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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名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公開發行可轉換公司債券攤薄即期回報對公司
主要財務指標的影響及公司採取措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
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上海大名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大名城」、「公司」）已向中國證監會上報了公開發行可轉換公司債
券的申請材料，目前正處於中國證監會審核階段，根據《國務院辦公廳關於進一步加強資本市場中小投資者合法權益
保護工作的意見》（國辦發[2013]110號）的相關要求，現將本次發行攤薄即期回報對公司主要財務指標的影響及公
司採取的措施公告如下：

一、本次發行可轉換公司債券攤薄即期回報對公司主要財務指標的影響 
假設前提：
1、本次可轉債發行方案於 2015年 12月實施完畢，並於 2016年 6月全部轉股。
2、公司 2015年、2016年營業收入、成本費用、利潤保持穩定，與 2014年持平；公司 2015年、2016年年度現

金分紅的時間、金額與2014年年度分紅保持一致。（該假設並不代表公司對 2015年及 2016年的盈利預測，能否實現
取決於國家宏觀政策、市場狀況的變化等多重因素，存在不確定性，敬請投資者特別注意） 

3、本次可轉債的轉股價格為24.51元/股。（2015年7月16日前二十個交易日均價與前一交易日均價較高者取整計
算，該轉股價格僅為模擬測算價格，並不構成對實際轉股價格的數值預測）

基於上述假設的前提下，本次可轉債轉股攤薄即期回報對公司主要財務指標的影響測算如下：

項 目 2015年度/2015年12月31日 2016年度/2016年12月31日
轉股前 轉股後

總股本（股） 2,011,556,942.00 2,011,556,942.00 2,101,316,223.00
本期現金分紅（萬元） 8,046.23 8,046.23 
本次發行募集資金（萬元）（注*） 220,000.00 -
股東大會通過現金分紅月份 2015-04 2016-04
現金分紅完成月份 2015-06 2016-06
期初股東權益（萬元） 554,460.77 580,957.87 
期末股東權益（萬元） 580,957.87 607,454.97 827,454.97
基本每股收益（元）（未加權平均） 0.17 0.17 0.16
每股淨資產（元）（未加權平均） 2.89 3.02 3.94
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6.08% 5.81% 4.91%

註：此處測算時未考慮發行費用因素影響
關於測算的說明如下：
1、上述測算未考慮本次發行募集資金到賬後，對公司生產經營、財務狀況（如財務費用、投資收益）等的影

響。
2、本次可轉債的發行數量和發行完成時間僅為估計，最終以經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的發行數量和實際

發行完成時間為準。 
3、在預測公司發行後淨資產時，未考慮除募集資金和淨利潤之外的其他因素對淨資產的影響。 
鑒於本次可轉債轉股價格高於公司每股淨資產，故轉股完成後，預計公司2016年底的每股淨資產將由3.02元提高

至3.94元，每股淨資產增加0.92元。同時，本次可轉債轉股完成後，公司資產負債率將下降，有利於增強公司財務結
構的穩定性和抗風險能力。 

本次可轉債轉股完成後，公司淨資產將大幅增加、總股本亦相應增加，但項目建設週期較長，項目建成投產後產
生的效益也需要一定的過程和時間，因此，公司面臨每股收益和淨資產收益率有可能在本次可轉債轉股期內出現下降
的風險。未來，募集資金投資項目的完成將有助於公司每股收益和淨資產收益率的提升。

二、公司應對本次發行可轉換公司債券攤薄即期回報採取的措施
（一）保證此次募集資金有效使用 
為規範募集資金的管理和使用，確保本次募集資金專項用於募投項目，公司已根據《公司法》、《證券法》和

《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等法律、法規的規定和要求，並結合公司實際情況，制定和完善了《募集資金管理
辦法》，明確規定公司對募集資金採用專戶專儲、專款專用的制度，以便於募集資金的管理和使用以及對其使用情況
加以監督。

同時，公司將根據相關法規和《募集資金管理辦法》的要求，嚴格管理募集資金使用，保證募集資金按照既定用
途得到充分有效利用。

（二）利用多種渠道進行融資
為滿足公司日常經營面臨的資金需求，公司與多家金融機構建立了良好的融資關係，將有效解決公司短期資金需

求問題。同時，公司控股股東具有較強的資金實力，在必要時可為公司提供資金支持或提供貸款擔保。公司可進行多
種渠道的融資有益於確保公司合法、合規使用本次募集資金。

（三）確保募投項目投資進度，盡快實現預期效益
本次募集資金投資項目將用於蘭州東部科技新城一期A#項目和二期5#、6#項目，市場前景廣闊，項目預計投資

利潤率分別為35.17%、29.49%和27.68%。本次發行募集資金投資項目實施後，對公司整體業績的提升將產生積極
作用。

本次發行募集資金到位後，公司將加快推進本次募投項目的建設，積極調配資源，在確保工程質量的情況下力爭
縮短項目建設期，爭取本次募投項目的早日竣工、銷售和達到預期效益。

（四）加強內部管理、提升品牌形象

大名城始終注重產品品質——為保證開發項目的高附加值及高品質，公司主要與國內外知名的專業設計公司開展
合作；與工程承建方中國建築股份有限公司持續保持戰略合作合作關係，確保項目建造品質；同時，公司結合人性化
完善社區智能化建設，提供貼身的物業服務。因此，通過對設計方案的綜合優化、項目施工的嚴格管理、精益求精的
物業服務，對產品品質的不懈追求，「名城」產品在當地具有很強的市場競爭力。

公司始終以「崇尚品質，追求卓越」為開發宗旨，始終堅持「高性價比」和「高附加值」的精品化開發策略，
已建成了「大名城」、「時代名城」、「名城港灣」、「東方名城」、「名城國際」等在區域市場具有很高影響力的
中高檔舒適住宅小區，成為其所在區域的代表性樓盤，並獲得了市場和社會的廣泛認可，形成了良好的公司品牌。比
如，「大名城」被授予「中國健康住區」稱號，「時代名城」獲「福州市優秀戶型完美居室獎」，公司福州馬尾項目
獲得國家2013-2014年度國家優質工程獎。2015年3月，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清華大學房地產研究
所和中國指數研究院三家研究機構發佈的研究數據，公司名列「2015中國房地產百強企業」榜單。

本次募投項目建成後，結合公司在消費者中樹立的開發高品質住宅項目的品牌形象，公司將加大募投項目銷售推
廣力度，加快資金回籠，以提高資金使用效率。

（五）提高資金使用效率
通過本次發行募集現金22億元，將有助於公司加快推進募投項目的開發建設。公司將通過設計更合理的資金使用

方案，縮短整個項目開發周期，加速資 金回籠，減少財務費用，提高公司資金使用效率。
（六）進一步完善利潤分配製度特別是現金分紅政策，強化投資者回報機制
為完善公司利潤分配政策，推動公司建立科學、合理的利潤分配和決策機制，更好地維護股東及投資者利益，根

據中國證監會《關於進一步落實上市公司現金分紅有關事項的通知》（證監發[2012]37號）及《上市公司監管指引第
3號——上市公司現金分紅》（證監會公告[2013]43號）的要求，結合公司實際情況，對《公司章程》中有關利潤分
配政策的基本原則和具體政策等條款進行修訂。

本次發行完成後，公司將按照修訂後的《公司章程》的規定，完善利潤分配事項的決策機制，重視對投資者的合
理回報，保持利潤分配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

特此公告。
上海大名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5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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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名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最近五年被證券監管部門和交易所採取處罰

或監管措施及整改情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

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上海大名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因申請公開發行可轉債事項，根據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

相關要求，對公司最近五年被證券監管部門和交易所採取處罰或監管措施的情況，相應整改措施，以及公司本次公開
發行可轉債保薦機構中信建投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信建投」或「保薦機構」）核查意見等，專項披露如
下：

一、中國證監會上海證監局監管關注函
（一）監管關注函主要內容
 2012年10月16日，公司收到上海證監局發出的《關於對上海大名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的監管關注函》（滬證監

公司字（2012）346號）（以下簡稱「《監管關注函》」）。《監管關注函》就完善投資者接待工作、加強內幕信息
知情人登記管理工作等兩項工作提出關注。

（二）公司的整改措施
收到《監管關注函》，公司高度重視，立即向全體董事、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進行了通報，對《監管關注函》中

提到的關注事項開展全面自查工作，落實整改責任人，明確部門分工，採取積極、有效的措施進行整改，並形成書面
《整改報告》。

針對《監管關注函》中提出的「投資者接待工作需進一步完善」的關注事項，公司制定了如下整改措施：
「（1）投資者接待均要求調研者發出書面調研提綱（含明確的調研目的或擬諮詢問題），告知預約須知並進行預約
登記；（2）針對每次投資者調研提綱的不同側重及需求，由相關部門準備書面回覆材料，回覆內容以定期報告、經
營簡報等公司已公開的信息披露內容為準；（3）書面回覆內容應由調研人員、接待人員雙方簽字確認。」

針對《監管關注函》中提出的「內幕信息知情人登記管理工作需進一步加強」的關注事項，公司制定了如下整
改措施：「（1）對2011年年報內幕信息知情人進行全面檢查，補充登記，增加全體審計項目組成員為內幕信息知情
人；（2）認真梳理檢查公司恢復上市以來歷次內幕信息知情人登記情況，進行全面查漏補正；（3）加強內幕信息知
情人的動態排查，對定期報告及其他重大內幕信息在商議籌劃、論證諮詢、合同訂立等階段，報告、傳遞、編制、審
核、披露等環節，逐一排查，做到登記表所填寫內容完整、真實、準確。」

上述針對《監管關注函》的整改報告已於2012年10月報送上海證監局並抄報了上海證券交易所。
保薦機構中信建投認為，針對公司收到的《監管關注函》中提及的兩個關注事項，公司已採取了切實有效的自查

和整改措施，相關整改措施和整改結果已形成《整改報告》，並報送了中國證監會上海監管局和上海證券交易所。通
過本次整改，發行人進一步完善了投資者接待工作，進一步加強了內幕信息知情人登記管理工作，進一步完善了公司
治理結構，有助於切實維護公司及全體股東的利益，整改效果良好。

二、公司前身上海華源股份有限公司被立案調查事項
公司前身為「上海華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源股份」），設立於1996年，主營業務為生產、加工、

銷售聚酯產品、化纖、棉毛絲麻紡織品、印染及整理後製品、服裝服飾、生物製品等產品及上述產品的進出口業務。
2006年12月11日，華源股份收到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立案調查通知書，華源股份因「涉嫌違反證券法規」，被
中國證監會上海稽查局立案調查。

華源股份因2005年、2006年、2007年連續三年虧損，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有關規定，公司股票自2008年5月19
日起，被暫停上市。2008年9月27日，經上海二中院依法裁定，公司進入破產重整程序，2009年4月執行完成重整計

劃。華源股份於2011年8月完成重大資產重組，並於2011年10月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恢復股票上市交易。重組完成後華
源股份更名為「上海大名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簡稱變更為「大名城」，公司主營業務變更為房地產開發與經
營。

自接到該通知起，華源股份及公司通過定期報告持續披露對該事項的進展情況，截止2012年公司第三季度報告披
露，均為「尚無調查結論」。

2013年4月11日，公司發佈2012年年度年報，對上述事件披露如下：「前上海華源股份有限公司於2006年因「涉
嫌違反證券法規」被立案調查一事，也隨着《上海華源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計劃》的執行結束而成為歷史，作為重組後
的現公司對前上海華源股份有限公司上述歷史事項的披露到此終止。」該事項不會對公司生產經營及發展造成影響。

保薦機構中信建投認為，鑒於公司前身華源股份被立案調查的事項發生於2006年，係公司原控股股東中國華源集
團有限公司控股期間。經2009年以後實施的破產重整和重大資產重組，福州東福實業發展有限公司成為發行人控股股
東，發行人在2011年標的資產裝入時已是一個無任何業務、權益為零的淨殼。通過重大資產重組，發行人資產及主營
業務亦完全變化，董事、監事及相關高級管理人員亦已更換。中信建投認為，重組後的發行人與前身華源股份2006年
因「涉嫌違反證券法規」被立案調查事項不存在直接關係，隨着關於該立案調查事項的信息披露至發行人2012年年報
披露終止，發行人前身華源股份的立案調查事項不會對本次公開發行可轉債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三、備查文件
 1、公司《上海大名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關於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上海監管局對公司2011年年報及重大資產

重組實施情況專項檢查監管關注函的整改報告》（大名城2012（12）號）
2、上海證監局《關於對上海大名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的監管關注函》（滬證監公司字（2012）346號）。
特此公告。

上海大名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5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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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名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公開發行A股可轉換公司債券
申請文件反饋意見回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
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上海大名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於2015年7月2日收到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
稱「中國證監會」）出具的《中國證監會行政許可項目審查反饋意見通知書》（150794號）（以下簡稱「《反饋意
見》」），公司及相關中介機構對《反饋意見》進行了認真核查和落實，並按照《反饋意見》的要求對所涉及的事項
進行了資料補充和問題答覆，現根據相關要求對反饋意見回覆進行公開披露，具體內容詳見與本公告同日披露在上海
證券交易所網站（http://www.sse.com.cn）上的《上海大名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公開發行A股可轉換公司債券申請文
件反饋意見的回復》。公司將於上述反饋意見回復披露後2個工作日內向中國證監會報送反饋意見回覆材料。

公司本次公開發行A股可轉換公司債券事項尚需中國證監會的核准，公司提醒廣大投資者注意投資風險。公司將
根據公開發行A股可轉換公司債券的進展情況，及時履行信息披露義務。

特此公告。
上海大名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5年7月17日

證券代碼：600094、900940       證券簡稱：大名城、大名城B      編號：2015-054

上海大名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公司股票繼續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
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上海大名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因籌劃重大事項，公司股票於2015年6月26日開市起停牌；
2015年7月3日因正在籌劃員工持股計劃及其他重大事項，申請公司股票繼續停牌；2015年7月10日因公司正在籌劃重
大股權收購事項，申請公司股票繼續停牌。（詳見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及指定披露媒體披露的臨時公告2015-
042號、2015-044號、2015-045號）

目前，為優化公司股權結構，公司正在籌劃收購西藏鑫聯洪貿易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重要控股子公司名城地產
（福建）有限公司30%的股權，目前尚存在不確定性，為保證公平信息披露，維護投資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價
異常波動，經向上海證券交易所申請，公司股票（股票簡稱：大名城、大名城B，股票代碼： 600094、900940）自
2015年7月17日起繼續停牌。 

停牌期間，公司將根據事項進展情況，嚴格按照有關規定及時履行信息披露義務。待上述事項確定後，公司將盡
快刊登相關公告並申請股票復牌。

敬請廣大投資者關注相關公告並注意投資風險。
特此公告。

上海大名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2015年7月17日

上海大名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全新寫字樓裝修
罕有正車立 全濶海景

上市公司拓展業務首選

約2,030-10,587 呎 呎租$65 起
6013 8448吳小姐/ 6013 8442梁小姐

鷹 君 中 心

中環地鐵站上蓋
商貿首選 間格實用
時尚大堂 專業管理
５部高速電梯 (極罕 )

1,800 呎＠$55
6013 8448 吳小姐 /6013 8441 李先生

歐陸貿易中心

馮 強金匯 動向

英鎊本周二在1.5450美元水平獲得較大支持後迅速
轉強，重上1.55美元水平，周三曾一度走高至1.5675
美元附近兩周高位。雖然美國6月份零售銷售疲弱，
不過美國聯儲局主席耶倫周三預期美國失業率將逐漸
回落，美國經濟將繼續改善，聯儲局可能今年內開始
加息，消息導致美元兌各主要貨幣表現偏強，帶動英
鎊周三曾掉頭走低至1.5575美元附近，稍為回吐周二
部分升幅，其後英鎊走勢回穩，周四更大部分時間窄
幅活動於1.5610至1.5650美元之間。

另一方面，英國國家統計局本周三公布3月至5月間的工資
增長（包括花紅）為3.2%，顯示工資增幅有加速傾向，再加
上英國6月份通脹年率再度處於零水平，呈現工資增長大幅高
於通脹率的狀況，不排除該因素是引致英國央行行長卡尼本周
二暗示利率將會向上調整的原因之一。隨着英國央行的加息行
動可能早於市場預期，英鎊周三依然大部分時間處於1.56美元
水平，反映聯儲局主席耶倫傾向今年加息的言論，現階段未對
英鎊走勢構成太大下行壓力。此外，歐元兌英鎊交叉匯價本周
四走低至0.6970的7年多低位，將有助英鎊短期表現，預料英
鎊將反覆走高至1.5700美元水平。

美元轉強 金價料下1130美元
周三紐約8月期金收報1,147.40美元，較上日下跌6.10美
元。現貨金價周四表現偏弱，反覆下跌至1,143美元附近，延
續本周初的反覆下跌走勢。美國聯儲局主席耶倫維持今年加息
的言論，美元迅速轉強，投資者進一步沽金，引致止蝕沽盤呈
現，帶動金價下跌至1,143美元附近4個月低位。現時金價走
勢疲弱，現貨金價有機會擴大跌幅，失守過去4個月以來位於
1,142美元附近主要支持位，預料現貨金價將反覆走低至1,130
美元水平。

金匯錦囊
英鎊：英鎊將反覆走高至1.5700美元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走低至1,130美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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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彭博資訊統計顯示，近一個月人
民幣兌美元維持平盤，今年來僅微貶

0.06%，反觀歐元、澳元、紐元今
年以來同期間跌幅分別達9.5%、
9.7%、15.5%。

今年來歐澳紐元大貶值
資產管理業者認為，由於人

民幣波動度相對低、中長線看
升，加上與商品貨幣關聯性低，
將是外幣分散波動風險的最佳資產

配置標的。

A股大波動 人民幣穩定
復華人民幣貨幣市場基金經理人林國揚表

示，近期A股先跌後漲，反彈後再震盪修正，
幅度相當劇烈，但境內與離岸人民幣匯率基本
上都維持在差不多的價位，顯示出中國官方維
護匯價的決心。由於官方持續推動人民幣國際
化，加上下半年陸續公佈的經濟數據轉佳，都
將為人民幣走勢提供支撐。

人民幣將加入SDR利好
巴克萊出具最新外匯報告指出，預估大陸第

三季仍有降息機會，同時貨幣寬鬆政策將保持
人民幣流動性寬鬆，為財政支出提供支撐，此
外，預計年底對人民幣納入SDR進行審核前，
人民幣中間價都將保持平穩，同時近期擴大人
民幣波幅的可能性正在下降。瑞信則預估，在
人民幣持穩的預期下，調升未來三個月人民幣
兌美元中間價預測，自6.14調至6.13元。

中國股市七月上旬爆發股災，其後強力
反彈，本周盤勢續震盪；不過，人民幣匯
率不論是近一個月或今年來則相對持穩，
帶動人民幣貨幣市場型基金近一年各天期
平均績效皆維持在紅盤之上，亦是今年來
表現相對亮眼的固定收益產品。

■復華投信

分散風險 人民幣持穩佳選
今年來主要貨幣兌美元表現 單位：%

國家貨幣

英鎊

人民幣

日圓

歐元

澳元

紐元

資料來源：彭博 截至2015年7月15日

今年來

0.4

-0.06

-3.22

-9.49

-9.74

-15.48

1個月

-0.12

-0.02

-0.36

-2.83

-4.99

-6.4

3個月

4.65

-0.20

-3.87

1.57

-5.61

-14.71

6個月

3.16

-0.03

-5.09

-5.51

-10.43

-16.02

減息撐經濟 加元跌勢直指1.30
美國6月生產者物價指數（PPI）增幅大於
預期，因汽油和一系列其它商品的價格上
漲，暗示近期因油價下跌而帶來的價格下降
趨勢正在消退。周三公佈的其它數據顯示，
6月工業生產反彈，7月紐約州工廠活動加
快。目前跡象標明製造業企穩且通脹走堅，
與此同時美國聯邦儲備理事會（FED）主席
耶倫表示，聯儲今年依然有望加息。

耶倫重申今年內加息
耶倫在為美國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準備

的證詞陳述中稱，證實了認為美聯儲在維持
近零利率長達逾六年後準備逐步加息的觀
點。數據公佈和耶倫講話後，美元指數上
漲。來自美聯儲的另一份報告更是凸顯了這

一點，美聯儲稱，自5月中到6月全面製造
業活動表現不均衡。美聯儲在褐皮書中稱，
幾家地區聯儲仍報告油氣鑽探活動和資本支
出下降。但有跡象顯示，隨着油價上漲，能
源領域大幅削減支出的情況正在緩和。

加首兩季經濟萎縮
加拿大央行周三將指標利率下調25個基

點，至0.5%，稱因加拿大經濟今年上半年意
外萎縮，使經濟閒置產能增加，且對通脹帶來
下行壓力。加拿大央行稱，這時候需要推出進
一步貨幣刺激政策來扶助經濟恢復全產能，且
推動通脹繼續升向目標。央行並同時發表了季
度貨幣政策報告。加拿大央行沒有使用「衰
退」的措辭，但預估第一季和第二季經濟萎
縮，符合廣泛接受的經濟衰退的定義。
路透訪問的初級交易商預期，加拿大央行

將維持利率至今年年底，明年年底預計升至
0.75%。受訪的11家交易商中有2家預計央
行下一步會再度降息，2家目前還沒有預
估。
加元仍處於守勢，盤旋於周三所及的六年

低點，此前加拿大央行在年內第二度降息。
美元周三高見1.2958加元，由於匯價上周三
突破了6月份的整理頂部1.2560，隨着10天
亦突破25天平均線形成黃金交叉，預示着美
元正展開新一輪漲勢，估計延伸目標可看至
1.30關口及1.32，關鍵將直指1.34水平。下
方較近支持則會回看1.2790及10天平均線
1.2730，下一級則為25天平均線1.25水平。

瑞郎走勢爭持待變
美元兌瑞郎方面，圖表走勢分析，美元兌

瑞郎近兩周的波動幅度已收窄到於0.93至
0.9530區域，若果後市匯價終見下破0.92這
個整固底部，料延伸技術跌幅約有300點，
即可至0.89水平。較近支持亦可參考五月份
兩度守穩的0.9060水平。至於上方較大阻力
預估為0.9720及0.98水平。

英皇金融集團（香港）總裁 黃美斯金匯 出擊

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佈
20:30

20:30

22:00

23:30

加拿大

美國

美國

美國

6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月率。預測+0.2%。前值+0.6%

6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率。預測+1.0%。前值+0.9%

6月央行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月率。預測-0.1%。前值+0.4%

6月央行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率。預測+2.2%。前值+2.2%

6月經季節調整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月率。預測+0.3%。前值+0.4%

6月未經季節調整的CPI年率。預測+0.1%。前值持平

6月經季節調整的核心CPI月率。預測+0.2%。前值+0.1%

6月未經季節調整的核心CPI年率。預測+1.8%。前值+1.7%

6月每周平均實質所得月率。前值-0.1%

6月建築許可年率。預測115.0萬戶。前值125.0萬戶

6月房屋開工年率。預測111.4萬戶。前值103.6萬戶

7月路透/密西根大學消費者信心指數初值。預測96.4。前值96.1

7月路透/密西根大學現況指數初值。預測101.1。前值108.9

7月路透/密西根大學預期指數初值。預測87.0。前值87.8

6月克利夫蘭聯邦儲備銀行CPI。前值+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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