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品登记编码：C1062216000052

大华银行(中国)结构性产品系列(步步安盈1614)    
1.5年期人民币100%本金保证结构性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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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须谨慎。

本资料仅供参考。您在投资本产品前应获取独立的投资建议并详细阅读《大华银行综合理财服务主协议》(包括其附

件《结构性产品一般条款和条件》)以及本产品的主要条款说明书等产品法律文件，并以上述法律文件的规定为准。

SPDR 黄金股份是一只在美国注册的投资基金。基金持有黄金，不定期发行股票篮（10 万股为 1 篮）来买入黄金，

遇到赎回股票篮时则卖出黄金。

（资料来源：彭博资讯， 2016 年 7 月 20 日）

本结构性产品提供一个机会让您获利于 SPDR 黄金股份的表现，且在您持有本结构性产品至到期的前提下保障

100% 本金安全。

 

参与挂钩标的 SPDR 黄金股份波动以获得潜在收益，涨跌双赢，即使标的表现下跌也能获得收益。    如挂

钩标的于每一敲出事件观察日之官方收市价格都在两个敲出价格之间波动，则于最终评价日，只要挂钩标

的较初始评价日的涨跌幅不为 0，都能获得最终评价日标的基金表现 x 参与率的红利收益率（参与率为

80%-120%，由计算代理于结构性产品起始日厘定），最终评价日标的基金表现的计算以主要条款说明书的约

定为准。

在观察期内有机会获得锁定收益  挂钩标的基金于任一敲出事件观察日之官方收市价格大于或等于敲出价格 1

或者小于或等于敲出价格 2，则于到期日，红利收益率为 3% ( 绝对收益率 )

100% 本金保障     若标的基金表现不佳，持有该产品至结构性产品到期日的投资者仍可获得 100% 的本金保障。

产品背景

产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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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钩标的介绍

上述文字、数据和图表均来源于第三方，大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无法对其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该等文字、

数据和图表不构成对挂钩标的和相关产品未来表现的任何承诺和保证。

挂钩标的名称

SPDR黄金股份

彭博代码

GLD UP 125.39

目前市价（美元）
(2016年7月20日）

SPDR黄金股份

是一只在美国注册的投资基金。基金持有黄金，不
定期发行股票篮（10万股为1篮）来买入黄金，遇到

赎回股票篮时则卖出黄金。

挂钩标的介绍

资料来源：彭博资讯， 2016年7月20日
注：基金价格的过去表现不代表基金价格的未来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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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结构

约1.5年期

人民币

持有到期100% 保本

SPDR黄金股份（GLD UP）

如果于任一敲出事件观察日，标的基金(j)的官方收市价格大于或等于敲出价格1或者小于或

等于敲出价格2，则敲出事件发生。

初始价格 x 敲出水平 (其中敲出水平为125%）

初始价格 x 敲出水平 (其中敲出水平为85%）

在结构性产品到期日，客户收取的红利收益(如有)计算为：       

红利收益 = 红利收益率 x 结构性产品金额

其中，

如果敲出事件发生，红利收益率 = 3% (绝对收益率)。

如果敲出事件未发生，红利收益率 = 最大值（0, 最终评价日标的基金表现 x 参与率）

（参与率为80%-120%，由计算代理于结构性产品起始日厘定)。

最终评价日标的基金表现依据以下公式计算：

在最终评价日，如果参考价格大于或等于初始价格，标的基金表现(j) = 参考价格(j) / 初

始价格(j) – 1。               

(标的基金表现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第三位数字被舍去)

否则，标的基金表现(j) = 1 - 参考价格(j) / 初始价格(j)。

(标的基金表现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第三位数字被舍去)  

系列（步步安盈-1614）：2016年8月5日至2016年8月26日             

人民币200,000元

投资期限：           

结构性产品币种:    

保本：  

挂钩标的：           

敲出事件：            

敲出价格1: 

敲出价格2:      

到期收益：        

计划募集期限：                  

认购起始金额：     

在本结构性产品下，人民币本金保障及本主要条款说明书约定的保证收益部分(如适用)将来自于本行在货币及债券市

场的投资部分（占结构性产品金额的90%-100%)，本产品的其他收益(如有)则来自于本行对与SPDR黄金股份相关的衍

生产品的投资部分(占结构性产品金额的0%-10%)。于本结构性产品存续期内，投资范围不会发生变化。

产品基本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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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产品过往业绩不代表其未来表现，不构成本结构性产品业绩表现的保证。下列情况纯属假设，使用的均为模

拟数据，只用作说明本结构性产品如何运作，不应以此作为对本结构性产品的实际回报的任何承诺或保证。测算收益

不等于实际收益，投资须谨慎。

产品情景演算

最佳情形1

情景分析 敲出事件从未发生，且最终评价日标的基金表现如下表 

初始价格

100

名称

SPDR黄金股份

（j=）

1 124.9

参考价格

初始价格

100

名称

SPDR黄金股份

（j=）

1 130

初始价格

100

名称

SPDR黄金股份

（j=）

1 80

参考价格

初始价格

100

名称

SPDR黄金股份

（j=）

1 85.1

◎ 

◎ 

◎ 

在最终评价日，参考价格大于初始价格，则标的基金表现为124.9/100-1=24.9%
客户于结构性产品到期日收取100%的结构性产品金额；
客户于结构性产品到期日获得红利收益=1,000,000 x24.9% x 90%=人民币224,100元。

最佳情形2

情景分析 敲出事件从未发生，且最终评价日标的基金表现如下表 

◎ 

◎ 

◎ 

在最终评价日，参考价格小于初始价格，则标的基金表现为1-85.1/100=14.9%
客户于结构性产品到期日收取100%的结构性产品金额；
客户于结构性产品到期日获得红利收益=1,000,000 x14.9% x 90% =人民币134,100元。

一般情况1

情景分析情景分析 敲出事件发生，在某敲出事件观察日标的基金表现如下表 

◎ 

◎ 

◎ 

敲出事件观察日基金官方收市价格等于敲出价格1，发生敲出事件，则红利收益率=3%； 
客户于结构性产品到期日收取100%的结构性产品金额；
客户于结构性产品到期日获得红利收益=1,000,000 x 3%=人民币30,000元；

假设客户投资的结构性产品金额为人民币1,000,000元且持有至到期，参与率暂定为90%.

一般情况2

情景分析 敲出事件从未发生，在最终评价日标的基金表现如下表 

◎ 

◎ 

◎ 

敲出事件观察日基金官方收市价格等于敲出价格2，发生敲出事件，则红利收益率=3%；
客户于结构性产品到期日收取100%的结构性产品金额；
客户于结构性产品到期日获得红利收益=1,000,000 x 3% =人民币30,000元；

参考价格

敲出事件观察日

基金官方收市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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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产品过往业绩不代表其未来表现，不构成本结构性产品业绩表现的保证。下列情况纯属假设，使用的均为模

拟数据，只用作说明本结构性产品如何运作，不应以此作为对本结构性产品的实际回报的任何承诺或保证。测算收益

不等于实际收益，投资须谨慎。

产品情景演算

一般情况3

情景分析 敲出事件从未发生，在最终评价日标的基金表现如下表 

初始价格

100

名称

SPDR黄金股份

（j=）

1 105

参考价格

初始价格

100

名称

SPDR黄金股份

（j=）

1 100

初始价格

100

名称

SPDR黄金股份

（j=）

1 95

◎ 

◎ 

◎ 

在最终评价日，参考价格大于初始价格，则标的基金表现为105/100-1=5% 
客户于结构性产品到期日收取100%的结构性产品金额；
客户于结构性产品到期日获得红利收益=1,000,000 x 5% x 90%=人民币45,000元。

一般情况4

情景分析 敲出事件从未发生，在最终评价日标的基金表现如下表 

◎ 

◎ 

◎ 

在最终评价日，参考价格小于初始价格，则标的基金表现为1-95/100=5% 
客户于结构性产品到期日收取100%的结构性产品金额；
客户于结构性产品到期日获得红利收益=1,000,000 x 5% x 90%=人民币45,000元。

最差情形

情景分析情景分析 敲出事件从未发生，且最终评价日标的基金表现如下表 

◎ 

◎ 

◎ 

在最终评价日，参考价格等于初始价格，则标的基金表现= 0% 
客户于结构性产品到期日收取100%的结构性产品金额；
红利收益=0。

假设客户投资的结构性产品金额为人民币1,000,000元且持有至到期，参与率暂定为90%.

参考价格

参考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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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钩标的的风险：本理财产品不是存款，存在投资风险。此结构性产品包含与SPDR黄金股份相关的特定风险，并且股
票市场的波动可能会导致收益波动。

信用风险：客户需承担大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的信用风险。

犹豫期届满后不允许撤销认购：在犹豫期内，客户有权撤销其对本结构性产品的认购；客户未对本结构性产品认购进
行撤销的，自犹豫期届满之日本行营业时间结束之时起即视为客户已对本结构性产品的认购进行最终确认。犹豫期届
满后，客户不得撤销本结构性产品的认购。

提前终止：通常情况客户不得提前终止/提取全部或部分结构性产品，但自结构性产品起始日后第7个月(即2017年4月)
起，在满足约定条款(详见下文“提前终止”)的前提下，本行允许客户在相应月份的第15个日历日(如当日并非营业
日，则顺延至下一营业日)提前终止全部结构性产品。一旦客户提前终止本结构性产品，有关本金保障和收益之条款不
再适用于该结构性产品，客户仅有权获得提前提取额(计算为结构性产品金额×提前终止指示性价格)，提前提取额很
有可能少于结构性产品金额，甚至在极端情况下，客户可能损失全部结构性产品金额。支付提前提取额后，本行对于
这项结构性产品将无任何义务。

结构性产品取消/调整风险：本行有权在结构性产品起始日前（包含结构性产品起始日当日）根据其自行判断对结构
性产品进行调整，包括但不限于在市场发生波动或者其他异常情况时，取消相关结构性产品和/或对结构性产品进行
调整。

本理财产品在最不利投资情形下的投资结果：持有结构性产品至到期，客户在整个投资期内不会获得任何收益，仅在结
构性产品到期日返还100%本金。

对于这项结构性产品所提及的标的基金纯粹是为了计算收益（若有）之用途。客户并没有通过这项结构性产品进行对
标的基金的任何实际投资或交易。

备注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结构性产品风险的相关介绍，请您在交易前仔细参阅每种结构性产品风险提示部分的相关内容。您必须根据自身情况对于每种结

构性产品的适度性予以权衡考虑以作出决定。上述信息仅供参考，并非受理或者达成交易的要约、要约邀请、请求或者推荐，且我行有权根据市场状况

或者出于审慎之目的，对该产品作出任何调整（包括但不限于取消该产品），因此本行不就上述信息的确定性和完整性作任何陈述和保证。关于本产品

的详细内容请参阅《大华银行综合理财服务主协议》包括其附件《结构性产品一般条款和条件》,以及指示性条款说明书。

主要条款摘要主要条款摘要

产品主要风险产品主要风险

2 - 低至中度风险产品风险等级

“2-稳健型”或以上的所有客户，且有无投资经验的客户均适用。适合客户类型

人民币

系列（步步安盈-1614）：2016年8月5日至2016年8月26日

人民币200,000元

投资币种

计划募集期限

最低投资金额

大华银行(中国)结构性产品系列(步步安盈-1614) –
1.5年期人民币100%本金保证结构性产品

产品名称

挂钩标的 SPDR黄金股份（GLD UP）

投资期限 约1.5年



大华银行成立于1935年，至今已有80年历史。在过去的80年，大华银行稳健成长，通过一

系列的收购行动，大华银行目前已是新加坡的主要银行之一，并且在马来西亚、印尼、泰

国和中国拥有子公司。至今，大华银行集团共有超过500间分行与办事处，分布在亚太、西

欧与北美的19个国家与地区。大华银行被穆迪投资者服务评选为世界最佳银行之一。

大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是大华银行的全资子公司，除外币金融产品与服务，现也能

为您提供完善的人民币银行产品和服务。能有机会为您照管财富，是我们莫大的荣幸。 

杭州分行
杭州市天目山路171号、181号
天际大厦201、203室
邮编: 310013
电话: (86) (571) 2809 0666
传真: (86) (571) 8190 9619

上海外滩支行
上海市黄浦区中山东一路
20号1-2楼
邮编: 200002
电话: (86) (21) 2319 8388
传真: (86) (21) 6323 3022

北京东城支行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7号
第五广场C座1层108单元
邮编: 100010
电话: (86) (10) 8418 3688
传真: (86) (10) 8418 3668

上海分行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园路111号
1层101-104单元
邮编: 200120
电话: (86) (21) 6061 8288
传真: (86) (21) 6886 1113

天津分行
天津市和平区河北路236号和238号
邮编: 300040
电话: (86) (22) 8321 1888
传真: (86) (22) 2321 0166

厦门分行
厦门市湖滨北路19号
大华银行大厦1-2层
邮编: 361012
电话: (86) (592) 508 1601
传真: (86) (592) 508 1605

北京分行
北京市朝阳区景华南街5号远洋光华国际C栋
1层102单元，25层01-03单元、05-09单元
邮编: 100020
电话: (86) (10) 5879 2626
传真: (86) (10) 8590 6725

北京燕莎中心支行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50号燕莎中心一号楼
S104、S105单元及C806、C807单元
邮编: 100125
电话: (86) (10) 8489 3888
传真: (86) (10) 6461 5750

重庆分行
重庆市渝中区民生路235号
海航保利国际中心商铺1层
L103及写字楼31层A单元 
邮编: 400010 
电话: (86) (23) 6037 2888
传真: (86) (23) 6037 2788

www.uobchina.com.cn
客户投诉热线: 400-166-6388（工作日8: 00-20: 00）

400 166 6388
如在境外请致电:（86-21）6061 8826（工作日8:00-20:00）或联系您的客户经理

欲了解更多详情，请拨打

大华银行连续 7 年（2009 - 2015）

入选《环球金融》

「全球最安全的 50 家银行」

上海静安支行
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1468号
中欣大厦1P01-02室、201-203室
邮编: 200040 
电话: (86) (21) 6080 9388 
传真: (86) (21) 6289 1001


	1.pdf
	2.pdf
	3.pdf
	4.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