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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风险水平: 2 (低至中度风险) - 提供到期100%本金保障（自有产品）

汇视环球 - 两年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038款

（第25期）（到期100%本金保障）

 投资期限为2年，持有到期可保障100%投资本金。

持有本产品到期可获得100%投资本金保障。

产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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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结
构性存款产品具有投资成分，其回报可能变动，您可能会于产品的整个投资期内获得较低回报。

本文件仅是对产品主要特性和结构的简要介绍，以有助于您对产品的整体理解，不构成本文件所述之结构性存款产
品的法律文件，亦不构成招揽任何人对本文件所述之结构性存款产品产品做出投资。若您计划购买相关结构性存款
产品，请您向我行索取相关法律文件，与产品相关的具体内容以及所有权利与义务均以该等法律文件为准。

结构性存款产品的结构本身可能适合挂钩标的某一特定类型的走势(例如上涨，下跌或区间波动等)，该走势可能与
汇丰发布的公开资讯中所体现的汇丰观点（如有）有所不同。请您基于您自己对于市场未来走势的判断以及您认为
合适的来自您专业顾问的建议做出投资决策。

本产品适合于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投资者：
(1)投资者的风险承受程度为“稳健型”或“稳健型”以上；
(2)投资者对结构性存款有认知及/或有交易经验；及
(3)投资者同意遵守本产品有关条款和承担相关投资风险。

除上述所提及的回报风险之外，您还需要关注其他相关风险，包括提前终止风险、汇率风险等，具体内容请阅读产
品法律文件的“风险揭示书”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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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色

产品风险水平: 2 (低至中度风险) - 提供到期100%本金保障（自有产品）

 挂钩单只标的 -MSCI发达市场ESG筛选5%风险控制指数。

仅挂钩单只指数 –MSCI发达市场ESG筛选5%风险控制指数，如果挂钩标的走势符合预期，客户将可获得合同约定
的潜在收益。

 收益取决于每季度估值日挂钩标的的表现水平。

每季度估值日记录挂钩标的的表现水平；于每年度触发估值日（即执行日后满1年的当日和最后估值日）观察表现
水平，若在任一触发估值日等于或高于触发水平，则到期赎回额为100%投资本金及触发票息，否则到期赎回额根
据（所有估值日之挂钩标的表现水平的算术平均数 - 100%）得出“平均表现率”，支付投资本金×[100%+(参与
率×“平均表现率”，最低为1.00%)]。

产品运作示意图

最初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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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线：在任一触发估值日表现水平等于或高于触发水平，触发事件发生。到期赎回额为100%投资本金及触发票息

紫线：在任一触发估值日未发生触发事件，挂钩标的走势整体略微向好，计算8个估值日的表现水平之算术平

均数得出“平均表现率”，到期赎回额为投资本金×[100%+(参与率×“平均表现率”)]


绿线：在任一触发估值日未发生触发事件，挂钩标的整体走势低迷，8个估值日之平均表现率低于100%，到期
赎回额为100%，收益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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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风险水平: 2 (低至中度风险) - 提供到期100%本金保障（自有产品）

产品信息

投资币种： 人民币

投资期限： 2年

最低认购金额： 500,000 人民币

销售期： 2022年11月09日至2022年11月24日的北京时间21:00止

产品编号： AG2211B004G

到期最低本金保障： 100%

交易日： 2022年11月28日

执行日： 2022年11月28日

起始日: 2022年11月30日

到期日： 预计为2024年12月06日左右

挂钩标的: MSCI发达市场ESG筛选5%风险控制指数(MXWOESG5)

触发水平： 112%

触发票息： 7.00%，年化3.50%

触发事件： 如果在任何一个触发估值日，表现水平等于或高于触发水平，则
触发事件发生。

参与率： 100%

表现水平： 表现水平 =（最终价格/最初价格）× 100%
最初价格： 指挂钩标的于执行日的收市价，由银行决定。
最终价格： 指挂钩标的于某一估值日的收市价，由银行决定。
收市价: 指挂钩标的在相关预计交易日估值时间的交易所收市价。

平均表现率: 所有估值日之表现水平的算术平均数 - 100%

表现率： （1） 如触发事件发生，则表现率为触发票息；
（2） 如没有发生触发事件，则表现率为由银行根据以下公式计
算的百分比： [ 参与率 × 平均表现率 ]，最低为1.00%。

到期日赎回额： 投资本金 × [ 100% + 表现率 ]

投资者提前赎回： 如果银行同意您提前赎回本产品，提前赎回额将由银行计算和确
定。本产品的提前赎回额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银行在计算和确
定提前赎回额时将考虑和计入该等诸多因素。在该等提前赎回时
本产品并不提供 100% 人民币本金保障机制。您届时可收取的提
前赎回额可能少于其对本产品的初始投资金额，而且该等本金损
失可能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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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分析仅用作说明本产品如何运作，不预示本产品的实际回报情况。

以下例子用作说明在不同市况下如何计算到期日赎回额。

假设：

*银行于交易日将根据市场实际情况在一定范围内调整参与率和触发票息，并在起始日之后向您发出的交易确认通
知书中予以确认。详见产品说明书。

产品风险水平: 2 (低至中度风险) - 提供到期100%本金保障（自有产品）

情景分析

期限： 2年

触发水平： 112.00%

投资本金： 1,500,000.00人民币

参与率： 100.00%*

触发票息： 7.00%，年化3.50%*

以下表格仅为了说明某一估值日的表现水平如何计算而设，以下表格中的最初挂钩标的水平、最终挂钩标的水平
等参数均是为说明目的而假设的，不代表也不应被视为挂钩标的之实际表现。

请注意，以下情景分析仅适用于本产品被持有至到期的情况。如果本产品被提前赎回/提前终止，您可能遭受投资
本金损失，甚至是巨大本金损失。

挂钩标的
最初挂钩标的

水平
某一估值日的最终挂钩

标的水平
该估值日的表现水平 =（最终挂钩标的水平/最初

挂钩标的水平）×100%

MXWOESG5 1,171.00 1,229.55 (1,229.55/ 1,171.00) × 100% = 10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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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情况
假设市场非常向好，在某一个触发估值日，表现水平等于或高于触发水平，即触发事件发生。

在此情况下，在投资期结束时的总回报为7.0000%，即年收益率3.5000%。投资者于整个投资期取得相等于本金金额
107.0000%的总金额（即人民币1,605,000.00元）。

估值日 表现水平 触发票息 参与率*
到期日赎回额 = 投资
本金 × [ 100% + 触

发票息 ]
年收益率

触发情况

1 112.00%

7.00% 不适用
1,500,000.00 ×
［100% + 7.00%］ = 
1,605,000.00

7.0000% 
÷ 2 = 
3.5000%

2 127.00%

3 132.00%

4
(触发估值日1)

137.00%
(触发事件发生)

5 142.00%

6 147.00%

7 152.00%

8
(触发估值日2)

157.00%

产品风险水平: 2 (低至中度风险) - 提供到期100%本金保障（自有产品）

较好情况
假设市场总体略微向好，整个投资期内，在任何一个触发估值日，表现水平均低于触发水平，即触发事件未发生；
且所有估值日之表现水平的算术平均数高于101%。

在此情况下，在投资期结束时的总回报为15.7500%，即年收益率7.8750%。投资者于整个投资期取得相等于本金金
额115.7500%的总金额（即人民币 1,736,250.00元）。

估值日 表现水平 平均表现率 参与率*

到期日赎回额 = 投资
本金 × []100% +（参
与率 × 平均表现率，

最低为0.00%）[]

年收益率

较好情况

1 102.00%

(102.00%+117.
00%+127.00%+1
07.00%+128.00
%+110.00%+128
.00%+107.00%)

÷8-
100.00%=15.75

%

100.00%

1,500,000.00 
×[]100% + （100.00% 
× 15.75%）[] = 
1,736,250.00

15.7500% 
÷ 2 = 
7.8750%

2 117.00%

3 127.00%

4
(触发估值日1)

107.00%
(触发事件未发生)

5 128.00%

6 110.00%

7 128.00%

8
(触发估值日2)

107.00%
(触发事件未发生)

情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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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差情况
假设市场总体下跌，整个投资期内，在任何一个触发估值日，表现水平均低于触发水平，即触发事件未发生；且所
有估值日之表现水平的算术平均数等于或低于101%。

在此情况下，在投资期结束时的总回报为1.0000%，即年收益率0.5000%。投资者于整个投资期取得相等于本金金
额101.0000%的总金额（即人民币1,515,000.00元）。

估值日 表现水平 平均表现率 参与率*

到期日赎回额 = 投资
本金 × [ 100% + 

（参与率 × 平均表现
率 ），最低为0.00% ]

年收益率

最差情况

1 90.00%

(90.00%+85.00
%+80.00%+95.0
0%+85.00%+90.
00%+99.00%+76
.00%)÷8-100.
00%=-12.50%

100.00%
1,500,000.00 × []10
0% + 1.00%[] = 1,515
,000.00

1.0000% 
÷ 2 = 0.

5000%

2 85.00%

3 80.00%

4
(触发估值日1)

95.00%
(触发事件未发生)

5 85.00%

6 90.00%

7 99.00%

8
(触发估值日2)

76.00%
(触发事件未发生)

情景分析

产品风险水平: 2 (低至中度风险) - 提供到期100%本金保障（自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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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MSCI发达市场ESG筛选5%风险控制指数免责声明
MSCI发达市场ESG筛选5%风险控制指数免责声明 本产品并非由 MSCI 公司（“MSCI”）、 任何其关联公司

或其任何信息提供方或任何参与编制、计算或创设任何MSCI指数或与该等行为有关之其它第三方保荐、认可、销
售或推广。 MSCI指数是MSCI的专属资产。 MSCI及MSCI指数名称是MSCI或其关联公司的服务标志，且被许可
方已获许可将该等服务标志用于某些用途。MSCI各方概未就本产品之恰当性或任何MSCI指数追踪相关股市表现

之能力而向本产品的发行人或所有者或任何其它人士或实体作出任何声明或保证（不论以明示或默示方式）。
MSCI或其关联公司乃若干商标、服务标志及商号及各MSCI指数之许可方，各MSCI指数由MSCI厘定、编制及计
算，并未考虑本产品、本产品之发行人或所有者或其它人士或实体。MSCI各方在厘定、编制及计算各MSCI指数
时概无义务考虑本产品发行人或所有者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实体之需求。MSCI各方概不负责或参与本产品之拟发行
时机、价格或数量的厘定，也不负责或参与本产品赎回时会用到或考虑之方程式之厘定及计算。MSCI各方概不就
本产品之管理、推广或发售而向本产品发行人或所有者或任何其它人士或实体承担任何义务或责任。 尽管MSCI 

会自其认为可靠的来源获取资料以用于MSCI 各指数的编制或计算，但MSCI 各方概不对任何MSCI 指数或其中所
载之任何数据之原创性、准确性及/或完整性或本产品的发行人或所有者或任何其它人士或实体使用任何MSCI 指
数或其中任何数据而获得之结果作出任何保证。MSCI 各方概不就任何MSCI 指数或其中任何数据或与其有关之任
何错误、遗漏或中断向任何人士或实体承担任何责任。此外，MSCI 各方均未对任何MSCI 指数及其中任何数据作

出任何形式之任何明示或默示保证，并且特此明确否认与此有关的所有保证，（仅为举例说明之目的）包括但不
限于有关所有权、顺序、可获得性、原创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非侵权性、适销性和就某一特定目的之
适用性有关的所有保证，以及因行业惯例、交易过程和履约过程而产生的所有默示保证。在不限制前述规定之普
遍适用性的情况下，MSCI 各方在任何情况下概不就任何直接、间接、特别、附带的、惩罚性、从属性损失(包括
但不限于功能丧失、利润或收益损失或其他经济损失)向任何人士或实体承担任何责任，无论是侵权责任（包括但

不限于严格责任和过错责任）、合同责任还是其他责任形式，即使其已经预见到或者已被告知发生该等损失的之
可能性。 本产品的买方、卖方或持有人，或任何其他个人或实体，在未事先联系 MSCI 以确定是否获得 MSCI 许
可的情况下，不得使用或提及任何 MSCI 名称、商标或服务标志来保荐、认可、销售或推广。在任何情况下，未
经 MSCI 事先书面许可，任何个人或实体均不得声称与MSCI有任何关联。

关于可持续投资的重要信息
“可持续投资”包括在不同程度上考虑环境、社会、治理和/或其他可持续发展因素（统称为“可持续发展”因

素）的投资方法或工具。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成果，我们纳入此类别中的某些工具可能处于变化之中。无法保证可
持续投资的回报与在不考虑这些因素的情况下所取得的回报相近。可持续投资可能会偏离传统的市场基准。

此外，可持续投资或可持续投资的影响（“可持续发展影响”）并无标准定义或衡量标准。可持续投资和可
持续发展影响的衡量标准(a)具有高度主观性，且(b)在行业之间和行业内部可能存在显著差异。

汇丰可能依赖第三方提供商或发布人制定和/或报告的衡量标准。汇丰可能不会就衡量标准自行展开特定的尽
职调查。不能保证：(a)投资的可持续发展影响的性质或衡量标准将符合任何特定投资者的可持续发展目标；(b)将
达到可持续发展影响的指定水平或目标水平。

可持续投资是一个不断发展的领域，可能会有新的监管规定出台并可能因此影响投资的分类或标签方式。一
项今天被认为符合可持续发展标准的投资，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可能变得不符合此类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