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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华银行(中国)结构性产品系列(步步安盈1617)    
1.5年期人民币100%本金保证结构性产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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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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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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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标的基金在最终评价日和初始评价日的官方收市价格相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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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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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68

目前市价（美元）
(2016年10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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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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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终评价日标的基金表现x 参与率 

（参与率为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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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2016年11月8日至 2016年11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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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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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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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人民币149,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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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人民币89,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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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敲出价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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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一般情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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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敲出价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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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敲出事件观察日

基金官方收市价格

初始价格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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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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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人民币3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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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人民币3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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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参考价格

参考价格初始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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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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起，在满足约定条款(详见指示性条款说明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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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2016年11月8日至2016年11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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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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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obchina.com.cn
400-166-6388
关注微信「大华银行尊享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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