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퓶펯 2611 뫅 A뿮샭닆닺욷쮵쏷쫩

一、银行销售的理财产品与存款存在明显区别，具有一定的风险。

二、本理财产品为非保本浮动收益理财产品，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华夏银行”）不保证理财产品本金及理财收益。

在本理财产品存续期间，除非本说明书约定的特殊情况外，投

资者无法申购或赎回本理财产品。投资者投资本理财产品所面

临的风险请详细阅读本说明书第五部分风险揭示内容。投资者

应在对本理财产品相关风险有充分认识基础上，基于自身的独

立判断谨慎投资。

三、华夏银行郑重提示：在购买理财产品前，投资者应确保自己完

全明白本项投资的性质和所涉及的风险，详细了解和审慎评估

本理财产品的资金投资方向、风险类型及预计收益等基本情

况，在慎重考虑后自行决定购买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和资产管

理需求匹配的理财产品。

四、本理财产品的信息披露将通过华夏银行官方网站等渠道进行

公告。投资者在购买理财产品后，应随时关注本理财产品的信

息披露情况，及时获取相关信息。如果投资者未及时查询而未

能及时了解本理财产品信息，因此产生的责任和风险由投资者

承担。投资者如需进行业务咨询或投诉，请拨打华夏银行客户

服务热线 95577。

튻ꆢ닺욷룅쫶

닺욷쏻돆 퓶펯 2611 뫅 A뿮

닺욷듺싫 A 款：211011111101

샭닆뗇볇쾵춳

뗇볇뇠싫
A 款：C1030420003498

닺욷쒼벯랽쪽 릫쒼

닺욷퓋ퟷ쒣쪽 럢뇕쪽

닺욷춶탔훊 固定收益类

닺욷쫕틦샠탍 럇놣놾뢡뚯쫕틦

춶벰쫕틦뇒훖 죋쏱뇒

닺욷럧쿕움벶

룹뻝뮪쿄틸탐샭닆닺욷럧쿕움벶ꎬ놾샭닆닺욷캪 PR2 벶ꎨ컈붡탍ꎩ샭

닆닺욷ꆣ

ꎨ샭닆닺욷럧쿕움벶럖캪ꎺPR1 벶ꎨ뷷짷탍ꎩꆢPR2 벶ꎨ컈붡탍ꎩꆢ

PR3 벶ꎨ욽뫢탍ꎩꆢPR4 벶ꎨ뷸좡탍ꎩꆢPR5 벶ꎨ벤뷸탍ꎩꎩꆣ

놾샭닆닺욷럧쿕움벶캪뮪쿄틸탐ퟔ훷움뚨ꎬ뷶릩닎뾼ꆣ

쿺쫛뛔쿳 룶죋춶헟ꆢ非金融机构投资者

쫊뫏춶헟 놾샭닆닺욷쏦쿲늻쳘뚨짧믡릫훚쿺쫛ꎬ뺭뮪쿄틸탐럧쿕움맀움뚨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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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2ꎨ컈붡탍ꎩꆢCR3ꎨ욽뫢탍ꎩꆢCR4ꎨ뷸좡탍ꎩꆢCR5ꎨ벤뷸탍ꎩ룶죋

춶헟ꆣꎨ뿍뮧럧쿕돐쫜쓜솦움벶샠탍럖캪ꎺCR1ꎨ뷷짷탍ꎩꆢCR2ꎨ컈붡

탍ꎩꆢCR3ꎨ욽뫢탍ꎩꆢCR4ꎨ뷸좡탍ꎩꆢCR5ꎨ벤뷸탍ꎩꎩꆣ

本理财产品面向不特定社会公众销售，包括法人或依法成立的其他组

织。

뮪쿄틸탐룹뻝춶헟ퟔ짭쳡릩뗄탅쾢뷸탐춶헟럧쿕돐쫜쓜솦움맀

ꎨ룹뻝볠맜맦뚨믺릹춶헟늻탨뷸탐럧쿕돐쫜쓜솦움맀ꎩꎬ틲춶헟쳡릩

탅쾢늻ힼ좷믲늻췪헻ꎬ떼훂웤릺싲폫ퟔ벺럧쿕돐쫜쓜솦늻욥엤뗄샭닆닺욷

뗄퓰죎뫍럧쿕평춶헟돐떣ꆣ

닺욷웚쿞 109 쳬ꎨ쪵볊닺욷웚쿞쫜훆폚틸탐쳡잰훕횹쳵뿮벰퇓웚쳵뿮ꎩ

랢탐랶캧 좫탐랢탐

랢탐맦쒣쿂쿞 200 췲풪

쒼벯웚
2021 年 04 月 12 日－2021 年 04 月 14 日ꎨ몬ꎩꎨ根据市场情况，银行

有权提前结束认购并相应调整相关日期，募集期最后一日 17:30（含）后不

可认购ꎩ

닺욷늻돉솢

쒼벯웚뷡쫸ꎬ죧놾샭닆닺욷쒼벯ퟜ뷰뛮캴듯떽랢탐맦쒣쿂쿞ꎻ믲헟쫐

뎡랢짺훘듳뇤뮯ꎬ뮪쿄틸탐컞램믲헟뺭웤뫏샭에뛏쓑틔내헕놾쮵쏷쫩쿲춶

헟쳡릩놾샭닆닺욷ꎻ믲헟램싉램맦ꆢ볠맜맦뚨ꆢ맺볒헾닟랢짺뇤뮯떼훂

컞램내헕놾쮵쏷쫩쿲춶헟쳡릩놾샭닆닺욷ꎬ뮪쿄틸탐폐좨탻늼놾샭닆닺

욷늻돉솢ꆣ

죧놾샭닆닺욷늻돉솢뗄ꎬ뮪쿄틸탐붫폚풭뚨돉솢죕뫳 2 룶릤ퟷ죕쓚춨

맽맙랽췸햾뗈쟾뗀랢늼놾샭닆닺욷늻돉솢뗄릫룦ꎬ늢폚풭뚨돉솢죕뫳 2 룶

릤ퟷ죕쓚붫틑쒼벯뷰췋믘춶헟샭닆잩풼헋뮧ꎨ풭뚨돉솢죕훁뷰떽헋

죕횮볤늻볆샻쾢ꎩꆣ

돉솢죕 2021 年 04 月 15 日ꎬ놾샭닆닺욷ퟔ돉솢죕웰볆쯣쫕틦

떽웚/훕횹죕

2021 年 08 月 02 日ꎬ샭닆닺욷헽뎣떽웚ꎻ죧샭닆닺욷틲맊쳡잰믲퇓동

떽웚뗄ꎬ퓲훕횹죕틔뮪쿄틸탐릫룦캪ힼꆣ떽웚/훕횹죕죧폶럇릤ퟷ죕ꎬ퓲쮳

퇓훁쿂튻룶릤ퟷ죕ꆣ죧폶늻뿉뾹솦뗈틲쯘ꎬ붫쮳퇓훁늻뿉뾹솦틲쯘쿻돽뗄

쿂튻룶릤ퟷ죕ꆣ

샭닆닺욷떽웚/훕횹죕떱죕늻볆쯣샭닆쫕틦ꎬ뮪쿄틸탐폚떽웚/훕횹죕

24:00 잰튻듎탔횧뢶놾뷰벰샭닆쫕틦ꆣ

쿺쫛쫖탸럑싊 0.20%/쓪（以确认的认购金额为基数，每日计提）。

췐맜럑싊 0.03%/쓪（以确认的认购金额为基数，每日计提）。

웤쯻쿠맘럑폃

샭닆뷰퓋ퟷ웚볤틔벰ힷ쯷샭닆뷰뿉쓜닺짺뗄탅췐럑폃ꆢ춶맋컊

럑폃ꆢ쮰럑ꆢ짳볆럑ꆢ싉쪦럑ꆢ릫횤럑ꆢ쟥쯣럑폃뗈럑폃ꎬ내웤쪵볊랢짺

쫽뛮듓샭닆닺훐횧좡ꆣ

죏릺웰뗣뷰뛮 A뿮ꎺ10,000 풪웰릺ꎬ틔 1,000 풪뗄헻쫽놶뗝퓶ꆣ

풤웚ퟮ룟쓪뮯

쫕틦싊

틀뻝놾샭닆닺욷쯹엤훃뗄룷샠믹뒡닺욽뻹볓좨쫕틦싊ꎨ풤웚ꎩꎬ뿛

돽놾샭닆닺욷쿺쫛쫖탸럑ꆢ췐맜럑벰웤쯻쿠맘럑폃뫳ꎬ놾샭닆닺욷풤웚ퟮ

룟쓪뮯쫕틦싊캪ꎺ

A뿮: 3.70%ꆣ
풤웚ퟮ룟쓪뮯쫕틦늻뗈폚쪵볊쓪뮯쫕틦싊ꎬ춶탨뷷짷ꆣ죴놾샭닆닺

욷뿛돽쿺쫛쫖탸럑ꆢ췐맜럑벰웤쯻쿠맘럑폃뫳뗄쪵볊쓪뮯쫕틦싊캴뎬맽풤

웚ퟮ룟쓪뮯쫕틦싊ꎬ뮪쿄틸탐늻쫕좡샭닆맜샭럑ꎻ퓚뎬맽풤웚ퟮ룟쓪뮯쫕

틦싊뗄쟩뿶쿂ꎬ뮪쿄틸탐내헕놾쮵쏷쫩풼뚨뗄풤웚ퟮ룟쓪뮯쫕틦싊횧뢶춶

헟쫕틦뫳ꎬ붫뎬뛮늿럖ퟷ캪뮪쿄틸탐샭닆맜샭럑쫕좡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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죏릺짪쟫뻜뻸

놾샭닆닺욷룹뻝쫐뎡쟩뿶짨훃믲뗷헻닺욷맦쒣짏쿞ꎬ죴놾샭닆닺욷쒼

벯뷰뛮듯떽샭닆닺욷맦쒣짏쿞ꎬ뮪쿄틸탐폐좨뻜뻸뎬맽놾샭닆닺욷맦쒣짏

쿞늿럖뗄죏릺짪쟫ꆣ

뎷쿺맦뚨

춶헟뿉뎷쿺틑뺭쳡붻뗄죏릺짪쟫ꎬ뻟쳥맦뚨죧쿂ꎺ

1ꆢ횻쓜좫뛮뎷쿺ꆣ

2ꆢ춶헟뎷쿺뗄놾뷰쪵쪱떽헋ꆣ

3ꆢ쒼벯웚ퟮ뫳튻죕 17:30ꎨ몬ꎩ횮뫳늻쓜뷸탐뎷쿺ꆣ

쳡잰훕횹좨

튻ꆢ춶헟쳡잰훕횹좨

뮪쿄틸탐뗷헻놾샭닆닺욷뗄춶랶캧ꆢ춶욷훖ꆢ춶뇈샽ꆢ쫕럑쿮

쒿ꆢ쫕럑쳵볾ꆢ쫕럑뇪ힼ뫍쫕럑랽쪽뗈ꎬ믲늹돤뫍탞뚩놾쮵쏷쫩쳵뿮ꎬ붫

쳡잰 3룶릤ퟷ죕춨맽맙랽췸햾뗈쟾뗀릫룦ꆣ춶헟늻뷓쫜뗷헻뗄ꎬ펦퓚릫

룦좷뚨뗄웚쿞쓚쿲뮪쿄틸탐짪쟫쳡잰쫪믘늢냬샭쿠맘쫖탸ꎻ죴춶헟퓚릫

룦웚쿞뷬싺볌탸돖폐놾샭닆닺욷ꎬ퓲쫓캪뷓쫜뛔놾샭닆닺욷뗄뗷헻ꆣ

뛾ꆢ뮪쿄틸탐쳡잰훕횹좨

1ꆢ돶쿖쿂쇐쟩탎ꎬ뮪쿄틸탐폐좨쳡잰훕횹놾샭닆닺욷ꎺ

ꎨ1ꎩ램싉램맦ꆢ볠맜맦뚨ꆢ맺볒헾닟돶쿖훘듳뗷헻펰쿬놾샭닆닺욷헽

뎣퓋ퟷꎻ

ꎨ2ꎩ쫐뎡쫕틦싊듳럹늨뚯ꎬ뿉쓜믲쪵훊펰쿬떽닺욷쯹쓜쪵쿖뗄춶쫕

틦ꎻ

ꎨ3ꎩ샭닆뷰쯹춶뗄쿠맘닺쳡잰훕횹ꎬ믲놾샭닆닺욷룹뻝춶닟

싔ꆢ붻틗뷡릹뒥엶쳡잰훕횹쳵볾ꎻ

ꎨ4ꎩ램싉램맦ꆢ볠맜맦뚨벰맺볒헾닟맦뚨뗄웤쯻쟩탎ꆣ

2ꆢ뮪쿄틸탐쳡잰훕횹놾샭닆닺욷뗄ꎬ퓚쳡잰훕횹죕잰 3룶릤ퟷ죕춨맽

맙랽췸햾뗈쟾뗀릫룦ꆣ

평폚뮪쿄틸탐퓚쳘뚨쟩뿶쿂쳡잰훕횹놾샭닆닺욷ꎬ놾샭닆닺욷뗄쪵볊

샭닆웚쿞뿉쓜킡폚풤뚨웚쿞ꆣ죧맻놾샭닆닺욷쳡잰훕횹ꎬ퓲춶헟뿉쓜컞

램쪵쿖웚돵풤볆뗄좫늿쫕틦ꆣ

춶샤뺲웚
놾샭닆닺욷캪릫쒼샭닆닺욷ꎬ룹뻝볠맜늿쏅맦뚨ꎬ컞탨짨훃춶샤뺲

웚ꆣ

릤ퟷ죕
맺볒램뚨릤ퟷ죕ꎨ놾쮵쏷쫩훐쯹쫶죕웚죧폶맺볒램뚨뷚볙죕ퟔ뚯쮳퇓

훁쿂튻룶릤ퟷ죕ꎩꆣ

샭닆쫕틦볆쯣

랽램

웚쒩샭닆쫕틦=춶놾뷰ꇁ풤웚ퟮ룟쓪뮯쫕틦싊폫쪵볊쫕틦싊훐뷏뗍

헟ꇁ닺욷웚쿞ꇂ365ꎬ뷰뛮놣쇴떽킡쫽뗣뫳솽캻ꎬ솽캻뫳짡캻ꆣ

쮰뿮

샭닆쫕틦뗄펦쓉쮰뿮평춶헟ퟔ탐짪놨벰뷉쓉ꎬ떫죴룹뻝램싉램맦뗈

맦뚨믲쮰컱뗈맺볒믺맘뗄쏼쇮믲튪쟳ꎬ뮪쿄틸탐폐틥컱듺뿛듺뷉춶헟돐

떣뗄쮰럑쪱ꎬ뮪쿄틸탐붫뷸탐듺뿛듺뷉ꆣ

웤쯻맦뚨

1ꆢ죏릺짪쟫죕ꎨ몬ꎩ훁돉솢죕ꎨ늻몬ꎩ믲죏릺뎷쿺죕ꎨ늻몬ꎩꎬ춶

헟죏릺뷰내웚볤쎿죕맒없믮웚듦뿮샻싊볆쯣샻쾢ꎬ쟒룃샻쾢늻볆죫죏릺

놾뷰ꆣ

2ꆢ샭닆닺욷떽웚/훕횹죕훁뷰떽헋죕횮볤ꎬ춶헟뷰늻볆듦뿮샻쾢

벰샭닆쫕틦ꆣ

뛾ꆢ춶뛔쿳

놾샭닆닺욷쒼벯뗄샭닆뷰붫횱뷓믲볤뷓춶폚냼삨떫늻뷶쿞폚틸탐듦뿮ꆢ햮좯ꆢ믵뇒쫐

뎡릤뻟ꆢ럇뇪ힼ뮯햮좨닺ꆢ닺맜샭볆뮮ꆢ탅췐볆뮮틔벰웤쯼닺뗈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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룷샠닺춶뇈샽죧쿂ꎺ

닺 춶뇈샽

믵뇒쫐뎡샠ꆢ햮좯쫐뎡샠 20% -- 100%

럇뇪ힼ닺샠 0% -- 70%

웤쯻샠 0% -- 50%

럇틲닺욷맜샭죋훷맛틲쯘떼훂놾샭닆닺욷춻웆짏쫶춶뇈샽쿞훆뗄ꎬ놾샭닆닺욷맜샭죋펦

떱퓚쯹춶뗄쇷뚯탔쫜쿞닺뿉돶쫛ꆢ뿉죃믲헟믖뢴붻틗뗄 15 룶릤ퟷ죕쓚붫놾샭닆닺욷뗷헻

훁짏쫶춶뇈샽쓚ꎬ볠맜맦뚨뗄쳘쫢쟩탎돽췢ꆣ

죽ꆢ샭닆닺욷맜샭죋벰췐맜죋

놾샭닆닺욷맜샭죋캪뮪쿄틸탐막럝폐쿞릫쮾ꎬ닺욷췐맜죋캪뮪쿄틸탐막럝폐쿞릫쮾ꆣ

쯄ꆢ샭닆닺욷쟩뺰럖컶

쟩뺰 1ꎺ쒳뿍뮧춶 1 췲풪ꎬ죧맻쪵볊샭닆쳬쫽캪 109 쳬ꎬ닺욷헽뎣퓋ퟷ떽웚ꎬ웤쪵볊쓪

뮯쫕틦싊뿛돽쿺쫛쫖탸럑뫳캪 5.90%ꎬ틑뎬맽샭닆닺욷풤웚ퟮ룟쓪뮯쫕틦싊 3.70%ꎬ뎬맽늿럖캪

뮪쿄틸탐쫕좡뗄샭닆맜샭럑ꎬ맊닺욷ퟮ훕쓪뮯쫕틦싊캪 3.70%ꆣ뿍뮧쫕틦뗄뻟쳥뷰뛮캪ꎺ

10,000 ꇁ3.70%ꇁ109ꇂ365=110.49 풪

쟩뺰 2ꎺ쒳뿍뮧춶 20 췲풪ꎬ죧맻쪵볊샭닆쳬쫽캪 109 쳬ꎬ닺욷헽뎣퓋ퟷ떽웚ꎬ웤쪵볊쓪

뮯쫕틦싊뿛돽쿺쫛쫖탸럑뫳캪 5.90%ꎬ틑뎬맽샭닆닺욷풤웚ퟮ룟쓪뮯쫕틦싊 3.70%ꎬ뎬맽늿럖캪

뮪쿄틸탐쫕좡뗄샭닆맜샭럑ꎬ맊닺욷ퟮ훕쓪뮯쫕틦싊캪 3.70%ꆣ뿍뮧쫕틦뗄뻟쳥뷰뛮캪ꎺ

200,000 ꇁ3.70%ꇁ109ꇂ365=2,209.86 풪

쟩뺰 3ꎺ쒳뿍뮧춶 100 췲풪ꎬ죧맻쪵볊샭닆쳬쫽캪 109 쳬ꎬ닺욷헽뎣퓋ퟷ떽웚ꎬ웤쪵볊

쓪뮯쫕틦싊뿛돽쿺쫛쫖탸럑뫳캪 5.90%ꎬ틑뎬맽샭닆닺욷풤웚ퟮ룟쓪뮯쫕틦싊 3.70%ꎬ뎬맽늿럖

캪뮪쿄틸탐쫕좡뗄샭닆맜샭럑ꎬ맊닺욷ퟮ훕쓪뮯쫕틦싊캪 3.70%ꆣ뿍뮧쫕틦뗄뻟쳥뷰뛮캪ꎺ

1,000,000 ꇁ3.70%ꇁ109ꇂ365=11,049.31 풪

쟩뺰 4ꎺ쒳뿍뮧춶 1 췲풪ꎬ죧맻쪵볊샭닆쳬쫽캪 109 쳬ꎬ닺욷퓋ퟷ떽웚ꎬ웤쪵볊쓪뮯쫕

틦싊뿛돽쿺쫛쫖탸럑뫳캪 3.00%ꎬ뗍폚샭닆닺욷풤웚ퟮ룟쓪뮯쫕틦싊ꎬ뮪쿄틸탐늻쫕좡샭닆맜샭

럑ꎬ맊닺욷ퟮ훕쓪뮯쫕틦싊캪 3.00%ꆣ뿍뮧쫕틦뗄뻟쳥뷰뛮캪ꎺ

10,000 ꇁ3.00%ꇁ109ꇂ365=89.58 풪

上述理财产品收益分析及计算中所采用的全部为模拟数据，仅供参考，不代表

本理财产品实际收益水平。测算收益不等于实际收益，投资须谨慎。

华夏银行郑重提示：本理财产品是非保本浮动收益理财产品，不保证理财本金

和收益。投资者的本金和收益可能会因市场变动而蒙受损失。投资者应充分认识投

资风险，谨慎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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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不利的投资情形：如果本理财产品投资组合内所配置资产发生损失，则理财

产品到期/终止时投资者可能无法获得理财产品预计收益，甚至损失全部理财本金，

投资者应在对此风险有充分认识基础上谨慎投资。

本说明书中的任何预计收益、预期收益、测算收益或类似表述均属不具有法律

效力的用语，不代表投资者可能获得的实际收益，亦不构成华夏银行对本理财产品

的任何收益承诺，仅供投资者期初作为投资决定的参考。

컥ꆢ럧쿕뷒쪾

샭닆럇듦뿮ꆢ닺욷폐럧쿕ꆢ춶탫뷷짷ꆣ놾샭닆닺욷캪럇놣놾뢡뚯쫕틦샭닆닺욷ꎬ룹뻝램

싉램맦벰볠맜튪쟳뗄폐맘맦뚨ꎬ쳘쿲춶헟쳡쪾죧쿂ꎺ폫틸탐듦뿮뇈뷏ꎬ놾샭닆닺욷듦퓚춶

럧쿕ꎬ춶헟뗄놾뷰뫍쫕틦뿉쓜믡틲쫐뎡뇤뚯뗈풭틲뛸쏉쫜쯰쪧ꎬ춶헟펦돤럖죏쪶춶럧쿕ꎬ

뷷짷춶ꆣ놾샭닆닺욷뿉쓜쏦쇙뗄럧쿕훷튪냼삨ꎺ

（一）本金及理财收益风险：本理财产品不保证本金及理财收益，理财产品收

益来源于本理财产品项下投资组合的回报，容易受到企业信用状况变化、市场利率

变化、汇率变化、投资组合的运作情况以及投资管理方投资能力的影响。在最不利

的情况下，本理财产品理财收益率可能为零，并有可能损失本金，由此产生的风险

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二）信用风险：如理财资金投资的信托受托人、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债务

人、担保人（如有）等相关主体发生违约，可能导致无法按时支付本金及理财收益，

进而导致本理财产品收益为零甚至本金遭受损失。

（三）利率风险：如果在产品存续期内，市场利率上升，本理财产品的预期最

高年化收益率不随市场利率上升而提高。

（四）流动性风险：除非出现本说明书规定的情况，投资者没有提前终止权或

赎回权，可能导致投资者需要资金时不能随时变现，并可能丧失其他投资机会。

（五）投资风险：本理财产品的实际年化收益率取决于所投资金融工具的实际

收益率，投资者应对此有充分的认识。除本说明书中明确规定的收益或收益分配方

式外，任何预计收益、预期收益、测算收益或类似表述均属不具有法律效力的用语，

不代表投资者可能获得的实际收益，亦不构成华夏银行对本理财产品的任何收益承

诺，仅供投资者期初作为投资决定的参考。

（六）汇率风险：投资境外资产时，以非本币计价的各类资产受汇率波动影响

而引起本币估值下的委托财产的价格波动的风险。若本理财产品的投资及收益币种

是人民币，在以人民币投资外汇计价资产时，除了投资资产本身的收益/损失外，汇

率变化会带来额外的损失或收益，从而对投资者收益产生影响；反之亦然。

（七）法律及政策风险：本理财产品是针对当前的相关法规和政策设计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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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宏观政策以及市场相关法规政策发生变化，可能影响理财产品的受理、投资、

偿还等的正常进行，进而影响本理财产品的投资运作和收益，甚至本金损失。

（八）理财产品不成立风险：募集期结束，如理财产品募集总金额未达到发行

规模下限；或者市场发生重大变化，华夏银行无法或者经其合理判断难以按照本说

明书向投资者提供本理财产品；或者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国家政策发生变化导致

无法按照本说明书向投资者提供本理财产品，华夏银行有权宣布本理财产品不成立。

（九）提前终止风险：遇国家法律法规或金融政策出现重大调整并影响本理财

产品正常运作，或根据市场及投资运作情况经华夏银行合理判断认为需要提前终止

本理财产品等情形，华夏银行有权提前终止本理财产品，投资者可能无法实现期初

预计的全部收益、收益为零，甚至损失理财本金。

（十）延期风险：如因与理财产品投资资产相关的信托受托人、资产管理计划

管理人、债务人、担保人（如有）等主体发生违约，导致本理财产品不能按时偿还

本金及理财收益；或因市场成交量不足、资产限制赎回、暂停交易、缺乏意愿交易

对手等原因，管理人未能及时完成资产变现，理财期限将相应延长。

（十一）信息传递风险：投资者应根据本说明书所载明的披露方式及时查询本

理财产品的相关信息。华夏银行按照本说明书有关信息披露的约定，发布理财产品

的信息。投资者应根据信息披露的约定查询。如果投资者未及时查询而未能及时了

解理财产品信息，并由此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因此产生的责任和风险由投资者

自行承担。另外，投资者预留在华夏银行的有效联系方式变更的，应及时通知华夏

银行。因投资者未及时告知导致的信息传递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十二）其他风险：指由于自然灾害、战争或国家政策变化等不能预见、不能

避免、不能克服的不可抗力或非华夏银行原因发生的计算机系统故障、网络故障、

通讯故障、电力故障等导致理财资产收益降低或损失，甚至影响理财产品的受理、

投资、偿还等的正常进行，进而影响理财产品的资金收益和本金安全。

쇹ꆢ훷튪럧쿕맜뿘듫쪩

ꎨ튻ꎩ뮪쿄틸탐럖컶볠닢놾샭닆닺욷춶뗄햮좯샠닺뗄ퟩ뫏뻃웚ꆢퟩ뫏쫕틦싊ꆢ햮좯탅

폃럧쿕움벶럖늼틔벰쿠맘뗄럧쿕탅쾢뗈쟩뿶ꎬ늢쫡샭햮좯쯹짦벰뗄뢺쏦쫂볾ꎬ뛔잱퓚뿉쓜캥풼

뗄햮좯뷸탐럧쿕볠닢ꎬ틔뿘훆탅폃럧쿕벰쫐뎡럧쿕ꆣ

ꎨ뛾ꎩ놾샭닆닺욷춶뗄닺맜샭닺욷붫톡퓱탅ힴ뿶솼뫃뗄닺맜샭죋ꎬ튪쟳뫏ퟷ랽쓚

늿붨솢룚캻럖샫훆뛈ꆢ럧쿕뿘훆훆뛈ꆢ쓚늿짳볆훆뛈뗈튻쾵쇐뗄쓚늿뿘훆훆뛈ꎬ늢퇏룱횴탐ꎬ

틔뿘훆맜샭럧쿕ꆣ뮪쿄틸탐붫벰쪱룺ퟙ닺맜샭닺욷퓋탐쟩뿶ꎬ퇏룱맜샭춶뷰뗄퓋폃ꎬ틔

뿘훆탅폃럧쿕ꆣ

ꎨ죽ꎩ뮪쿄틸탐훆뚩쇋샭닆튵컱쿠맘뗄맦헂훆뛈ꎬ맦뚨쇋뻟쳥튵컱뾪햹ꆢ횰퓰럖릤ꆢ튵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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맜샭벰럧쿕맜샭뗈쓚죝ꎬ쏷좷쇋룷튵컱뮷뷚뗄닙ퟷ뇪ힼ뫍튪쟳틔벰믡볆맜샭튪쟳뫍뫋쯣맦퓲뗈ꎬ

틔뿘훆닙ퟷ럧쿕ꆣ

웟ꆢ탅쾢엻슶

ꎨ튻ꎩ뮪쿄틸탐붫내헕램싉램맦벰볠맜맦뚨뗄튪쟳뛔놾샭닆닺욷뷸탐탅쾢엻슶ꎬ엻슶쫂쿮

냼삨샭닆닺욷돉솢ꆢ늻돉솢ꆢ죕뎣퓋탐ꆢ떽웚ꆢ쳡잰훕횹ꆢ퇓웚ꆢ뗷헻뗈쓚죝ꆣ탅쾢엻슶붫춨

맽뮪쿄틸탐맙랽췸햾뗈쟾뗀릫룦ꆣ춶헟펦뚨웚춨맽짏쫶쿠맘쟾뗀믱횪폐맘탅쾢믲훷뚯훂뗧뮪

쿄틸탐좫맺춳튻춶헟럾컱죈쿟ꎨ95577ꎩ닩톯ꆣ죧춶헟캴벰쪱닩톯닺욷탅쾢ꎬ틲듋닺짺뗄퓰

죎뫍럧쿕평춶헟돐떣ꆣ

ꎨ뛾ꎩ놾샭닆닺욷틑뺭퓚ꆰ좫맺틸탐튵샭닆탅쾢뗇볇쾵춳ꆱ뗇볇ꎬ춶헟뿉틀뻝뗇볇뇠싫

퓚ꆰ훐맺샭닆췸ꆱ닩톯놾샭닆닺욷탅쾢ꆣ

ꎨ죽ꎩ놾샭닆닺욷퓋탐웚볤ꎬ뛔놾샭닆닺욷폐맘쫂틋뗄쮵쏷ꎬ뮪쿄틸탐붫춨맽맙랽췸햾뗈

쟾뗀릫룦ꆣ

ꎨ쯄ꎩ놾샭닆닺욷퓋탐웚볤ꎬ샭닆닺욷뗄춶랶캧ꆢ춶욷훖ꆢ춶뇈샽뷸탐훘듳뗷헻믲

헟샭닆닺욷뗄쫕럑쿮쒿ꆢ쫕럑쳵볾ꆢ쫕럑뇪ힼ뫍쫕럑랽쪽뷸탐뗷헻뗄ꎬ뮪쿄틸탐붫춨맽맙랽췸

햾뗈쟾뗀릫룦ꆣ뿍뮧늻뷓쫜뗷헻뗄ꎬ펦퓚릫룦좷뚨뗄웚쿞쓚쿲뮪쿄틸탐짪쟫쳡잰쫪믘늢냬샭쿠

맘쫖탸ꆣ

ꎨ컥ꎩ놾샭닆닺욷쳡잰훕횹뗄ꎬ뮪쿄틸탐붫폚쳡잰훕횹죕잰3룶릤ퟷ죕춨맽맙랽췸햾뗈쟾뗀

랢늼놾샭닆닺욷쳡잰훕횹릫룦ꆣ

ꎨ쇹ꎩ틸탐돶뻟뗄떽웚/훕횹놨룦컞탨짳볆ꎬ죧볠맜믺릹죏캪탨튪짳볆ꎬ퓲쿠맘짳볆럑폃평

샭닆닺돐떣ꆣ

냋ꆢ쳘뇰쳡쪾

놾쮵쏷쫩캪ꆶ뮪쿄틸탐룶죋샭닆닺욷킭틩쫩ꆷꆢꆶ뮪쿄틸탐믺릹샭닆닺욷쿺쫛킭틩쫩ꆷ늻

뿉럖룮횮ퟩ돉늿럖ꆣ죴춶헟뛔놾쮵쏷쫩뗄쓚죝폐죎뫎틉컊ꎬ쟫쿲뮪쿄틸탐톯ꆣ

投资者在签署本说明书前已阅读本理财产品风险揭示，充分了解并知晓本理财

产品的风险，自愿承担相应风险，并授权华夏银行根据本说明书投资。

뻅ꆢ쮵쏷쫩잩쫰벰짺킧

죧놾샭닆닺욷뗄춶죋캪룶죋춶헟ꎬ쟫쳮킴틔쿂잩쫰쓚죝ꆣ놾쮵쏷쫩ퟔ볗틒쮫랽잩쫰쟒

볗랽췪돉죏릺뷰뮮뢶횮죕웰짺킧ꆣ춨맽뗧ퟓ쟾뗀릺싲놾샭닆닺욷뗄ꎬ놾쮵쏷쫩ퟔ볗랽춨맽뗧

ퟓ쟾뗀좷죏춬틢ꎬ쟒볗랽췪돉죏릺뷰뮮뢶횮죕웰짺킧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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볗랽ꎨ잩ퟖꎩꎺ 틒랽ꎨ잩헂ꎩꎺ

샭닆죋풱ꎨ잩ퟖ믲룇헂ꎩꎺ

죕웚ꎺ 쓪 퓂 죕 죕웚ꎺ 쓪 퓂 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