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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5 月 25 日星期四 

今日主要財經媒體新聞 
➢ 蘋鏈解密，去中化明顯； 

➢ 蘋鏈新名單，聯詠(3034)、華邦(2344)入

列； 

➢ 證券劃撥餘額連4升； 

➢ 康寧漲價，面板景氣拐點到； 

➢ 長榮航(2618)票價，暴漲五成； 

➢ 盤後暴漲25%，輝達營收展望超樂觀； 

➢ 南亞科(2408)：DRAM下半年回穩； 

➢ 中興電(1513)握400億大單； 

➢ 光罩(2338)加碼擴產，業績逐季旺； 

➢ 安防需求在，晶睿(3454)營運季增可期； 

➢ 三大成長引擎，建準(2421)Q2毛利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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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經濟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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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觀察期 經濟指標 預期值 實際值 前期值

05/16/23 週二 中國 4月 工業生產 年至今 (年比) 4.90% 3.60% 3.00%

05/16/23 週二 中國 4月 零售銷售年至今(年比) 8.20% 8.50% 5.80%

05/16/23 週二 中國 4月 固定資產農村除外年至今(年比) 5.60% 4.70% 5.10%

05/16/23 週二 中國 4月 房地產投資(年至今)(年比) -5.80% -6.20% -5.80%

05/16/23 週二 美國 4月 先期零售銷售(月比) 0.60% 0.40% -1.00%

05/17/23 週三 美國 4月 新屋開工(戶數) 1,400,000     1,401,000     1,420,000     

05/17/23 週三 美國 4月 營建許可(戶數) 1,430,000     1,416,000     1,413,000     

05/18/23 週四 美國 4月 成屋銷售(戶數) 4,300,000     4,280,000     4,440,000     

05/22/23 週一 台灣 4月 出口訂單(年比) -13.40% -18.10% -25.70%

05/23/23 週二 美國 4月 新屋銷售(戶數) 665,000         683,000         683,000         

05/25/23 週四 美國 5月3日 FOMC會議紀錄 -- -- --

05/25/23 週四 美國 第一季 GDP年化(季比) 1.10% -- 1.10%

05/26/23 週五 美國 4月 PCE平減指數(年比) -- -- 4.20%

05/26/23 週五 美國 4月 PCE核心平減指數年比 4.50% -- 4.60%

05/31/23 週三 中國 5月 製造業PMI -- -- 49.2

05/31/23 週三 中國 5月 非製造業PMI -- -- 56.4

06/01/23 週四 美國 5月 ADP 就業變動(人數) -- --          296,000

06/01/23 週四 美國 5月 ISM 製造業指數 47.1 -- 47.1

06/02/23 週五 美國 5月 非農業就業人口變動(人數)          180,000 --          253,000

06/02/23 週五 美國 5月 失業率 3.50% -- 3.40%

06/05/23 週一 美國 5月 ISM服務指數 -- -- 51.9

06/06/23 週二 台灣 5月 CPI(年比) -- -- 2.35%

06/06/23 週二 台灣 5月 核心CPI(年比) -- -- 2.72%

06/07/23 週三 台灣 5月 進口(年比) -- -- -20.20%

06/07/23 週三 台灣 5月 出口(年比) -- -- -13.30%

06/07/23 週三 中國 5月 出口(年比)人民幣 -- -- 16.80%

06/07/23 週三 中國 5月 進口(年比)人民幣 -- -- -0.80%

06/09/23 週五 中國 5月 CPI(年比) -- -- 0.10%

06/09/23 週五 中國 5月 PPI(年比) -- -- -3.60%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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