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 9 月份全球市場重要行事曆         兆豐期貨投顧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9/3  中國重要經濟數據: 中國財新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 (八月)  歐元區重要經濟數據: 歐元區製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 (八月) 
9/4  美國重要經濟數據: 美國 Markit 製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 (八月) 美國 ISM 物價指數支付指數 (八月) 美國 Markit 製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 (八月) 美國 ISM 物價指數支付指數 (八月) 美國 ISM 制造業指數 (八月) 美國營建支出月率 (七月) 美國汽車銷售 (八月) 歐元區重要經濟數據: 歐元區生產者物價指數年率 (七月) 歐元區生產者物價指數月率 (七月) 

9/5  美國重要經濟數據: 美國 API 每周原油庫存 (八月 31)        中國重要經濟數據: 中國財新服務業采購經理人指數 (八月)     歐元區重要經濟數據: 歐元區服務業采購經理人指數 (八月)  歐元區零售銷售月率 (七月) 歐元區零售銷售年率 (七月)  

9/6  美國重要經濟數據: 美國 ADP 就業人數變化 (八月)  美國續請失業金人數 (八月 24) 美國初請失業救濟金人數 (八月 31) 美國非農生產力 (Q2) 美國 Markit 綜合采購經理人指數 (八月) 美國 Markit 服務業采購經理人 指數 (八月) 美國 ISM 非制造業指數 (八月) 美國工廠訂單月率 (七月) 美國 EIA 原油庫存變化 (八月 31)  

9/7  美國重要經濟數據: 美國非農就業人數變化 (八月) 美國失業率 (八月) 美國就業參與率 (八月)   歐元區重要經濟數據: 歐元集團會議 歐元區 GDP 季率（季調後）(Q2) 歐元區 GDP 年率（季調後）(Q2) 
9/10  中國重要經濟數據: 中國消費者物價指數月率 (八月) 中國生產者物價指數年率 (八月) 中國消費者物價指數年率 (八月)  歐元區重要經濟數據: 歐元區 Sentix 投資者信心指數 

(九月) 

 

9/11  美國重要經濟數據: 美國紅皮書指數年率(九月 7) 美國紅皮書指數月率(九月 7) 美國 API 每周原油庫存 (九月 7) 歐元區重要經濟數據: 歐元區 ZEW 經濟景氣指數 (九月)  
9/12 美國重要經濟數據: 美國核心生產者物價指數年率 (八月) 美國核心生產者物價指數月率 (八月) 美國生產者物價指數年率 (八月) 美國生產者物價指數月率 (八月) 美國 EIA 原油庫存變化 (九月 7) 美聯儲褐皮書報告 報告        歐元區重要經濟數據: 歐元區就業人數變化年率 (Q2) 歐元區就業人數變化季率 (Q2) 歐元區工業生產年率 （工作日調整後） (七月) 歐元區工業生產月率 （季調後） (七月) 

9/13 美國重要經濟數據: 美國初請失業救濟金人數 (九月 7) 美國續請失業金人數 (八月 31) 美國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 （季調後） (八月) 美國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月率  (八月) 美國消費者物價指數月率 （未季調） (八月) 美國消費者物價指數月率 (八月) 美國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年率  (八月) 美國消費者物價指數年率 (八月) 歐元區重要經濟數據: 歐盟財長會議 歐洲央行公佈利率決議 

9/14  美國重要經濟數據: 美國零售銷售月率 (八月)  美國核心零售銷售年率 (八月) 美国產能利用率 (八月) 美國工業生產月率 (八月) 美國密歇根大學消費者信心指數 (九月)初值 美国商業庫存月率 (七月)  中國重要經濟數據: 中國零售銷售年率 (八月) 中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年率 (八月)  



9/17  美國重要經濟數據: 美國紐約聯儲制造業指數 (九月)   歐元區重要經濟數據: 歐元區消費者物價指數年率 (八月) 歐元區消費者物價指數月率 (八月)  歐元區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年率 (八月) 歐元區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月率 (八月)  

9/18  美國重要經濟數據: 美國紅皮書指數月率 (九月 14) 美國紅皮書指數年率 (九月 14) 美國 NAHB 房價指數 (九月) 美國 API 每周原油庫存 (九月 14)   
9/19  美國重要經濟數據: 美國新屋開工 (八月)  美國營建許可 (八月) 美國新屋開工月率 (八月) 美國 EIA原油庫存變化 (九月 14) 

9/20  美國重要經濟數據: 美國初請失業救濟金人數 (九月 14) 美國續請失業金人數 (九月 7) 美國費城聯儲製造業指数 (九月) 美國成屋銷售 (八月) 美國成屋銷售月率 (八月)  歐元區重要經濟數據: 歐元區消費者信心指數  (九月)初值 
9/21  美國重要經濟數據: 美國 Markit 製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 (九月)初值 美國 Markit 服務業采購經理人指數 (九月)初值 美國 Markit 綜合采購經理人指數 (九月)初值  歐元區重要經濟數據: 歐元區製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 (九月)初值 歐元區服務業采購經理人指數 (九月) 初值 歐元區綜合采購經理人指數  (九月) 初值 9/24    9/25  美國重要經濟數據: 美國紅皮書指數年率(九月 21) 美國紅皮書指數月率(九月 21) 美國 S&P/CS20 座大城市房價指數年率 (七月) 美國房價指數月率 (七月) 美國 API 每周原油庫存 (九月 21)  

9/26 美聯儲鮑威爾發表講話 發言 美國重要經濟數據: 美國新屋銷售 (八月) 美國新屋銷售月率 (八月)  美國 EIA原油庫存變化 (九月 21) 美聯儲公開市場委員會經濟預測  報告 美聯儲貨幣政策聲明 報告 美聯儲公佈利率決議 美聯儲新聞發布會 發言   
9/27  美國重要經濟數據: 美國初請失業救濟金人數 (九月 21)  美國續請失業金人數 (九月 14) 美國 GDP 平減指數 (Q2) 美國 GDP 年率 (Q2) 美國個人消費支出物價指數季率 (Q2) 美國核心個人消費支出物價指數季率 (Q2) 美國核心耐用品訂單月率 (八月) 美國耐用品訂單月率 (八月)  歐元區重要經濟數據: 歐洲央行經濟報告 報告 歐元區經濟信心指數 (九月) 歐元區服務業信心指數 (九月) 歐元區消費者信心指數 (九月) 歐元區商業景氣指數 (九月) 歐元區工業信心指數 (九月) 

9/28  美國重要經濟數據: 美國個人消費支出物價指數月率 (八月)  美國個人消費支出月率 (八月) 美國個人消費支出物價指數年率 (八月) 美國核心個人消費支出物價指數 月率 (八月) 美國個人收入月率 (八月) 美國核心個人消費支出物價指數 年率 (八月) 美國芝加哥采購經理人指數 (九月) 美國密歇根大學消費者信心指數 (九月) 中國重要經濟數據: 中國財新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 (九月) 歐元區重要經濟數據: 歐元區消費者物價指數年率 (九月)初值 歐元區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年率 (九月)初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