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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色

挂钩标的遍布全球

产品挂钩标的覆盖美国、欧洲、亚洲等全球不同市场，标的类型有

证券、ETF（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指数、基金、黄金 ETF 等

多种金融资产，可选择挂钩一个或多个，助您获得潜在投资回报。

投资理念创新前沿

除了挂钩传统金融资产，还能挂钩大类资产动态调仓、人工智能选股、

ESG（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投资等创新指数，为客户提供前沿

的投资理念及投资工具。

产品结构丰富多样

在架产品主要结构多达 7 种，适用于看涨、震荡、看跌和相对表现

等不同的市场观点，投资期限多样，可以灵活搭配其它资产类别达

到有效资产配置，降低系统性风险，来满足您特定的投资需求。

不同的本金保障水平

结构性存款提供不同程度的本金保障水平， 在产品到期时，您可获

得全部本金保障，部 分本金保障 ( 本金保障范围为 90%-100%) 或

无本金保障产品，您可根据自身需求选择 合适的产品。

认购渠道多样便捷

您可以亲临分行，与您的客户经理进行深入探讨，了解结构性存款

的收益和潜在风险。如果您已对我行结构性存款有充分了解，亦可

登陆个人网银或手机银行进行认购。

自主定制功能

除了在架产品，我行还提供结构性存款的定制功能。您可以登陆结

构性存款产品网上交易平台选择“定制专属产品”，根据您自身的市

场观点及偏好，自主选择产品结构、挂钩标的、产品参数。系统提

供实时报价，并动态模拟情景分析，T日下单，T+1 日冷静期结束，

T+2 日产品即交易。

风险声明及重要提示：

结构性存款不同于一般性存款，具有投资风险，您应当充分认识投资风险，谨慎投资。对于到期全部本金保障的产品，您可能

会于产品的整个投资期内获得较低回报或甚至为零之回报。对于到期部分本金保障的产品，您可能会于产品的整个投资期内获

得零回报甚至损失部分本金。对于到期无本金保障的产品，您可能会于产品的整个投资期内获得零回报甚至损失全部本金。

适合的客户与产品风险等级以产品说明书为准。

本文件资料不得视为本文件所述之产品的法律文件。本文件资料不是投资建议，亦不构成招揽任何人对本文件所述之产品做出

投资。产品条款以销售文件为准。



产品系列

适合中长期温和看涨的观点。每季度观察挂钩标的表现水平，每年度判断

触发事件是否发生。若挂钩标的表现高于触发水平，触发事件发生，到期

收益锁定为触发票息；若触发事件未发生，则到期赎回额由每季度挂钩标

的表现水平的平均值，结合参与率计算得出。

汇视环球

产品期限：2/3年     风险水平：2

看 涨

汇智双向  

产品期限：2年     风险水平：2

适合中长期区间震荡或市场走势不明朗的情况。每日观察挂钩标的表现水

平；若表现水平（1）等于或高于上限触发水平，或（2）等于或低于下限

触发水平，则触发事件发生，到期收益锁定为触发票息，否则到期收益根

据挂钩标的最终表现水平绝对值结合参与率计算得出。

震 荡

看 跌

汇比天下

产品期限：2年     风险水平：2

适合中长期看好挂钩标的 A 相对挂钩标的 B 表现的观点。每季度观察

挂钩标的相对表现，每年度判断触发事件是否发生。若挂钩标的相对

表现高于触发水平，触发事件发生，到期收益锁定为触发票息；若触

发事件未发生，则到期赎回额由每季度挂钩标的表现水平的平均值，

结合参与率计算得出。

相对表现

汇系列，到期 100%本金保障，追求标的的长期成长性

结构特点为简单综合描述，产品详情以实际产品说明书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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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 荡

盈转灵动

产品期限*：6个月    风险水平：3

适合短期区间震荡或温和看涨的观点。每月观察自动赎回事件与下限

触发事件是否发生，若挂钩标的表现高于自动赎回触发水平，自动赎

回事件发生，则产品自动赎回并获得（本金 + 红利回报）；若挂钩标的

表现较差，下限触发事件发生，到期可能会蒙受本金损失。若从未发

生自动赎回事件也未发生过下限触发事件，到期亦获得（本金 + 红利

回报）。

看 涨

适合短期具有鲜明单边看涨或看跌的观点。以看涨款举例，到期观察

一次挂钩标的表现水平。若挂钩标的表现高于触发水平，触发事件发生，

则到期赎回额为（投资本金 + 潜在票息）；若挂钩标的表现低于触发水

平，有可能面临本金亏损。看跌款则情况相反。

盈易智选

产品期限：3 /6个月     风险水平：3

看 跌

看 涨

盈+系列

产品期限：6个月/2年     风险水平：3

适合短期看涨的观点。可挂钩基金，指数，ETF 与量化指数等标的，

仅到期观察一次。若最后估值日挂钩标的的表现水平大于初始水平，

则根据表现水平结合参与率及表现率上限（若有）来计算潜在回报。看 涨

盈系列，到期 90%~99%部分本金保障，追求标的短期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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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 荡

产品期限：6个月/12个月    风险水平：5

适合短期区间震荡或温和看涨的观点。阶段 A 内每月观察自动赎回事

件与下限触发事件是否发生，若产品表现等于或高于自动赎回触发水

平，自动赎回事件发生，则产品自动赎回，客户可获得本金及对应投

资期的票息收益；若产品表现未高于自动赎回水平亦未跌破下限触发

水平，则产品在 A 阶段自然到期，客户可获得本金及对应投资期的票

息收益；若挂钩标的表现较差，下限触发事件发生，但 A 阶段到期时

产品表现水平等于或高于转换执行水平，则产品于 A 阶段自然到期，

客户可获得本金及对应投资期的票息收益；若挂钩标的表现较差，下

限触发事件发生，且 A 阶段到期时产品表现水平低于转换执行水平，

产品阶段 A 将自动转换为阶段 B。客户仍可获得对应投资期的年化票

息收益，100% 的投资本金将自动投资于产品阶段 B，转换时会出现账

面浮亏。

*阶段 A投资期为 6个月 /12 个月，若到期转换为阶段 B，B阶段投资期为 24 个月。

看 涨

丰瑞系列，到期无本金保障，AB阶段转换机制更多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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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置智选

■  财置智选-结构性存款产品定制功能

除了常规款结构性存款产品，我行还提供结构性存款的定制功能。您可以登陆结

构性存款网上交易平台选择“定制专属产品”，根据您自身的市场观点及偏好，

自主选择产品结构、挂钩标的、产品参数。系统提供实时报价，并动态模拟情景

分析，T日下单，T+1 日冷静期结束，T+2 日产品即交易。

该定制功能为汇丰于国内首创，引领了科技金融创新风尚，旨在为您提供尊崇的服务

和体验。

■  定制产品结构

三种结构可选，适用不同期限，不同风险偏好和不同市场观点的需求。

*图片为演示模拟。

可选结构 :汇视环球    

产品期限 :2/3 年   

风险等级 :2     

到期本金保障 :100%

最低起售金额 :10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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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结构 :盈易智选 

产品期限 :3/6 个月

风险等级 :3

到期本金保障：最低 90%( 可自设 )

最低起售金额：150 万元人民币

可选结构 :盈 +系列    

产品期限 :6 个月 ~1 年

风险等级 :3    

到期本金保障 :最低 90%( 可自设）

最低起售金额 :10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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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制挂钩标的

产品挂钩标的覆盖美国、欧洲、亚洲等全球不同市场，标的类型有证券、指数、

ETF 等多个种类可供选择。结构性存款产品定制功能的标的池将会根据市场情况

和经营需要不断进行调整，以上介绍仅供参考，具体可选标的请登录结构性存款

产品定制功能查看。

BABA UN

阿里巴巴

TSLA UQ

特斯拉

NKE UN 

耐克
HSI

恒生指数

700 HK

腾讯控股

SPX

标准普尔 500 指数

AAPL UQ

苹果

NVDA UQ

英伟达

GLD UP

SPDR黄金股份 XLK UP

SPDR科技行业精选基金

3188 HK

华夏沪深 300 指数 ETF

* 图片为演示模拟。

■  定制产品参数

● 参数定制 - 可选择参与率，触发水平等参数以适用不同的市场走势预判

● 动态模拟 - 系统自动测算不同参数组合下的情景分析

● 交易及时 -  实时报价，T日下单，T+1 日冷静期结束，T+2 日产品即交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