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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對中國、菲律
賓、台灣地區不銹鋼
緊固件產品反傾銷措
施到期情況的公告

2016年4月14日，歐盟發佈
公告，對外告知原產於中國、

菲律賓、台灣地區的不銹鋼緊

固件產品反傾銷措施將於2017
年1月8日到期。成員國內企業
可在自本公告發布之日起至正

式到期3個月前的時間內向歐
盟委員會提交反傾銷日落複審

申請。

歐盟撤銷對中碳鋼扣
件反傾銷後續影響 
這突然的宣告，必然讓中

國出口商透過電郵狂發“好消

息＂給歐洲進口商，要求他

們下訂單。但是實際情況卻非

常不明朗，不論是歐洲製造商

或出口商都要面對重大且可能

是極度混亂的不確定時期。

因為EIFI在聲明中明確表示，
WTO的裁決只確認歐盟執委會
在這部分有程序瑕疵，但未對

2009年前發生的傾銷做基本評
估，或是傾銷對歐洲製造業造

成的實質損害提出質問。歐盟

執委會有權發起新調查。EIFI
在提交給委員會的請求中，要

求在措施撤銷後進行再調查。

委員會已經評估沒有法律基礎

可這樣做，據推測是因為高關

稅有效的阻擋了來自於中國的

進口，因此沒有足夠歷史資料

可證明有發生傾銷或損害的

情況。 EIFI已表明「將保持警
惕，以確保歐盟市場不會受到

新的或是持續不公平貿易做法

的破壞，不論它們來自於哪

裡。」最後一句話暗示日後

EIFI的申訴將不限中國進口，
而可能包括其他亞洲扣件製造

來源。

鋼價“一路瘋漲” 緊企如何應對
據路透社4月21日報導，儘管中國政府提出削減之前已部署的鋼鐵產能，但今

年國內鋼材價格急升，推動鋼廠紛紛增產。就連那些停產但尚未關閉的“殭屍＂

鋼廠也在恢復生產。

中國可能面臨其他鋼鐵生產國要求減產、幫助緩解全球供應過剩局面的壓

力，然而，中國的鋼鐵城鎮目前完全是另一番光景。

報導稱，儘管全球產出過剩，但今年中國鋼材價格已較去年低點反彈迅猛，這

裡面有一些非常特殊的本土原因，其中包括去年工廠關閉後供應趨緊、消費者補

充庫存、中國農曆新年假期過後季節性需求升溫。

中國曾表示，在解決過剩產能方面，中國做得已經夠多了，並將供應過剩歸因

於需求疲弱。中國鋼鐵產量佔全球的一半，其過剩產能是美國產出水平的四倍。

中國諮詢機構中國聯合鋼鐵網調查顯示，68座高爐已恢復生產，估計產能達
到5000萬噸。中國小型鋼廠的產能利用率從1月的51%提高到58%。據諮詢機構我
的鋼鐵網另一項調查顯示，大型鋼廠產能利用率則從84%提高至87%。

報導稱，鋼鐵價格的上漲給“殭屍＂鋼廠帶來生機，比如山西文水海威鋼鐵，

該公司年產能約300萬噸，但在去年8月幾乎暫停全部產能。據該公司一位管理人
士透露，公司目前計劃盡快恢復生產。由於未獲授權公開發言，這位管理人士拒

絕具名。

江蘇申特鋼鐵是另一家類似規模的公司，據一位高管稱，該公司去年12月停
產，但隨著鋼鐵價格的飆升，已在今年3月恢復生產。

據麥格理分析師Ian Roper稱，去年關閉的5000萬-6000萬噸產能中，現已
恢復生產的超過4000萬噸，“鑑於價格和利潤率的反彈，產能削減已被拋在腦
後， ＂他表示。

中國聯合鋼鐵網主編胡艷萍稱，當前鋼鐵生產平均利潤率已升至每噸500-
600元人民幣，為至少兩年來最高水平。“政府希望提振經濟並提升工業領域的
需求，但同時又堅決推進供給側改革，不免陷入左右為難＂。

報導稱，為向世界證明讓本國臃腫鋼鐵業瘦身的決心，中國已表示要在已淘

汰9000多萬噸落後鋼鐵產能的基礎上，計劃到2020年進一步削減1億到1.5億噸產
能。然而中國3月份的粗鋼產量卻達到7065萬噸的高位。

中國鋼鐵工業協會秘書長劉振江本月在北京的一次行業會議上表示，鋼鐵產

量上升應由合約購買量的增加推動，否則鋼廠就只是在押注需求會上升，而需求

也許並不會增加。“削減鋼鐵產能很重要，但控制產量更重要，＂他說。

中鋼協的會員包括寶鋼股份等中國最大的鋼鐵企業。該協會一直敦促會員要

表現出“自律性＂，不要一看到價格上漲就增產，但這個呼籲通常都被當成了耳

旁風。

報導稱，對中國出口的憤怒從去年起就日益加劇，因中國鋼材出口量攀升至

1.12億噸水平。但國內鋼材價格上揚或許能限制今年的出口量——鋼廠的更多產
品會在國內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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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固件企業為什麼“做不大”？ 
—看看這些“大佬”們都做了些
什麼？

“大佬”們都在談合作

我們時常可以看到這樣的新聞：“中國

首富王健林、馬化騰、李彥宏三大巨富合作

了！＂、“小米與騰訊合作啦！＂、“美團

與大眾點評合併啦！＂、“滴滴和快滴合作

啦！＂……這麼多的競爭對手或者是行業內的

龍頭企業，怎麼不對打，都合作起來了呢？

近幾年，我們時常可以看到許多“大佬＂

企業，不是因為資金問題，不是因為企業面臨

倒閉，卻紛紛合作起來了。這在我們過去的觀

念中，那是很少的。那麼他們為什麼都放棄爭

“老大＂，而選擇合作了呢？

因為他們需要整合更多的資源，打造更大的

平臺，提供更好的服務。化競爭為競合，不但

可以減少競爭損耗的資源，還可以聯合相互間

的優勢及資源，創造更大的財富。從眾多著名

企業之間的聯合合作就可以看出。

中小緊固件企業為什麼做不大？

中國的緊固件企業眾多，作為製造業中重要

的組成部分，我國緊固件企業們扮演著舉足輕

重的角色。然而，企業規模小、產品品質參差

不齊、相互壓價、惡性競爭等不良現象在我國

緊固件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中十分普遍和明

顯。最終造成的惡果就是，互相打壓，最終都

生存不下去。

那為什麼大家只選擇互相打壓，卻不選擇

相互合作或約定呢？其根源就是缺少團隊精

神，缺少合作精神。看看今天的人才市場，有

多少企業招不到人，又有多少人找不到工作。

企業要招人，人才要找工作，可為什麼不能合

作呢？因為我們都害怕吃虧，都只想要，不想

給，彼此太計較，所以最終沒法合作。

我們也時常看到，能共苦卻不能同甘的。苦

的時候，大家互不計較，共同努力，然而一旦

苦盡甘來，卻開始互相猜忌、相互計較，開始

想著自己開闢天地，不願他人共分一杯羹。這

也是為什麼我們在中國幾乎看不到歷史悠久的

緊固件企業，“幹好了就分家＂，“合夥的要

散夥＂……

我們通常只關注自身眼前利益，卻忽略了當

今社會是一個合作共贏的社會，不健康的競爭

往往是兩敗俱傷。合作放大了你的價值，增加

了你的力量。這些“大佬＂們都開始合作了，

你還在“閉關鎖國＂嗎？

晉億實業獲6,855萬鐵路扣件
採購合同

晉億實業(601002)於1月27日盤後公告
稱，公司近日接到懷邵衡鐵路有限責任公

司《中標通知書》，在新建懷邵衡鐵路工程

部管甲供物資採購招標中，公司被確定為中

標人，中標金額為6854.81萬元。晉億實業表
示，公司將在以上公司規定日期與其洽談合

同相關事宜並簽訂購銷合同。具體內容等簽

訂合同後另行公告。

晉億實業：料去年轉虧1,500萬人民幣
前一日甫公佈取得高鐵扣件訂單，晉億實業(601002)1月28日隨

即披露，預計2015年年度經營業績將出現虧損，實現歸屬於上市公
司股東的淨利潤虧損1,500萬元人民幣左右。上年同期公司淨利潤為
1.37億元。

晉億實業稱，本期業績預虧的主要原因是，因宏觀經濟增速放

緩、鋼鐵材料價格持續下跌，致公司計提減值增加；此外，因市場

需求疲軟，致高鐵扣件銷售大幅減少。

2022年全球緊固件市場需求將達950億美元
據英國調研公司BriskInsights發佈的報告預測，2015至2022年，全

球工業緊固件市場將以5.23%的複合年增長率增長，至2022年總需求
達到950億美元。

該報告指出，2015~2022年，全球工業緊固件市場有望出現高速
增長，主要得益於生活水準的極大提升，從而刺激耐用品的需求。

另外，市場需求主要來自發展中國家。

此外，全球維修與建築行業的增長亦將推動緊固件需求的上升。

印度、中國、巴西等新興國家汽車行業的快速發展也起推動作用。

由於機械OEM、建築業、汽車應用等行業對緊固件需求的增加，
外螺紋緊固件的需求將出現高速增長。同樣地，隨著各地政府大力

投資於航空航太業、基礎設施以及國防建設，航空航太用緊固件亦

將出現增長。

美國扣件批發商協會正式成為美國製造產業協
會理事會聯合組織一員 
美國扣件批發商協會已經正式成為美國製造產業協會理事會聯合

組織(NAM)一員，將使其會員得以在華府許多會影響美國製造業的相
關議題和公共政策上取得更多的代表角色。這些製造業領域包括：

•    能源及自然資源政策
•    人力資源政策
•    國際經濟事務政策
•    法規和基礎建設政策
•    稅、技術和國內經濟政策

加入後將可取得經濟表現週報、全球經濟趨勢月報以及來自NAM
關於勞動雇用權益和政策實施的更新報告。

 美國扣件批發商協會很高興能成為這個擁有250家會員以上且代
表美國各產業組織協會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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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湛光學 4/6登錄興櫃 認購價每股70元
扣件影像篩選機大廠－精湛光學（2070），股票今（6）日正

式登錄興櫃，認購價每股70元，主辦推薦券商為永豐金證券。

精湛光學成立於1994年，主力產品包括扣件影像篩選機、螺絲
成型機、包裝機械及代客全檢等；該公司兩岸布局完整，在全球

主要工業國家亦

有經銷網路，產

品具專利保護，

價格具競爭力。

精 湛 光 學 目

前已是全球緊固

件影像篩選機知

名大廠，產品先

後榮獲經濟部第

16屆及第21屆中
小企業創新研究

獎、中國高新企業獎及被螺絲雜誌FASTENER評選美國緊固件市場
「25大最佳產品第一名」，目前已行銷30餘國，全球主要扣件大
廠都是精湛的客戶，連號稱精密之都的德國也有許多愛用者，在

國際市場已建立高品質、高性能的口碑。

精湛光學去（2015）年合併營收為7.20億元，較2014年5.47億
元成長31％，獲利1.29億元，每股盈餘5.27元。去年全球景氣不
振，相較於國內機械業營收微幅成長或甚至衰退，精湛業績則維

持高成長態勢，表現不俗。

值得一提的是，精湛前（2014）年跨足螺絲成型機的研發製
造，建置50人的研發製造團隊，並開發出每分鐘達400PCS的螺絲
高速成型機，目前訂單持續增溫，該產品將為該公司未來業績成

長添增利基。

TR Fastenings全新
網站上線

TR Fastenings宣布公司全新
網站正式上線。專為產業工程師、設計師和

買家設計，在搜尋和功能上都大幅改善。結

合全新的搜尋工具，方便查找所需產品。用

戶可以簡單地以關鍵字並從相關的項目和技

術資訊中尋找到相關產品。一旦選定產品和

尺寸，使用者可以看到、寄送或下載顯示有

規格數據的動態2D圖，以及下載各種格式的
3D模組並儲存部件至詢問單中。

美國扣件訓練協會將在Crescent 
Manufacturing公司舉辦一場扣
件訓練協會研討會

美國扣件訓練協會將於2016年09月20日週
二在Crescent Manufacturing公司廠房舉辦一場
全日的訓練課程。此訓練課程將由Jim Speck
先生主講。

會議名稱：扣件基礎

日期：2016/09/20

時間：8:30 am - 4:00 pm

地點：Crescent Manufacturing, 700 George 
Washington Turnpike,  Burlington,  CT

全球製造業格局多變 汽車零部件企業迎戰略新機遇
4月27日，“2016汽車零部件技術發展論壇＂在中國國際展覽中心老館舉辦。本論壇以“新技術、新趨勢＂為主題，就

當前汽車零部件行業熱點話題進行交流。隨著整車消費市場和服務維修市場的迅猛發展，汽車零部件行業發展趨勢良

好。而全球製造業發展格局和我國經濟發展環境的變化為汽車零部件企業提供了難得的戰略機遇。

《中國汽車報》社有限公司總經理辛寧表示:“全球汽車業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技術變革。如果說我們身處的數字
化、自動化時代，正在撼動包括汽車業在內的傳統製造業的經營和生存方式，多樣化出行、自動駕駛、電動化以及智能互

聯化的推進，則將引領全球汽車技術不斷革新。相信未來很多顛覆性技術的大規模應用，會深刻改變現有汽車行業的

傳統面貌。 ＂ 

亞新科工業科技有限公司副總裁倪威表示，中國汽車零部件企業走向全球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如何保證產品質量的
穩定性和一致性。

      浙江亞太機電股份有限公司智能駕駛項目技術總監 梁濤年介紹了全球各國智能駕駛技術的發展情況，並對亞太
各種智能駕駛技術如車道偏離、自動防撞預警、自適應巡航等技術進行了詳細介紹，同時給出了亞太的智能駕駛實現時

間表，力爭2020年實現高級自動駕駛。

      汽車節能減排是大勢所趨，整車和零部件企業在這方面下了不少功夫。博世起發電機事業部中國區工程副總裁龐
晶宇詳細介紹了博世在起停系統方面的最新技術即能量回收加速輔助系統BRS，利用該技術，車輛能夠在全電動模式下
泊車，也可在走走停停的交通擁堵狀態下實現短途的純電動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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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W併購ZF EF&C 
Illinois Tool Works Inc已經宣布達成最終協議，從ZF TRW取得Engineered 

Fasteners and Components(EF&C)公司所有權，併購金額4.5億美元(約4.13億歐
元)。 總部在德國Enkenbach的EF&C在全球有13個營運據點。生產工程扣件系
統及內裝技術組件給9國的汽車OEM市場。員工數約3,500人。2015年營收約
4.7億美元。

IT W執行副總裁Sundaram Nagarajan說：「Engineered Fasteners and 
Components公司與ITW的汽車OEM部門的互補性很強，能夠擴大我們服務顧客的能力並且進一步擴展
我們長期的組織成長。此外，我們相信透過應用ITW的80/20業務流程，有很大的機會可以提高公司的
績效。」ZF表示該公司會將重心放在先進的安全、效率、電氣化等產品的核心業務的成長，並且進一
步發展自動化駕駛。ITW打算讓Engineered Fasteners and Components 公司成為其汽車OEM部門中的一
個獨立部門。此併購案程序預計在2016年上半年完成。

超過10萬噸: 2015汽車扣件消費顯著
增長

有30家汽車製造廠商進駐的巴西，其汽車產量在此
被用來作為預估扣件消費噸數水準的參考。

如各位所知，幾乎所有機械和相關產品都有用到扣

件。不過，巴西的年度扣件消費並沒有確切的資訊，

主要是因為當地製造廠沒有充分揭露。 因此，從扣件
進口統計獲得相關資訊會比從有使用螺絲、螺栓、螺

帽和其它運用在汽車組裝中的成品還要容易。 

因此，採用汽車產業中的年度產量和每輛車所使用

的平均扣件數量作為參考。這些資訊來自當地某相關

媒體的固定專欄。

每一車輛類型的平均扣件用量

小型車

2015年產出230萬輛
每輛使用1,200支/26公斤扣件 
加總: 27億支扣件/60,000噸 

卡車

2015年產出74,000輛
每輛使用3,000支/225公斤扣件
加總: 2.22億支扣件/16,650噸 

摩托車 
2015年產出120萬輛 
每輛使用300支/6.6公斤扣件 
加總: 3.6億支扣件/7,900噸

巴士

2015年產出21,300輛 
每輛使用6,400支/320公斤扣件
加總: 1.36億支扣件/6,816噸

農業及鐵道機械 
2015年產出55,000輛 
每輛使用1,600支/112公斤扣件 
加總: 8,800萬支扣件/ 6,160噸 

最近，這份數據在2016首次刊出後，因為有更多明確的資訊顯示扣件
的消費仍然很高，因此又做了一次修正。

如前述所提，這只是根據賣給汽車廠扣件數據所做出的平均消費。不

過，扣件也使用於車修、船、引擎、發電機領域。其它應用像是建築、家

具、電子產品、油氣和其他領域的扣件用量也證實巴西是全球扣件用量最

大的國家之一。此外，巴西里拉的貶值和政治變化也讓巴西成為扣件的主

要出口國之一。 

越南扣件需求旺盛

越南正成為外國製造商雲集地，這個東南亞國家到

處都是商機。資料顯示，越南2016年前兩個月實現貿
易順差8.65億美元，新增外商投資28億美元，同比增長
135%。歐洲貨幣投資機構亞洲行政總裁Tony Shale 表
示：「越南正成為亞洲地區增長速度最快的經濟體之

一。東南亞中心的戰略位置以及迅猛的發展速度使越南

成為外商眼中極具吸引力的投資目的地。」那麼緊固件

人士如何能快速打入越南市場？

其一是工程機械及其零配件領域。根據越南規劃與

投資部提供的資料，越南在未來十年的基礎設施建設總

值將達到1,600億美元，包括總長超過5,000公里的高速公
路，300至400公里的鐵路和大約12座機場。隨著越南市
場的蓬勃發展，建築機械、設備、材料、推土機、壓路

機、液壓機、築路機等需求強勁，而越南金屬加工和工

業產品只有6%是他們自己生產的，剩下的94%均依賴進
口，市場潛力巨大！

 其二是汽車、摩托車及其配件領域。摩托車是越南
百姓日常代步的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在過去的5年裡，
摩托車的年銷售量超過250~300萬台，越南也成為世界
第五大摩托車製造戰略市場，越南政府鼓勵國內企業組

裝生產摩托車，隨著該國基礎設施建設的逐步完善，城

市對轎車和貨車的需求也在上升。越南經濟發展態勢良

好，但由於該國工業基礎薄弱帶來的裝備製造落後，這

是一個值得緊固件企業關注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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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購扣件經銷
商House Of 
Threads公司

Würth集團宣布併購位於美國阿拉
巴馬州的House of Threads公司(以下
簡稱HOT公司)以及其位於墨西哥克雷
塔羅州的姊妹企業。HOT公司現在已
是Würth美國分部的一部份，Würth美
國分部是美國最大級組裝科技供應商

之一。被併購的HOT公司供應種類廣
泛的組裝原料與C零件給OEM廠與商
業建築公司，支撐Würth美國分部的
成長策略並擴增開發周邊市場。HOT
公司成立於1963年，2015年銷售額達
4,210萬美金，擁有108名員工與超過
1,200位顧客。

HOT公司將強化Würth集團在美國
東南部的市場地位並幫助集團打入墨

西哥中部的市場。Würth美國分部是
由9間公司組成，主要服務OEM市場，
透過旗下的專利品牌「CPS® C-Parts 
Solut ions」提供供貨商管理庫存系
統。HOT公司是Würth美國分部在過去
兩年內併購的第四家企業。

Alcoa推出高強度直徑
12.7mm的Huck® Magna-
Lok® 扣件

Alcoa 新推出了直徑12.7mm的Huck 
Magna-Lok建築專用盲扣件，該公司
表示這是該類別中最強大的產品。該

產品的12.7mm大直徑擁有極高的剪切
力 (44.4Kn，比前一代的R12 9.5mm扣
件多了60%) 和張力強度 (31.1Kn，比
前一代多了57%)，抗接合失敗的程度
高。高強度讓用戶能在每次作業中安

裝較少量的扣件，因此減少庫存，加

速生產時間，可生產更多輕量產品。

除了高強度之外，該產品也擁有

一般標準Magna-Lok盲扣件的特點， 
包括握持範圍較廣以適應不同的接合

件厚度，以及360度內部鎖固科技以
使插銷透過機械原理鎖入襯套。該產

品在安裝過程中會擴開，讓接合緊密

度更優異，也可抗液體侵入。該產品

已通過德國建築技術研究院的認證。

瑞士KVT-Fastening發表
全新Fasteks快速扣件系列

KVT-Fastening最近發表的Fasteks
快速扣件系列滿足想要快速、可靠

和永久緊固不同材料和表面的廠商

需求。尤其是在空調和太陽能技

術、電子和家電製造上，有很大的

部份用在大量生產和修護上。此多

功能設計減少了使用的部件數量因

此減少了重量。產品可為下列材質: 
不銹鋼、電鍍鋼或複合材質鋼或塑

膠(耐綸/黃銅)。這些快速扣件可被
安裝於圓形、壓型或鑽出的孔洞。

此外，他們也可以使用於盲孔和木

質或石膏等軟性材質。快速扣件現

在又新增了許多產品，像是快速螺

帽、扣夾系統(彈簧扣/銷)、U型管
束、S型管束、線纜和管材管束、
軸鎖、塑膠拉釘/塞和接地管束。因
為Fasteks快速扣件產品系列範圍很
廣，每種應用幾乎都有正確的產品

可對應。像是有各種設計和螺紋尺

寸的鎖緊螺母，另外還有更多不同

的安裝方式和應用受到關注。

新PEM®型SMPP™自鉚螺帽
提升超薄不銹鋼板緊固效果

由美國PennEngineering®所開發的
新PEM®型SMPP™自鉚螺帽可永久安裝
於超薄不銹鋼板並提供受空間限制

的不銹鋼五金件組裝非常理想的解

決方案。這個新產品高度低  ( .065＂ 
/ 1.4mm) 且直徑短(.220＂ / 5.6mm)，
可安裝在非常貼近薄度僅有 .025＂  / 
0.64mm不銹鋼板的邊緣處。抗腐蝕能
力接近300系不銹鋼。一旦安裝，其鋸
齒狀的鉚接環可預防螺帽在作用時產

生旋轉，扣件不會鬆脫脫落，否則會

影響產品最後性能的完整性。PEM型
SMPP螺帽由A286強化不銹鋼所生產且
建議使用於硬度HRB 90 / HB 192 或較低
的不銹鋼板。搭配五金件的螺紋尺寸

範圍為#2-56至 #6-32和 M2.5至M3.5。

併購瑞典
Magnetfabriken AB

B u f a b併購位於瑞典 V ä s t e r å s的
Magnetfabriken AB的全部股權，此收購立即生
效。Magnetfabriken AB成立於1992年，且已發展
成北歐磁鐵及磁鐵系統的領導供應商之一。該

公司年銷售額接近2千萬瑞朗(約215萬歐元)，有
六名員工。瑞典Bufab區域總監Johan Lindqvist
表示：「Magnetfabriken對於Bufab在瑞典的營
運非常有幫助。在與新客戶與現有客戶的關係，

以及透過磁鐵與磁鐵系統應用領域的擴張，

我們看到其共同作用與潛力。我們會先聚焦在

北歐市場，但是我當然也看到屬於整個Bufab
集團的機會。」Magnetfabriken AB 總裁Magnus 
Gustafsson 表示：「Bufab在扣件與C-Parts供
應上深受認可，且在瑞典擁有強大地位。透過

Bufab，我們將擁有全然不同的可能性來耕耘
市場，並且以我們迄今為止所用同樣的成功方

式來發展業務，同時因成為Bufab集團一份子
受益。這是我們真正所期望的。」

日本Saima 
Corporation公司
推出新的低頭螺絲

該公司推出了經過陽

極氧化處理的鋁製低頭螺

絲，將它命名為「五彩

Slim Head Screw」，開始
販售。除了增加組裝時的

辨識方便性，也增加色彩

的美觀性。該公司看好無

線電控制產業 (例如無人
機)與醫療照護機器人產業
的發展，預計將此產品應

用到這些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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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Crown精密工業公司新取得DELTITE產
品專利

Crown(クラウン)精密工業獨自
開發的「DELTITE」螺絲在去年於
日本取得了新專利。該產品正在對

全球11國申請專利，該公司正強化
在海外的智慧財產權戰略。該產品

在1976年首度取得專利並開賣，現
在已成為該公司的主力產品，這

次已是第三度取得專利認可，專

利編號為「５７７０３９９」，

發明名稱是「自鑽螺絲以及其製造方法」，專利權將持續到

2035年。DELTITE是自鑽成型螺絲，其螺紋前端設有導引用的
倒角，在圓周上的三處設有湯匙狀凹洞，透過塑性加工成型

出母螺紋。特色包括：1. 不需攻出母螺紋，所以大幅降低成
本。2. 驅動扭力低，作業性高。3. 高保持力，遇到震動和衝
擊也不會鬆。4. 減少切削粉屑。5. 可與小螺絲互換。該公司
也正在加強販售獨自開發的特殊槽頭螺絲「CROSS FIRM」，
該產品可防止鑽頭在鎖緊縮時打滑(cam out)。

Simpson Strong-Tie發表全新PVC飾板螺絲
工程結構連接件業界領導廠商Simpson Strong-Tie發表全新

多用途PVC飾板螺絲，可輕易使用低扭力就可將外部PVC飾板
和招牌安裝於木板上。該扣件的三螺紋設計，盒子狀切削頭

部和扁狀頭下設計讓安裝後具備較高抗拉力及美觀表面。

緊固系統部門副總Ed Sutt博士表示:「這個扣件表現出非
常大的抓持力，抗拉強度更大了。我們也發現客戶要求PVC
飾板和招牌安裝後看起來乾淨美觀且有專業表面處理。這項

新產品皆可以做到。」

美國DeWys Manufacturing公司推出獨一無
二的扣件自動化插入機械

DeWys Manufacturing Inc. 公司宣布推出創新的扣件插入機
械。這台在全美獨一無二的機械可在每一個自動化工序中處

理最多8支扣件。只需一次組裝就能產出顧客的複雜零件，
確保每一隻扣件的安裝和排列都正確洽當。

該機搭載特色的日本發那科機械手臂，可將零件定位在

客製的按壓機上，由八個震動式送料器負責自動供給螺柱

與螺帽。該機械手臂搭載自動化工具更換裝置，可更換用

來夾住平面金屬的夾具，並使用真空吸盤來移動零件。這

項創新設計可改善生產效率，讓顧客看到一致且精準的扣

件插入作業。

該機的設計概念源自單件生產(one piece �ow)。單件生產
有助於限制在製品(work in process)的庫存量，減少出貨所需
時間，改善品質。這有助現有和未來的顧客更好安排製程。

中小企業將成為世界工廠網4.0效果
營銷最大受益者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表明，中國2015年度GDP增

速6.9%，創25年以來新低。傳統行業互聯網化無疑
是實現轉型的首選。尤其中小企業開展電商困難重

重。針對諸如此類的問題，市場上湧現了不少具備

可操作性的解決方案，但是相對於龐大的傳統工業

企業電商化需求，這些碎片化局部性的解決措施往

往如隔靴搔癢，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工業電商化的難

題。世界工廠網是近年來開始嶄露頭角的新一代工

業品B2B平台，憑藉“行業專家諮詢服務＂和“4.0
效果營銷＂服務廣受中小企業的好評。

進行下階段設備現代化 
Severstal-metiz設立了新抽線部

門，使其Cherepovets廠房的設備現代化進入全新階段。
現代化計畫一開始的投資規模約3億盧布。

這次現代化增加了工廠產能以發展新產品並改善品

質。因此，多虧持續性的產能累積，該公司在四月份產能

創新高，輸出量將近8,000噸。

為歡慶Cherepovets廠開發出首款線材*產品50週年，
新部門於12月24日正式啟用。設備現代化的計畫包括針
對鋼線一號部門的基本改革。除了拉線之外，該廠也建

立了全新的水循環系統。

Severstal-metiz總經理Alexander Shevelev表示：「這
個現代化計畫是我們發展策略的一部份，我們目標在給

客戶最佳服務和品質。我們試著完成這計畫來慶祝工廠

週年。因此我們慶祝了Cherepovets廠開發首款線材產品
的50週年慶。」 

巴西公協會齊聲反對提高進口鋼品稅 

去年12月底巴西產業14個協會(包括巴西扣件協會)及扣件產
業代表共同發表聲明，引發主管機關關注，且意識到若只照顧

單一產業，可能會讓其他產業蒙受更大損失的危機。

機械產業及設備協會(Abimaq)主席Carlos Pastoriza表示：
「有一份官方經濟團隊所做的研究顯示，增加鋼品進口稅會對

需使用到這類金屬的巴西產業受到強烈的影響。」

Pastoriza比較兩種產業後表示這項措施將產生「雪上加霜」
的後果：鋼鐵消費產業每年創造約1,750億美元營收、73,000個
製造商和470萬個工作機會，而鋼鐵生產商目前僅由11家大廠寡
佔，年營收約75億巴西里拉和12萬個工作機會。

聲明中也表示巴西目前使用的這類金屬只有10%是進口的，
這樣的數量在工業化國家中平均值最低。甚至，很明顯地來大

膽假設，因為競爭變少，該措施將提高國內市場價格並加速通

膨。巴西的鋼鐵消費者所付的成本約比國際平均高出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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