26日

2019年10月28日
2020年1月29日

华润置地 中国海外发展 长和

(已到期)

挂钩标的 开始价格

华润置地

中国海外发展

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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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约年收益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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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未曾发生，则客户于到期日将不可获取任何投资收益。

开始价格厘定后首2季月度，其后季度



  IXA-0010806F

东亚「均点盈」保本投资产品系列20（人民币）

交易日 : 2017年11月27日

交收日 : 2017年11月29日

到期日 : 2020年12月1日

挂钩标的 : 彭博编码

700 HK 港元 423.49

2318 HK 港元 83.74

939 HK 港元 7.93

投资收益^ :

观察日 :

收益支付日 : 开始价格厘定后季度

触发事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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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结算日 收益率 (投资金额计算)
2020年11月27日 0.00%

 ^数值将调整至小数点后2个位

厘定值 表现 厘定值 表现 厘定值 表现

377.4000 -10.88% 71.8000 -14.26% 7.1200 -10.21%

373.0000 -11.92% 73.7000 -11.99% 7.1100 -10.34%

361.0000 -14.76% 75.5500 -9.78% 7.1100 -10.34%

325.4000 -23.16% 78.8500 -5.84% 6.7900 -14.38%

260.0000 -38.61% 72.7500 -13.12% 6.1700 -22.19%

303.8000 -28.26% 75.2500 -10.14% 6.6100 -16.65%

340.2000 -19.67% 82.7500 -1.18% 7.0700 -10.84%

323.8000 -23.54% 84.4000 0.79% 6.2100 -21.69%

326.2000 -22.97% 90.2000 7.71% 5.7800 -27.11%

335.0000 -20.90% 91.2000 8.91% 6.4200 -19.04%

399.2000 -5.74% 88.3500 5.51% 6.4400 -18.79%

420.0000 -0.82% 76.0500 -9.18% 6.0900 -23.20%

558.0000 31.76% 83.4000 -0.41% 5.6800 -28.37%

583.0000 37.67% 91.7000 9.51% 6.1000 -2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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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点盈」保本投资产品系列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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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2月27日
2019年5月27日

2019年11月27日

腾讯控股 中国平安 中国建设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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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到期)

挂钩标的 开始价格

腾讯控股

中国平安

中国建设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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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约年收益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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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未曾发生，则客户于到期日将不可获取任何投资收益。

开始价格厘定后首2季月度，其后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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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保本投资产品将于紧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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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日或结算日

2020年2月27日

2020年11月27日

2019年8月27日

2020年5月27日
2020年8月27日

2018年6月27日

2018年7月27日
2018年8月27日
2018年9月27日
2018年10月29日
2018年11月27日



  IXA-0010885F

东亚「均点盈」保本投资产品系列22（人民币）

交易日 : 2017年12月28日

交收日 : 2018年1月2日

到期日 : 2020年12月30日

挂钩标的 : 彭博编码

700 HK 港元 417.31

2319 HK 港元 25.94

16 HK 港元 126.92

投资收益 :

观察日 :

收益支付日 : 开始价格厘定后季度

触发事件 :

下限触发事件 :

观察期 :

下限触发水平 :

触发点 : 观察日 触发点

第1-3个观察日 开始价格的103％

第4个观察日 开始价格的102.5％

第5个观察日 开始价格的102％

第6个观察日 开始价格的101.5％

第7个观察日 开始价格的101％

第8个观察日 开始价格的100.5％

第9个观察日 开始价格的100％

第10个观察日 开始价格的99.5％

第11个观察日 开始价格的99％

第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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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结算日 收益率 (投资金额计算)
2020年12月28日 0.00%

厘定值 表现 厘定值 表现 厘定值 表现

367.2000 -12.01% 24.4000 -5.94% 124.1000 -2.22%

365.4000 -12.44% 23.4000 -9.79% 119.6000 -5.77%

323.2000 -22.55% 26.0500 0.42% 114.0000 -10.18%

310.0000 -25.71% 23.8500 -8.06% 110.2000 -13.17%

354.0000 -15.17% 27.9500 7.75% 133.6000 5.26%

352.6000 -15.51% 30.2500 16.62% 132.5000 4.40%

330.2000 -20.87% 29.3500 13.15% 112.8000 -11.13%

383.2000 -8.17% 31.6500 22.01% 119.0000 -6.24%

376.6000 -9.76% 26.4500 1.97% 99.0000 -22.00%

486.0000 16.46% 29.7000 14.49% 98.1500 -22.67%

506.0000 21.25% 36.1000 39.17% 97.9000 -22.86%

519.0000 24.37% 44.8500 72.90% 98.5000 -22.39%

腾讯控股

蒙牛乳业

新鸿基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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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在第1个至第4个观察日中任何1个观察日，

(a) “触发事件”发生；或

(b) “触发事件”没有发生，但观察期内“下限触发事件”发生；或

(c) “触发事件”在首3个观察日没有发生，但在第4个观察日“触发事件”及观察期内“下限触发事件”均发生，

则客户于相关收益支付日获取的投资收益将等于：

投资本金 x（7% x i/4 ）

                                                                                                                                                                                                                                                                                                                                     就上述

情况(1)(a)而言，“i”为“触发事件”发生的观察日的个数。就上述情况(1)(b)及(1)(c)而言，“i”为 4。

保本投资产品将于相关收益支付日提前到期，客户将于该收益支付日获取100%投资本金及适当的投资收益，往后的投资收益将不获派发。

情况(2)：若在第5个或其后的观察日中任何1个观察日或结算日，“触发事件”发生，则客户将于紧接发生“触发事件”的观察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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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x i/4 ）

“i”为“触发事件”发生的观察日的个数。      若“触发事件”在结算日之前发生，保本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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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适当的投资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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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3)：若观察期内“下限触发事件”没有发生，且结算日与结算日之前的所有观察日“触发事件”均没有发生，则客户于到期日将不可获取任何投资收益。

开始价格厘定后首季月度，其后季度

就任何1只挂钩标的而言，下限触发水平为其开始价格的85%。

若观察期内“下限触发事件”没有发生及结算日前的所有观察日“触发事件”均没有发生，但在结算日“触发事件”发生，客户于到期日将可获取100％投资本金及适当的投资收益。若观察

期内“下限触发事件”没有发生，且结算日与结算日之前的所有观察日“触发事件”均没有发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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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到期)

挂钩标的 开始价格

东亚「均点盈」保本投资产品系列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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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在观察期内，所有挂钩标的的厘定值均高于或等于其“下限触发水平”，则“下限触发事件”便发生。

观察期为由最后1个开始价格观察日后的第1个交易所营业日（含）至第4个观察日（含）期间的每个交易所营业日，以本行厘定为准。

2018年12月28日
2019年3月28日
2019年6月28日
2019年9月30日
2019年12月30日
2020年3月30日
2020年6月29日
2020年9月28日
2020年12月28日

腾讯控股 蒙牛乳业 新鸿基地产

观察日或结算日

2018年7月30日

2018年8月28日
2018年9月28日



  IXA-0010891F

东亚「均点盈」保本投资产品系列23（人民币）

交易日 : 2018年1月12日

交收日 : 2018年1月17日

到期日 : 2021年1月14日

挂钩标的 : 彭博编码

700 HK 港元 419.46

1 HK 港元 94.17

939 HK 港元 8.04

投资收益 :

观察日 :

收益支付日 : 开始价格厘定后季度

触发事件 :

下限触发事件 :

观察期 :

下限触发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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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结算日 收益率 (投资金额计算)
2021年1月12日 0.00%

厘定值 表现 厘定值 表现 厘定值 表现

361.0000 -13.94% 87.5000 -7.08% 6.9300 -13.81%

308.4000 -26.48% 89.9000 -4.53% 6.3500 -21.02%

288.4000 -31.24% 81.3000 -13.67% 6.2100 -22.76%

270.6000 -35.49% 79.9500 -15.10% 6.4200 -20.15%

316.8000 -24.47% 78.8500 -16.27% 6.5300 -18.78%

321.8000 -23.28% 76.4500 -18.82% 6.4900 -19.28%

393.8000 -6.12% 84.2500 -10.53% 6.9300 -13.81%

355.0000 -15.37% 76.2000 -19.08% 6.2500 -22.26%

328.2000 -21.76% 71.5500 -24.02% 6.2200 -22.64%

406.4000 -3.11% 74.9000 -20.46% 6.8000 -15.42%

395.0000 -5.83% 57.9500 -38.46% 6.2700 -22.01%

541.0000 28.98% 50.7500 -46.11% 6.3100 -21.52%

557.0000 32.79% 47.3000 -49.77% 5.3000 -34.08%

590.0000 40.66% 57.5500 -38.89% 6.1100 -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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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亚「均点盈」保本投资产品系列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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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14日
2019年4月12日
2019年7月12日
2019年10月14日
2020年1月13日
2020年4月14日
2020年7月13日
2020年10月12日
2021年1月12日

腾讯控股 长和 中国建设银行

观察日或结算日

2018年8月13日

2018年9月12日
2018年10月12日
2018年11月12日
2018年12月12日

(已到期)

挂钩标的 开始价格

腾讯控股

长和

中国建设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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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在第1个至第6个观察日中任何1个观察日，

(a) “触发事件”发生；或

(b) “触发事件”没有发生，但观察期内“下限触发事件”发生；或

(c) “触发事件”在首5个观察日没有发生，但在第6个观察日“触发事件”及观察期内“下限触发事件”均发生，

则客户于相关收益支付日获取的投资收益将等于：

投资本金 x（7% x i/4 ）

                                                                                                                                                                                                                                                                                                                                     就上述

情况(1)(a)而言，“i”为“触发事件”发生的观察日的个数。就上述情况(1)(b)及(1)(c)而言，“i”为 4。

保本投资产品将于相关收益支付日提前到期，客户将于该收益支付日获取100%投资本金及适当的投资收益，往后的投资收益将不获派发。

情况(2)：若在第7个或其后的观察日中任何1个观察日或结算日，“触发事件”发生，则客户将于紧接发生“触发事件”的观察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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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x i/4 ）

“i”为“触发事件”发生的观察日的个数。      若“触发事件”在结算日之前发生，保本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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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适当的投资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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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3)：若观察期内“下限触发事件”没有发生，且结算日与结算日之前的所有观察日“触发事件”均没有发生，则客户于到期日将不可获取任何投资收益。

开始价格厘定后首2季月度，其后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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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在观察期内，所有挂钩标的的厘定值均高于或等于其“下限触发水平”，则“下限触发事件”便发生。

观察期为由最后1个开始价格观察日后的第1个交易所营业日（含）至第6个观察日（含）期间的每个交易所营业日，以本行厘定为准。

就任何1只挂钩标的而言，下限触发水平为其开始价格的85%。

若观察期内“下限触发事件”没有发生及结算日前的所有观察日“触发事件”均没有发生，但在结算日“触发事件”发生，客户于到期日将可获取100％投资本金及适当的投资收益。若观察

期内“下限触发事件”没有发生，且结算日与结算日之前的所有观察日“触发事件”均没有发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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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XA-0011015F

东亚「均点盈」保本投资产品系列24（人民币）

交易日 : 2018年2月14日

交收日 : 2018年2月23日

到期日 : 2021年2月18 日

挂钩标的 : 彭博编码

2318 HK 港元 78.73

1 HK 港元 90.71

2319 HK 港元 2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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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位触发事件 :

下限触发事件 :

观察期 :

下限触发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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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结算日 收益率 (投资金额计算)
2021年2月16日 0.00%

厘定值 表现 厘定值 表现 厘定值 表现

75.1500 -4.55% 91.1500 0.49% 22.8500 -13.84%

73.2500 -6.96% 81.2500 -10.43% 22.4500 -15.35%

76.5500 -2.77% 79.9500 -11.86% 24.6000 -7.24%

74.0500 -5.94% 79.2000 -12.69% 24.5000 -7.62%

68.9500 -12.42% 76.4500 -15.72% 24.7500 -6.67%

78.0500 -0.86% 81.0000 -10.70% 25.3500 -4.41%

87.6500 11.33% 78.8000 -13.13% 29.2000 10.11%

86.9000 10.38% 65.1000 -28.23% 29.5500 11.43%

91.1500 15.78% 71.4000 -21.29% 29.3000 10.48%

90.9000 15.46% 70.8500 -21.89% 29.8000 12.37%

77.1000 -2.07% 55.9500 -38.32% 28.5500 7.65%

83.1000 5.55% 52.0000 -42.67% 35.4000 33.48%

86.7500 10.19% 55.1500 -39.20% 41.5000 56.49%

90.5000 14.95% 55.2000 -39.15% 49.5000 8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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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亚「均点盈」保本投资产品系列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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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以下任何1个情况发生，“触发事件”则被视为发生：

情况(1)：“点位触发事件”在任何1个观察日发生(该发生“点位触发事件”的观察日亦则被视为“触发事件”发生的观察日)；或

情况(2)：“下限触发事件”发生(若发生“下限触发事件”，“触发事件”则被视为于第6个观察日发生) ；或

情况(3)：“点位触发事件”及“下限触发事件”同时发生(若同时发生“点位触发事件”及“下限触发事件”，“触发事件”则被视为于第6个观察日发生)。

若“触发事件”在结算日之前的任何1个观察日发生，则保本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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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平安 长和 蒙牛乳业

(已到期)

挂钩标的 开始价格

中国平安

长和

蒙牛乳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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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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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约年收益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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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客户于到期日将不可获取任何投资收益。

开始价格厘定后首2季月度，其后季度

若在任何1个观察日，所有挂钩标的的厘定值均高于或等于相关的触发点，则“点位触发事件”便发生。

若在观察期内，所有挂钩标的的厘定值均高于或等于其“下限触发水平”，则“下限触发事件”便发生。

观察期为由最后1个开始价格观察日后的第1个交易所营业日（含）至第6个观察日（含）期间的每个交易所营业日，以本行厘定为准。

就任何1只挂钩标的而言，下限触发水平为其开始价格的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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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日或结算日

2018年9月14日

2018年10月15日
2018年11月14日
2018年12月14日
2019年1月14日
2019年2月14日
2019年5月14日
2019年8月14日
2019年11月14日
2020年2月14日
2020年5月14日
2020年8月14日
2020年11月16日
2021年2月16日



  IXA-0011146F

东亚「均点盈」保本投资产品系列25（人民币）

交易日 : 2018年3月23日

交收日 : 2018年3月27日

到期日 : 2021年3月25 日

挂钩标的 : 彭博编码

1 HK 港元 89.01

762 HK 港元 9.95

939 HK 港元 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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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位触发事件 :

下限触发事件 :

观察期 :

下限触发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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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和

中国联通

中国建设银行

厘定值 表现 厘定值 表现 厘定值 表现

79.6500 -10.52% 8.8400 -11.16% 6.2000 -17.22%

81.5000 -8.44% 8.6800 -12.76% 6.4800 -13.48%

75.9500 -14.67% 8.2000 -17.59% 6.3500 -15.22%

79.0000 -11.25% 9.0400 -9.15% 6.6700 -10.95%

82.2500 -7.59% 9.3300 -6.23% 7.1400 -4.67%

82.9500 -6.81% 10.1400 1.91% 6.8100 -9.08%

76.7000 -13.83% 8.5100 -14.47% 6.5900 -12.02%

69.3500 -22.09% 8.2700 -16.88% 5.9600 -20.43%

74.5500 -16.25% 7.1700 -27.94% 6.6800 -10.81%

45.9500 -48.38% 4.0800 -58.99% 5.9500 -20.56%

50.9000 -42.82% 4.4200 -55.58% 6.2600 -16.42%

46.7500 -47.48% 5.3100 -46.63% 5.1800 -30.84%

53.1500 -40.29% 4.3600 -56.18% 5.5400 -2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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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价格

长和

中国联通

中国建设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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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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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约年收益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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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客户于到期日将不可获取任何投资收益。
若以下任何1个情况发生，“触发事件”则被视为发生：

情况(1)：“点位触发事件”在任何1个观察日发生(该发生“点位触发事件”的观察日亦则被视为“触发事件”发生的观察日)；或

情况(2)：“下限触发事件”发生(若发生“下限触发事件”，“触发事件”则被视为于第6个观察日发生) ；或

情况(3)：“点位触发事件”及“下限触发事件”同时发生(若同时发生“点位触发事件”及“下限触发事件”，“触发事件”则被视为于第6个观察日发生)。

若“触发事件”在结算日之前的任何1个观察日发生，则保本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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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价格厘定后首2季月度，其后季度

若在任何1个观察日，所有挂钩标的的厘定值均高于或等于相关的触发点，则“点位触发事件”便发生。

若在观察期内，所有挂钩标的的厘定值均高于或等于其“下限触发水平”，则“下限触发事件”便发生。

观察期为由最后1个开始价格观察日后的第1个交易所营业日（含）至第6个观察日（含）期间的每个交易所营业日，以本行厘定为准。

就任何1只挂钩标的而言，下限触发水平为其开始价格的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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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价格 于2021年1月29日之收市价 相对开始价格之参考表现

2018年12月24日
2019年1月23日
2019年2月25日
2019年3月25日
2019年6月24日
2019年9月23日
2019年12月23日
2020年3月23日
2020年6月23日
2020年9月23日
2020年12月23日

89.01 53.70 -39.67%

9.95 4.36 -56.18%

7.49 5.88 -21.50%

长和 中国联通 中国建设银行

观察日或结算日

2018年10月23日

2018年11月23日



  IXA-0011280F

东亚「均点盈」保本投资产品系列26（人民币）

交易日 : 2018年4月27日

交收日 : 2018年5月3日

到期日 : 2021年4月29 日

挂钩标的 : 彭博编码

1 HK 港元 87.27

1093 HK 港元 10.4579

2318 HK 港元 7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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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位触发事件 :

下限触发事件 :

观察期 :

下限触发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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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和

石药集团

中国平安

厘定值 表现 厘定值 表现 厘定值 表现

82.6500 -5.29% 16.1600 -19.52% 75.2500 0.82%

75.3500 -13.66% 10.7200 -46.61% 69.1000 -7.42%

79.4000 -9.02% 12.6000 -37.25% 73.8000 -1.13%

84.7000 -2.94% 13.5600 -32.47% 82.7500 10.87%

82.1000 -5.92% 14.4000 -28.29% 85.3000 14.28%

83.0500 -4.84% 15.2400 -24.10% 94.3500 26.41%

75.2000 -13.83% 13.7400 -31.57% 95.0000 27.28%

71.8500 -17.67% 18.5000 -7.87% 91.1000 22.05%

71.9000 -17.61% 18.4800 -7.97% 91.7000 22.86%

55.8000 -36.06% 15.3800 -23.41% 78.0500 4.57%

49.2500 -43.57% 15.2000 -9.16% 83.1500 11.40%

46.7500 -46.43% 8.4100 -19.58% 84.7000 13.48%

56.1000 -35.72% 8.3900 -19.77% 96.0000 2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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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价格

长和

石药集团

中国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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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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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约年收益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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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客户于到期日将不可获取任何投资收益。
若以下任何1个情况发生，“触发事件”则被视为发生：

情况(1)：“点位触发事件”在任何1个观察日发生(该发生“点位触发事件”的观察日亦则被视为“触发事件”发生的观察日)；或

情况(2)：“下限触发事件”发生(若发生“下限触发事件”，“触发事件”则被视为于第6个观察日发生) ；或

情况(3)：“点位触发事件”及“下限触发事件”同时发生(若同时发生“点位触发事件”及“下限触发事件”，“触发事件”则被视为于第6个观察日发生)。

若“触发事件”在结算日之前的任何1个观察日发生，则保本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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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价格厘定后首2季月度，其后季度

若在任何1个观察日，所有挂钩标的的厘定值均高于或等于相关的触发点，则“点位触发事件”便发生。

若在观察期内，所有挂钩标的的厘定值均高于或等于其“下限触发水平”，则“下限触发事件”便发生。

观察期为由最后1个开始价格观察日后的第1个交易所营业日（含）至第6个观察日（含）期间的每个交易所营业日，以本行厘定为准。

就任何1只挂钩标的而言，下限触发水平为其开始价格的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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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价格 于2021年1月29日之收市价 相对开始价格之参考表现

2019年1月28日
2019年2月27日
2019年3月27日
2019年4月29日
2019年7月29日
2019年10月28日
2020年1月29日
2020年4月27日
2020年7月27日
2020年10月27日
2021年1月27日

87.27 53.70 -38.47%

10.4579 7.92 -24.27%

74.64 91.30 22.32%

长和 石药集团 中国平安

观察日或结算日

2018年11月27日

2018年12月27日



  IXA-0011346F

东亚「均点盈」保本投资产品系列27（人民币）

交易日 : 2018年5月25日

交收日 : 2018年5月30日

到期日 : 2021年5月27 日

挂钩标的 : 彭博编码

2388 HK 港元 35.83

1299 HK 港元 66.41

939 HK 港元 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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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位触发事件 :

下限触发事件 :

观察期 :

下限触发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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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银香港

友邦保险

中国建设银行

厘定值 表现 厘定值 表现 厘定值 表现

28.8000 -19.62% 63.7000 -4.08% 6.3300 -8.66%

30.5000 -14.88% 69.5000 4.65% 6.8200 -1.59%

32.7000 -8.74% 76.6000 15.34% 7.1400 3.03%

32.4500 -9.43% 75.4000 13.54% 6.8100 -1.73%

35.0500 -2.18% 79.8500 20.24% 6.9100 -0.29%

30.2500 -15.57% 75.7500 14.06% 6.2100 -10.39%

26.5000 -26.04% 75.5000 13.69% 5.7500 -17.03%

27.1500 -24.23% 80.1000 20.61% 6.4000 -7.65%

27.0000 -24.64% 77.4500 16.62% 6.3600 -8.23%

21.8000 -39.16% 63.0000 -5.13% 6.0900 -12.12%

22.4500 -37.34% 77.9000 17.30% 5.7700 -16.74%

25.4500 -28.97% 88.8500 33.79% 5.8900 -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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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5%

66.41 93.75 41.17%

6.93 5.88 -15.15%

中银香港 友邦保险 中国建设银行

观察日或结算日

2018年12月27日

2019年1月25日

挂钩标的 开始价格

中银香港

友邦保险

中国建设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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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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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约年收益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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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客户于到期日将不可获取任何投资收益。
若以下任何1个情况发生，“触发事件”则被视为发生：

情况(1)：“点位触发事件”在任何1个观察日发生(该发生“点位触发事件”的观察日亦则被视为“触发事件”发生的观察日)；或

情况(2)：“下限触发事件”发生(若发生“下限触发事件”，“触发事件”则被视为于第6个观察日发生) ；或

情况(3)：“点位触发事件”及“下限触发事件”同时发生(若同时发生“点位触发事件”及“下限触发事件”，“触发事件”则被视为于第6个观察日发生)。

若“触发事件”在结算日之前的任何1个观察日发生，则保本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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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价格厘定后首2季月度，其后季度

若在任何1个观察日，所有挂钩标的的厘定值均高于或等于相关的触发点，则“点位触发事件”便发生。

若在观察期内，所有挂钩标的的厘定值均高于或等于其“下限触发水平”，则“下限触发事件”便发生。

观察期为由最后1个开始价格观察日后的第1个交易所营业日（含）至第6个观察日（含）期间的每个交易所营业日，以本行厘定为准。

就任何1只挂钩标的而言，下限触发水平为其开始价格的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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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价格 于2021年1月29日之收市价 相对开始价格之参考表现

2019年2月25日
2019年3月25日
2019年4月25日
2019年5月27日
2019年8月26日
2019年11月25日
2020年2月25日
2020年5月25日
2020年8月25日
2020年11月25日

35.83 23.20



  IXA-0011548F

东亚「均点盈」保本投资产品系列29（人民币）

交易日 : 2018年7月26日

交收日 : 2018年7月30日

到期日 : 2021年7月28 日

挂钩标的 : 彭博编码

1398 HK 港元 5.56

2328 HK 港元 8.50

857 HK 港元 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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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位触发事件 :

下限触发事件 :

观察期 :

下限触发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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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商银行

中国财险

中国石油

厘定值 表现 厘定值 表现 厘定值 表现

6.0600 8.99% 9.6500 13.53% 5.2800 -6.22%

5.8000 4.32% 8.8100 3.65% 5.0800 -9.77%

5.8700 5.58% 9.0300 6.24% 5.0500 -10.30%

5.6000 0.72% 7.9900 -6.00% 4.4800 -20.43%

5.6000 0.72% 8.1600 -4.00% 4.3000 -23.62%

5.5200 -0.72% 9.4000 10.59% 4.2500 -24.51%

5.6600 1.80% 9.8900 16.35% 4.1200 -26.82%

5.4000 -2.88% 8.6900 2.24% 3.5900 -36.23%

5.1800 -6.83% 7.4800 -12.00% 2.7300 -51.51%

4.7100 -15.29% 6.2100 -26.94% 2.7800 -50.62%

4.5800 -17.63% 5.6000 -34.12% 2.2600 -59.86%

5.0300 -9.53% 5.8200 -31.53% 2.4100 -5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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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4月26日
2019年5月27日
2019年6月26日
2019年7月26日
2019年10月28日
2020年1月29日
2020年4月27日
2020年7月27日
2020年10月27日
2021年1月26日

5.56 4.95 -10.97%

8.50 5.66 -33.41%

5.63 2.35 -58.26%

工商银行 中国财险 中国石油

观察日或结算日

2019年2月26日

2019年3月26日

挂钩标的 开始价格

工商银行

中国财险

中国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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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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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约年收益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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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客户于到期日将不可获取任何投资收益。
若以下任何1个情况发生，“触发事件”则被视为发生：

情况(1)：“点位触发事件”在任何1个观察日发生(该发生“点位触发事件”的观察日亦则被视为“触发事件”发生的观察日)；或

情况(2)：“下限触发事件”发生(若发生“下限触发事件”，“触发事件”则被视为于第6个观察日发生) ；或

情况(3)：“点位触发事件”及“下限触发事件”同时发生(若同时发生“点位触发事件”及“下限触发事件”，“触发事件”则被视为于第6个观察日发生)。

若“触发事件”在结算日之前的任何1个观察日发生，则保本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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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价格厘定后首2季月度，其后季度

若在任何1个观察日，所有挂钩标的的厘定值均高于或等于相关的触发点，则“点位触发事件”便发生。

若在观察期内，所有挂钩标的的厘定值均高于或等于其“下限触发水平”，则“下限触发事件”便发生。

观察期为由最后1个开始价格观察日后的第1个交易所营业日（含）至第6个观察日（含）期间的每个交易所营业日，以本行厘定为准。

就任何1只挂钩标的而言，下限触发水平为其开始价格的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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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价格 于2021年1月29日之收市价 相对开始价格之参考表现



  IXA-0011619F

东亚「均点盈」保本投资产品系列30（人民币）

交易日 : 2018年9月7日

交收日 : 2018年9月11日

到期日 : 2021年9月9 日

挂钩标的 : 彭博编码

1299 HK 港元 66.62

700 HK 港元 317.05

857 HK 港元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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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位触发事件 :

下限触发事件 :

观察期 :

下限触发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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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邦保险

腾讯控股

中国石油

厘定值 表现 厘定值 表现 厘定值 表现

80.0000 20.08% 380.2000 19.92% 5.2800 -4.00%

81.8000 22.79% 380.8000 20.11% 4.7700 -13.27%

76.3000 14.53% 343.0000 8.18% 4.3500 -20.91%

84.5500 26.91% 351.0000 10.71% 4.2000 -23.64%

76.8000 15.28% 338.6000 6.80% 3.8700 -29.64%

79.7000 19.63% 342.4000 8.00% 4.1200 -25.09%

77.6000 16.48% 336.2000 6.04% 3.6300 -34.00%

71.4000 7.18% 377.4000 19.03% 2.7200 -50.55%

72.2500 8.45% 430.0000 35.63% 2.8300 -48.55%

82.3000 23.54% 511.0000 61.17% 2.5400 -53.82%

87.9500 32.02% 583.5000 84.04% 2.4000 -5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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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6月10日
2019年7月8日
2019年8月7日
2019年9月9日
2019年12月9日
2020年3月9日
2020年6月8日
2020年9月7日
2020年12月7日

66.62 93.75 40.72%

317.05 681.50 114.95%

5.50 2.35 -57.27%

友邦保险 腾讯控股 中国石油

观察日或结算日

2019年4月8日

2019年5月7日

挂钩标的 开始价格

友邦保险

腾讯控股

中国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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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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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约年收益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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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客户于到期日将不可获取任何投资收益。
若以下任何1个情况发生，“触发事件”则被视为发生：

情况(1)：“点位触发事件”在任何1个观察日发生(该发生“点位触发事件”的观察日亦则被视为“触发事件”发生的观察日)；或

情况(2)：“下限触发事件”发生(若发生“下限触发事件”，“触发事件”则被视为于第6个观察日发生) ；或

情况(3)：“点位触发事件”及“下限触发事件”同时发生(若同时发生“点位触发事件”及“下限触发事件”，“触发事件”则被视为于第6个观察日发生)。

若“触发事件”在结算日之前的任何1个观察日发生，则保本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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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价格厘定后首2季月度，其后季度

若在任何1个观察日，所有挂钩标的的厘定值均高于或等于相关的触发点，则“点位触发事件”便发生。

若在观察期内，所有挂钩标的的厘定值均高于或等于其“下限触发水平”，则“下限触发事件”便发生。

观察期为由最后1个开始价格观察日后的第1个交易所营业日（含）至第6个观察日（含）期间的每个交易所营业日，以本行厘定为准。

就任何1只挂钩标的而言，下限触发水平为其开始价格的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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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价格 于2021年1月29日之收市价 相对开始价格之参考表现



  IXA-0011813F

东亚「均点盈」保本投资产品系列32（人民币）

交易日 : 2018年11月9日

交收日 : 2018年11月14日

到期日 : 2021年11月12 日

挂钩标的 : 彭博编码

2388 HK 港元 31.13

700 HK 港元 335.35

762 HK 港元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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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位触发事件 :

下限触发事件 :

观察期 :

下限触发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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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银香港

腾讯控股

中国联通

厘定值 表现 厘定值 表现 厘定值 表现

30.6500 -1.54% 343.0000 2.28% 8.4500 -7.14%

30.6500 -1.54% 350.8000 4.61% 8.3300 -8.46%

27.0500 -13.11% 338.4000 0.91% 7.2400 -20.44%

27.2000 -12.62% 342.4000 2.10% 8.0400 -11.65%

25.3000 -18.73% 318.2000 -5.11% 8.3800 -7.91%

27.3500 -12.14% 323.0000 -3.68% 7.3600 -19.12%

26.9000 -13.59% 400.6000 19.46% 6.7600 -25.71%

24.4000 -21.62% 435.0000 29.72% 5.0100 -44.95%

21.3500 -31.42% 502.0000 49.69% 4.4300 -51.32%

22.9000 -26.44% 622.5000 85.63% 5.1800 -4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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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价格

中银香港

腾讯控股

中国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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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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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约年收益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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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客户于到期日将不可获取任何投资收益。
若以下任何1个情况发生，“触发事件”则被视为发生：

情况(1)：“点位触发事件”在任何1个观察日发生(该发生“点位触发事件”的观察日亦则被视为“触发事件”发生的观察日)；或

情况(2)：“下限触发事件”发生(若发生“下限触发事件”，“触发事件”则被视为于第6个观察日发生) ；或

情况(3)：“点位触发事件”及“下限触发事件”同时发生(若同时发生“点位触发事件”及“下限触发事件”，“触发事件”则被视为于第6个观察日发生)。

若“触发事件”在结算日之前的任何1个观察日发生，则保本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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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价格厘定后首2季月度，其后季度

若在任何1个观察日，所有挂钩标的的厘定值均高于或等于相关的触发点，则“点位触发事件”便发生。

若在观察期内，所有挂钩标的的厘定值均高于或等于其“下限触发水平”，则“下限触发事件”便发生。

观察期为由最后1个开始价格观察日后的第1个交易所营业日（含）至第6个观察日（含）期间的每个交易所营业日，以本行厘定为准。

就任何1只挂钩标的而言，下限触发水平为其开始价格的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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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价格 于2021年1月29日之收市价 相对开始价格之参考表现

2019年8月9日
2019年9月9日
2019年10月9日
2019年11月11日
2020年2月10日
2020年5月11日
2020年8月10日
2020年11月9日

31.13 23.20 -25.47%

335.35 681.50 103.22%

9.10 4.36 -52.09%

中银香港 腾讯控股 中国联通

观察日或结算日

2019年6月10日

2019年7月9日



  IXA-0011959F

东亚「均点盈」保本投资产品系列34（人民币）

交易日 : 2019年1月4日

交收日 : 2019年1月8日

到期日 : 2022年1月6日

挂钩标的 : 彭博编码

939 HK 港元 6.69

700 HK 港元 351.35

1299 HK 港元 7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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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位触发事件 :

下限触发事件 :

观察期 :

下限触发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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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建设银行

腾讯控股

友邦保险

厘定值 表现 厘定值 表现 厘定值 表现

5.7800 -13.60% 340.6000 -3.06% 75.6000 -0.09%

5.8900 -11.96% 341.2000 -2.89% 79.4000 4.93%

5.9200 -11.51% 322.8000 -8.13% 73.5500 -2.80%

6.4800 -3.14% 327.6000 -6.76% 82.1500 8.56%

6.1700 -7.77% 328.6000 -6.48% 77.6500 2.62%

6.6500 -0.60% 377.4000 7.41% 84.3000 11.40%

6.2200 -7.03% 381.4000 8.55% 70.8500 -6.37%

6.5200 -2.54% 520.0000 48.00% 77.4000 2.29%

4.9800 -25.56% 525.0000 49.42% 78.7000 4.00%

5.7700 -13.75% 572.5000 62.94% 98.5500 3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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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0月4日
2019年11月4日
2019年12月4日
2020年1月6日
2020年4月6日
2020年7月6日
2020年10月5日
2021年1月4日

6.69 5.88 -12.11%

351.35 681.50 93.97%

75.67 93.75 23.89%

中国建设银行 腾讯控股 友邦保险

2019年9月4日

挂钩标的 开始价格

中国建设银行

腾讯控股

友邦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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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年收益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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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以下任何1个情况发生，“触发事件”则被视为发生：

情况(1)：“点位触发事件”在任何1个观察日发生(该发生“点位触发事件”的观察日亦则被视为“触发事件”发生的观察日)；或

情况(2)：“下限触发事件”发生(若发生“下限触发事件”，“触发事件”则被视为于第6个观察日发生) ；或

情况(3)：“点位触发事件”及“下限触发事件”同时发生(若同时发生“点位触发事件”及“下限触发事件”，“触发事件”则被视为于第6个观察日发生)。

若“触发事件”在结算日之前的任何1个观察日发生，则保本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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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在任何1个观察日，所有挂钩标的的厘定值均高于或等于相关的触发点，则“点位触发事件”便发生。

若在观察期内，所有挂钩标的的厘定值均高于或等于其“下限触发水平”，则“下限触发事件”便发生。

观察期为由最后1个开始价格观察日后的第1个交易所营业日（含）至第6个观察日（含）期间的每个交易所营业日，以本行厘定为准。

就任何1只挂钩标的而言，下限触发水平为其开始价格的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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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29日之收市价 相对开始价格之参考表现

观察日或结算日

2019年8月5日



  IXA-0012101F

东亚「均点盈」保本投资产品系列35（人民币）

交易日 : 2019年2月1日

交收日 : 2019年2月12日

到期日 : 2022年2月8日

挂钩标的 : 彭博编码

939 HK 港元 6.65

700 HK 港元 357.05

857 HK 港元 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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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位触发事件 :

下限触发事件 :

观察期 :

下限触发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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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建设银行

腾讯控股

中国石油

厘定值 表现 厘定值 表现 厘定值 表现

5.8100 -12.63% 331.2000 -7.24% 3.8900 -18.45%

5.9500 -10.53% 323.8000 -9.31% 4.0100 -15.93%

6.3600 -4.36% 321.6000 -9.93% 3.8100 -20.13%

6.2300 -6.32% 333.0000 -6.74% 3.6000 -24.53%

6.8000 2.26% 382.4000 7.10% 3.9300 -17.61%

6.0100 -9.62% 380.0000 6.43% 3.3800 -29.14%

6.0600 -8.87% 400.0000 12.03% 2.5500 -46.54%

5.6800 -14.59% 539.0000 50.96% 2.6300 -44.86%

5.5400 -16.69% 601.5000 68.46% 2.2000 -5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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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1月1日
2019年12月2日
2020年1月2日
2020年2月3日
2020年5月4日
2020年8月3日
2020年11月2日

6.65 5.88 -11.58%

357.05 681.50 90.87%

4.77 2.35 -50.73%

中国建设银行 腾讯控股 中国石油

观察日或结算日

2019年9月2日

2019年10月8日

挂钩标的 开始价格

中国建设银行

腾讯控股

中国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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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年收益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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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以下任何1个情况发生，“触发事件”则被视为发生：

情况(1)：“点位触发事件”在任何1个观察日发生(该发生“点位触发事件”的观察日亦则被视为“触发事件”发生的观察日)；或

情况(2)：“下限触发事件”发生(若发生“下限触发事件”，“触发事件”则被视为于第6个观察日发生) ；或

情况(3)：“点位触发事件”及“下限触发事件”同时发生(若同时发生“点位触发事件”及“下限触发事件”，“触发事件”则被视为于第6个观察日发生)。

若“触发事件”在结算日之前的任何1个观察日发生，则保本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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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在任何1个观察日，所有挂钩标的的厘定值均高于或等于相关的触发点，则“点位触发事件”便发生。

若在观察期内，所有挂钩标的的厘定值均高于或等于其“下限触发水平”，则“下限触发事件”便发生。

观察期为由最后1个开始价格观察日后的第1个交易所营业日（含）至第6个观察日（含）期间的每个交易所营业日，以本行厘定为准。

就任何1只挂钩标的而言，下限触发水平为其开始价格的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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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29日之收市价 相对开始价格之参考表现



  IXA-0012158F

东亚「均点盈」保本投资产品系列36（人民币）

交易日 : 2019年3月1日

交收日 : 2019年3月5日

到期日 : 2022年3月3日

挂钩标的 : 彭博编码

1093 HK 港元 7.0622

700 HK 港元 354.77

857 HK 港元 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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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位触发事件 :

下限触发事件 :

观察期 :

下限触发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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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药集团

腾讯控股

中国石油

厘定值 表现 厘定值 表现 厘定值 表现

17.1000 26.11% 323.8000 -8.73% 4.0100 -11.67%

19.8200 46.17% 321.6000 -9.35% 3.8100 -16.08%

17.8400 31.56% 333.0000 -6.14% 3.6000 -20.70%

18.6800 37.76% 382.4000 7.79% 3.9300 -13.44%

17.9400 32.30% 380.0000 7.11% 3.3800 -25.55%

17.8800 31.86% 389.6000 9.82% 3.1000 -31.72%

15.6600 15.49% 429.0000 20.92% 2.7100 -40.31%

17.1200 51.51% 539.0000 51.93% 2.6900 -40.75%

7.4100 4.92% 578.0000 62.92% 2.4500 -4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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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2月2日
2020年1月2日
2020年2月3日

挂钩标的 开始价格

石药集团

腾讯控股

中国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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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年收益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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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以下任何1个情况发生，“触发事件”则被视为发生：

情况(1)：“点位触发事件”在任何1个观察日发生(该发生“点位触发事件”的观察日亦则被视为“触发事件”发生的观察日)；或

情况(2)：“下限触发事件”发生(若发生“下限触发事件”，“触发事件”则被视为于第6个观察日发生) ；或

情况(3)：“点位触发事件”及“下限触发事件”同时发生(若同时发生“点位触发事件”及“下限触发事件”，“触发事件”则被视为于第6个观察日发生)。

若“触发事件”在结算日之前的任何1个观察日发生，则保本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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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在任何1个观察日，所有挂钩标的的厘定值均高于或等于相关的触发点，则“点位触发事件”便发生。

若在观察期内，所有挂钩标的的厘定值均高于或等于其“下限触发水平”，则“下限触发事件”便发生。

观察期为由最后1个开始价格观察日后的第1个交易所营业日（含）至第6个观察日（含）期间的每个交易所营业日，以本行厘定为准。

就任何1只挂钩标的而言，下限触发水平为其开始价格的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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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3月2日
2020年6月1日
2020年9月1日
2020年12月1日

7.0622 7.92 12.15%

354.77 681.50 92.10%

4.54 2.35 -48.24%

石药集团 腾讯控股 中国石油

观察日或结算日

2019年10月8日
2019年11月1日

开始价格 于2021年1月29日之收市价 相对开始价格之参考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