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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貿易法庭對中國及台灣碳鋼扣件反傾銷措施實

施臨時性複審   

8 月 29 日，加拿大國際貿易法庭針對其 2015 年 1 月 5 日對於原產於和進

口自中國和台灣的碳鋼扣件所做的措施再次執行臨時性複審 ( 複審代號 RR-
2014-001)。此次臨時性複審是因為 Canimex Inc. 公司的申請，並在加拿大貿易法

庭認定該要求有附上適當的文件證據後所啟動的。此臨時性複審的目的是

要決定是否相關裁決應該被修改，以排除 Canimex Inc. 所指出的產品。加拿大

貿易法庭是透過財政部長直接向國會報告的獨立類裁判組織。專責處理進

口品傾銷補助、廠商保護申訴、聯邦政府採購申訴以及海關和貨物稅法訴願。

當聯邦政府要求，該法庭也可以提供其他經濟、貿易和稅務相關事宜的建議。歐盟對進口自歐盟以外地區的緊固

件推行進口許可證機制

2016 年鋼鐵產品（含碳鋼及部分鋼鐵緊固

件）進入歐盟的監督許可證規定 。　　

歐盟推行了「先行監督」的進口許可證機制，

以監控輸入進歐盟的特定鋼鐵產品。此項法規

公佈於 2016 年 4 月 29 日。

1. 您必須持有進口許可證才能將特定海關編碼

的產品 ( 包括緊固件 ) 通關。受影響的包括自

2016 年 5 月 31 日起 ( 含當日 ) 抵達至愛爾蘭或

歐盟海關的特定產品。

2. 以下狀況則不需出示進口許可證 :

(A) 您的產品淨重量不超過 2.5 公噸，或 (B) 您
的產品製造地為歐盟、愛爾蘭、列支敦斯登

或挪威 (C) 您的產品在 2016 年 5 月 31 日前 ( 不

含當日 ) 抵達愛爾蘭或歐盟 (D) 您的產品並非

屬於在歐盟境內自由進出的產品，而是屬於海

關減免方案下的產品 ( 例如進儲海關保稅倉

庫程序、臨時進口或歐盟委內加工關稅豁免 ) 
。若該產品後續變成了可自由進出的產品則

會需要出示許可證。

3. 申請先行監督之進口許可證 :

(1) 許可證之發給無須費用。 　　

(2) 您需要提供 :

(A) 產品描述 / 商業名稱 ( 企業基於商業目

的所使用的貿易名稱 )  

(B) 歐盟的關稅代碼 (TARIC code) 　　

(C) 產品重量 ( 以「公斤」作為單位標示 ) 

(D) 產品的金額價值 ( 以歐元計 ) ( 成本加保

險加運費運送到歐盟邊境 ) 　　

(E) 產品的生產地 

(F) 產品從何處出貨

(3)  您必須提供形式發票 (Proforma Invoice，也稱預開發票或估價發票 ) 的影本

或您的銷售 / 採購合約之影本。

4. 許可證的有效範圍 :

 (1) 可以在任一歐盟成員國中申辦進口許可證，許可證可在整個歐盟內通用。

 (2) 許可證的效期為四個月。若未完全使用 (not fully used) 則可再續約四個只

要您的進口單價且 / 或淨重在 5% 的公差範圍內，您的許可證就會保持

有效。

美國對日韓台進口不銹鋼棒線續課稅，但撤銷對義大

利西班牙部份

2016 年 8 月 15 日 , 美國商務部發布對進口自日本、韓國和台灣地區的不

銹鋼棒線反傾銷日落複審繼續徵稅令和對進口自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不銹鋼

棒線反傾銷日落複審撤銷徵稅令。上述反傾銷徵稅令自發布當日生效。

2015 年 10 月 2 日 , 美國商務部裁定若取消該案反傾銷稅 , 進口自日本、意

大利、韓國、西班牙和台灣地區的上述涉案產品的傾銷將繼續或再度發生 ,
而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 (USITC) 於 2016 年 7月 29 日發佈公告稱 , 若取消反傾銷

稅 , 在合理可預見期間 , 進口自日本、韓國和台灣地區的上述涉案產品將對

美國國內產業造成的實質性損害將繼續或再度發生 , 進口自意大利和西班牙

的涉案產品對美國國內產業造成的實質性損害將不再繼續或再度發生。

1998 年 9 月 15 日 , 美國商務部發布對進口自日本、意大利、韓國、西班牙

和台灣地區的不銹鋼棒線反傾銷徵稅令。2015 年 5月 1日 , 美國對進口自日本、

意大利、韓國、西班牙和台灣地區的上述涉案產品啟動反傾銷日落複審立案

調查。涉案產品海關編碼為 7221.00.0005、7221.00.0015、7221.00.0030、
7221.00.0045 和 7221.00.0075。

歐盟對中國、菲律賓及台灣不銹鋼

扣件反傾銷措施 2017年 1月 8日
正式到期

根據歐盟於 2017 年 1 月 7 日所公布之官方

公報，針對進口自中國、菲律賓及台灣的特定不

銹鋼扣件產品 ( 產品 CN 編碼 7318 12 10、7318 
14 10、7318 15 30、 7318 15 51、7318 15 61 及

7318 15 70) 已正式在 2017 年 1 月 8 日午夜到期

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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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對華鋼釘作出反傾銷

行政復審初裁

2016 年 9 月 12 日，美國商務部

對進口自中國的鋼釘作出反傾銷行

政復審初裁：初步裁定 22 家具有單

獨稅率地位的中國涉案企業傾銷幅

度均為 5.9%，裁定包括 Tianjin Lianda 
Group Ltd. 在內的其他 14 家中國涉案

企業適用 118.04% 的中國普遍臨時反

傾銷稅。

2015 年 10 月 6 日，美國商務部

對華鋼釘啟動反傾銷行政復審立案

調查，調查期為 2014 年 8月 1日~2015
年 7 月 31 日，涉案產品的海關編碼

為 7317.00.55、7317.00. 65、7317.00.75 和

7907.00.6000。

亞洲工業用扣件截至 2020年為止的分析與預測報告出爐 

Grand View Research 市調公司在一份研究報告中指出，亞洲工業用扣件市場金額預計將在

2020 年達到 441.2 億美金。消費者收入的增加使得汽車需求成長，預計會在接下來的 5 年中

推升工業扣件的需求。中國在 2013 年主導了亞洲扣件市場，由於中國國內製造基礎快速擴張，

此主導的趨勢可望會持續。印度由於汽車產量增加，可望見證最高速的成長。此外，新興經

濟體的基礎建設增長可能會推升螺絲、螺栓、鉚釘的需求。中國、印度、馬來西亞、越南和泰

國的經濟成長和快速的工業化可望刺激建設的投資，這可能得以補足工業用扣件的市場。

汽車零件製造的扣件用量上升可望推動市場成長。為航太產業推出的「2011 年中國國務院政策」促使中國飛機零件產量增

長，這可望刺激市場增長。上海、成都、西安、江西、瀋陽等地的中國製造商增加，可望推進工業用扣件市場的成長。但 PU 黏著

劑等等扣件替代品市占率的上升預計會抑制汽車和建築業下的工業扣件市場。

日本由於高度涉入中國工業扣件製造商且與中國 OEM 和 MRO 廠商締結戰略夥伴關係，可望見證成長。

全球工業用扣件市場複合年均增長率會在 2020年達到 4.05% 

全球工業用扣件市場複合年均增長率預測會在 2016 年到 2020 年間達到 4.05%。研

究團隊中的某位分析師表示：「我們在市場中觀察到的其中一個趨勢，就是要透過 3D
檢測來剔除有缺陷的扣件。扣件業中的製造商正在採用高解析度 3D 檢測，以確保能

有效剔除有缺陷的零件並確保在最終產出的階段達到零不良率。分揀、量測、柱狀零

件檢測，這些程序會使用到雷射、視覺檢測和渦電流來量測尺寸並找出冶金的缺陷，

如今都被採用來高速檢測扣件，包括螺絲、螺栓、螺柱、螺帽、襯件、墊片、軸套和柱

狀零件。」

據觀察，自夾式扣件市場崛起的其中一項動因，就是自夾式扣件擁有可重複使用

且可永久承載荷重的螺紋，是一項可靠的解決方案，適合那些使用到金屬薄板的應用

情境。通常都是在製造環節中就被預先安裝上去了。

此外，團隊觀察到的其中一個市場挑戰就是機械扣件伴隨的問題。傳統的接合技

術會導致組裝作業的困難。金屬扭曲或嚴重金屬疲勞導致的金屬撕裂等等因素會減

少組裝零件的可靠度和壽命。在解決這個問題的過程中，機械扣件製造商會減少鉚釘

之間或螺栓之間的空隙，但這會導致扣件的用量和隨之而來的成本雙雙增加。

台螺絲螺帽報捷 2016前 8月續居歐美進口冠軍

台灣產製的螺絲螺帽因品質佳、交期迅速，具出口競爭力，台灣經濟部表示，

美國及歐盟為台灣螺絲螺帽主要出口市場。經濟部官員表示，受到國際鋼價下跌

影響，2016 前 9 月螺絲螺帽出口 26.9 億美元，年增率大減 10.3%，其中對美國、歐盟

出口大減 12.4%、23.7%，但台灣螺絲螺帽在美、歐進口市場市占率依舊高居首位。

根據經濟部統計，2016 前 8 月台灣螺絲螺帽在美國進口市場市占率為 31%，續居首

位，中國大陸居次占 21.9%；在歐盟進口市場，台灣市占率同樣以 26% 居首，美國占

15.9% 居次，中國大陸占 13.7% 居第 3。

美國對中國及台灣螺旋彈簧鎖緊墊圈啟動第四次反傾銷日

落複審立案調查

2016 年 11月 1 日，美國商務部發佈公告稱，對進口自中國和台灣的螺旋彈簧鎖

緊墊圈啟動第四次反傾銷日落複審立案調查。同時，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對上述

涉案產品進行反傾銷日落複審產業損害調查，審查若取消反傾銷措施，在合理可

預見期間內涉案產品的進口對美國國內產業造成的實質性損害將是否繼續或再

度發生。 　

利益相關方應於本公告發布之日起 10 日內向美國商務部提交應訴登記。利益

相關方應最晚於 2016 年 12 月 1 日向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提交回复意見，並最晚於

2017 年 1月 13 日就該案回复意見的充分性向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提交評述意見。

越南保護主義 越鋼將受惠 

越鋼正式投料

後，將成為東南亞

最大一貫作業煉鋼

廠，而越鋼初期將會

以東南亞市場為主打市場，越鋼分析，

近期越南對進口鋼品祭出貿易保護措

施，對公司而言，無疑是加分效果，此

外，又有中鋼與日本 JFE 國際大廠技術

支援，形成「越鋼出產、大廠品質保證」

之背書，更有利於拓銷市場。

2016 年中越南工貿部宣布，對進口

合金和非合金鋼坯、合金和非合金鋼條

（含盤鋼和鋼棒）課徵高額保護稅，外

界解讀此舉是衝著大陸鋼廠而來。

根據越南《經濟時報》報導，2016
上半年越南進口鋼材產品和半成品 960
萬噸，較 2015 同期大幅成長 48%，其中

從中國進口鋼材就占了 60%。越南鋼鐵

協會預計，未來鋼材進口量還會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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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長。 越南工貿部日前宣布，對進

口鋼胚從 2016 到 2017 年 3 月 21 日

課徵 23.3% 保護稅，後續每年以 2
個百分點調降稅率，直到 2020 年降

到 17.3%。盤條則是從 2016 年 8 月 2
日起調高 1.2 百分點至 15.4%，一直

到 2018 年 3月 21日才會降至 13.9%，
隔年以 1.5 百分點再調降，直到 2020
年 3 月 21 日降至 10.9%，若無延期則

是降至零關稅。越鋼坦言，越南政

府此舉對公司本身是有利無害，少

了競爭對手進入市場殺價競爭，將

讓越南市場鋼品售價有支撐力道。

　

此外，越南境內沒有大型高爐、

轉爐等產品生產能力不足，導致下

游企業仰賴進口，因此越鋼高爐生

產鋼胚，將可就近供應市場。越鋼

也透露，針對越南市場佈局會以工

業用鋼需求為主，而非營建用鋼筋，

憑藉著境內供應以及一貫化成本

兩大優勢，同時，又有日資 JFE 以及

中鋼技術背景，越鋼出產有大廠背

書，勢必有機會達到進口替代。

東明榮獲 2016年度中國
嘉興市「互聯網 +工業」
示範企業稱號

浙江東明公司獲得了 2016 年

度嘉興市「互聯網 + 工業」示範企

業稱號，這不僅意味著行業內對東

明二十餘年來品質的認可，更是對

東明不斷適應市場發展，開拓創

新的褒獎。東明作為不銹鋼緊固件

的領航者，積極探索全新的通路平

台，利用互聯網手段積極創新，與

時俱進，在提供可靠品質的同時，

開拓新渠道、新通路，為客戶提供

更多的購買空間和渠道。東明電商

的發展和成熟，無疑將帶給客戶更

多便利，實現互利共贏。

寶鋼武鋼重組獲批更名為“中國寶武鋼鐵集團” 

2016 年 9 月 22 日，經報中國國務院批准，寶鋼集團有限公司與武漢鋼鐵 ( 集團 ) 公

司實施聯合重組。與此同時，22 日晚間，寶鋼集團旗下多家上市公司 *ST 八鋼、寶信軟件、

寶鋼包裝均發佈公告表示，接到實際控制人寶鋼集團有限公司通知，寶鋼集團有限公

司與武漢鋼鐵 ( 集團 ) 公司已收到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關於寶鋼集團有限

公司與武漢鋼鐵 ( 集團 ) 公司重組的通知》，同意寶鋼集團有限公司與武漢鋼鐵 ( 集團 )
公司實施聯合重組。寶鋼集團有限公司更名為中國寶武鋼鐵集團有限公司，作為重組後

的母公司，武漢鋼鐵 ( 集團 ) 公司整體無償劃入，成為其全資子公司。

瑞典 Atlas Copco併購中國自割鉚釘產品事業體 

被併購的 Phillip-Tech 總部設於北京，在上海也有銷售和技

術據點，擁有 45 名員工。該公司銷售由 Atlas Copco 所屬 Henrob
公司 ( 該集團 2014 年所併購的創新接合技術市場領導廠商 )
所設計的自割鉚釘產品和相關解決方案。Phillip-Tech 的客戶包

括許多主要汽車製造商。

Atlas Copco 的工業技術業務部門總經理 Mats Rahmström 表示 :「Henrob 的鉚釘技術受到

越來越多有先進組裝需求的車廠指名使用，且 Phillip-Tech 堅強的團隊在中國行銷這些技

術扮演關鍵角色。在車廠積極尋求建造更輕量化的車體來減少燃料消耗時，這項組裝

產品將繼續成長。」

自割鉚釘技術是一種用來接合難以用焊接完成接合鈑金原料 ( 像是鋁 ) 的機械緊

固過程。越來越多汽車製造商使用該技術，因為他們使用新材料來讓車體更輕，使其更

有能源效率。此併購案已在 2016 年第四季完成。雙方協議不公布併購金額。被併購的事

業體將成為其工業技術業務領域工業組裝產品部門的一部份。

德國福斯羅 (Vossloh)公司併購 Rocla Concrete Tie公司 

鐵路扣件與零件製造商福斯羅公司宣布已簽約併購

美國的 Rocla Concrete Tie Inc. 公司，此舉意在強化福斯羅在

美國鐵路基礎建設市場的地位。併購價估計落在 1.17 億美金左右，此併購在 2017 年初

結案。Rocla 公司在美國與墨西哥的工廠生產鐵軌枕、轉轍器軌枕、轍叉。該公司改名為

「Vossloh Tie Technology」，成為福斯羅公司核心零件部門下的一間事業單位。

瑞士 SFS公司 2016上半年獲利大幅增加 

瑞士 SFS 集團 2016 上半年的獲利比起前一年同期大幅增加，

稅息攤銷前獲利 (EBITA) 達 13.6%。銷售額上升 2.7% 至 6.89 億瑞郎。

SFS 集團 2016 上半年的合併銷售額達 6.888 億瑞郎。反映出年

比 2.7% 的成長。這樣的成長來自於銷售額合併 (+0.7%) 和有利的匯率變化 (+2.1%)。排除

正面的影響，銷售額實際上與前一年的數據大同小異。

不同業務和部門的業績表現差異較大。不過，緊固系統部門 (+10.0%) 和經銷後勤

(+0.8%) 部份相較之下都出現較高的銷售額，反之工程零組件的銷售下跌了 5.1%。                                                                                                                

瑞士 Bossard集團公布 2016年上半年財報 

儘管市場環境充滿荊棘與挑戰，Bossard 集團在 2016 上半年仍然持續成長並強化獲利能力。

在前一年銷售成長了 2.1% 至 3.436 億瑞郎。在關鍵市場的正面成長在第二季尤其明顯，該季度銷

售相較於第一季的 0.9% 成長，成長了 3.3%。前 6 個月的營運獲利成長了 4.3% 達到 3,940 萬瑞郎 ( 比
2015 年的 3,780 萬還高 )。這使營運利潤空間上升至 11.5%，比 2015 年因為瑞郎升值導致獲利空間受壓縮後的 11.2% 還高。這個獲

利成長再次反映 Bossard 集團獲利取向的策略。2016 上半年淨收入成長 54.6% 至 3,130 萬瑞郎 ( 比 2015 年的 2,960 萬還高 )。

23惠達全球特搜新聞



Bossard獲頒 2016瑞士雇主獎 

Bossard 參加瑞士最大的員工市調已經兩年

了。2016 年共有 151 家瑞士廠商參加市調來調查

員工的滿意度。Bossard 在員工數達 250-999 名的

廠商類別中排名第 5 位。91% 的員工都參加了該

市調。這讓 Bossard 能深入了解目前組織架構和

員工個人的態度。除此之外，員工也評比了其工

作內容、結構和流程、合作、如何應對變化、領導、人員發展和津貼制度。

bigHead®公司取得 EN 1090-1認證 

近期瑞士 Bossard 旗下 bigHead® 公司已經

取得 EN 1090-1 認證。這充分證明其產品具備高

品質。EN 1090 認證是歐洲標準，目的在規範鋼鐵和鋁結構的創造和組合。

EN 1090-1 特別用於處理對結構性零件符合性評估的要求。符合性評估專家

認證了其工廠生產控制流程 (FPC)，所以 bigHead® 可以取得 CE 的符合性認

證。bigHead® 扣件有許多樣式，超過 400 種標準的產品增加了許多計劃案

的多樣性和使用範圍。這些緊固方案也被用於許多產業，不限於汽車、船

舶和機械工程。使用 bigHead® 產品可以讓你的扣件「隱形地」整合入許多

塑膠零件和複合件。他們也改善了傳統扣件產品，因為它們不需要那些可

能會損害零組件強度的孔洞。

丹麥檢測機製造商 IVISYS公布
2016上半年財報 

丹麥 IVISYS AB ( 簡稱` IVISYS )́ 公布 2016 年一至
六月公司財報。報告重點如下 :

上半年（2016 年一至六月）

– 該期收入 16.7 萬瑞朗

– 營運收入 -4 66.8 萬瑞朗

– 每股收益 -0.53 瑞朗

– 權益比 86.4%  

 第二季（2016 年四至六月）

– 該期收入 16.7 萬瑞朗

– 營運收入 -2 65.7 萬瑞朗

– 每股收益 -0.30 瑞朗 

IVISYS AB 成立於 2014 年 12 月 16 日。提供自主品
管檢測系統，並提供可隨插即用且安裝簡便的產
品。這些產品可高速處理品管檢測，並可在單一檢
測中允許多個控制點。

瑞典 Bulten在德國據點投資新電鍍線 

瑞典 Bulten 為了成為產業最具成本效益扣件製造商和持續地使獲利成長，又再一次在其

德國據點投資全新電鍍產線。Bulten 總經理兼執行長 Tommy Andersson 表示 :「該投資案將提供

公司具附加價值和上升的競爭力以及更好的彈性和製程控制。」Bulten AB 已決定投資約 280 萬歐元在德國製造廠設立全新電鍍產

線。此投資預計可以替公司每年省下 140 萬歐元，預計 2 年內回本。該產線規劃於 2018 年正式運作。透過此投資，加上先前 6 月 9
日公布在波蘭投資 600 萬歐元蓋的新電鍍產線，該公司可同時獲得附加價值和提升競爭力，且預計可以改善獲利能力和減少運作

資本。此投資也代表更少的運輸成本，可顯著降低對環境的衝擊。此投資案尚需取得相關核可。

德國鐵道扣件供應商 Vossloh AG理
事會指派新執行長並自 2017年 4月
1日生效

德國鐵道扣件供應商 Vossloh AG 理事會指派現

年 50 歲的 Andreas Busemann 接任 Hans M. Schabert 擔任

新任執行長，並自 2017 年 4 月 1 日生效，任期 3 年。

Andreas Busemann 從 2016 年 1 月 1 日起就是德鐵貨運

銷售行銷部門執行董事會的成員之一。在此之前，

他也曾是德鐵 Fernverkehr AG 生產部門執行董事會的

成員、主要技術長和德鐵 Netz AG 的相關主管。在

Braunschweig 取得航太工程學位後，Andreas Busemann 進

入 Siemens AG 任職。在那裡他身兼多職，最近擔任的

職務是鐵道自動化部門執行長。

另外兩位 Vossloh AG 執行董事會成員的合約 ( 包
括 Oliver Schuster 和 Volker Schenk 的部份 ) 也已經依據

計畫被延長 3 年，任期至 2020 年春季為止。Vossloh 
AG 理事會主席 Heinz Hermann Thiele 表示 : 「Vossloh 已

因廣泛改革強化體質，並在進行必要瘦身後繼續往

好的方向發展。透過指派 Andreas Busemann 擔任執行

長，我們獲得了一位鐵道產業公認的專家，並確保

了 Vossloh 的持續發展。」

比利時內德史羅夫四度獲得通用供應商品質優異獎

通用汽車最近頒發

供應商品質優異獎給內

德史羅夫，表揚其德國 Plettenberg 製造廠的傑出表現。這是該廠連續四年

把這個國際認可的榮譽抱回家。

在德國呂賽爾斯海姆郡的歐普大禮堂接受頒獎的區域品質經理

Christian Hartwig 表示 : 「過去幾年我們已經提供了數百萬的部件供通用公

司使用，也希望能與其合作更多年。因此，我們認為被通用認可為有競爭

力和可靠的商業夥伴是很大的榮耀。連續獲得該獎項也證明我們一直專

注於品質控管上的努力。」

英國 bigHead公司為海事複合材料提供扣件產品 

領先業界的接合專用扣件供應商

bigHead 公司在產製的零件和組裝作業方

面為海事產業提供效率並節省成本。該公

司的隱藏式扣件緊固方案可以應用到高

度安全的嵌板組裝作業或是零件與嵌板

接合的作業，幫助船艇製造商降低花費以

及船艇建造的難度。此多樣、可靠且節省時間的扣件提供的規格為 316 海

洋等級不鏽鋼標準款式。從動力艇、豪華遊遊艇、噴氣式推進船、硬殼船

到衝浪板，此扣件產品在海事產業的應用廣泛且深獲業界實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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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德強攻歐美扣件 
擬買德企業 2成股權 

世德

公告擬投

資 200 萬

歐元（約合新台幣 7024 萬元），取

得德國 BusinessPark Fuggerstrase GmbH
公司 18% 到 20% 股權，為拓展歐

洲業務擴張預作準備。

法人指出，世德已拿到 2017
年 TOYOTA 在北美市場特定車型換

新零件案子，零件供應可再延續

7 年到 8 年。世德持續布局電動

車應用，法人預期去年電動車占

世德整體業績比重，可落在 7.5%
到 8% 之間，世德可望搭上特斯拉

（Tesla）新款 Model 3 銷售成長力道。

法人指出，世德已取得賓士

訂單，持續打進福斯（VolksWagen）
和戴姆勒（Daimler）供應鏈，供應

福斯相關產品去年底試樣，今

年可望開始出貨。世德供應奧迪

（Audi）Q5/A3 使用的車頂行李架

固定鋁質扣件，持續小批試量中，

由於生產過程繁雜，研究發展自

動化生產線。

Stanley Black & Decker將
併購Newell Brands的工
具事業 

標普 500 大產業廠商 Stanley 
Black & Decker 宣 布 已 經 跟 Newell 
Brands 達成協議將以 19.5 億美元

現金併購 Newell Brands 旗下工具

事業，這包括 Irwin® 和 Lenox® 等

品牌在內的產業用切削工具、手

工具和電動工具零配件等。Newell
工具是業界領導者之一，擁有眾

多品牌和產品品項，可與 Stanley 
Black & Decker 原有產品高度相輔

相成。Newell 工具的加入可以進一

步強化 Stanley Black & Decker 在 全

球工具產品事業可提供的項目和

服務領域。Newell 工具生產據點遍

布全球、在其服務市場維持著強

健的經銷關係，在全球共有超過

2,500 名員工。此併購案預計會在

2017 上半年正式完成。

美國Monomoy Capital Partners出售 ContMId Holdings, Inc.
給義大利 Agrati集團 

專注於對中級市場廠商進行價值投資

和業務改善的美國私募基金公司 Monomoy 
Capital Partners ( 簡 稱 Monomoy) 宣 布 已 經 將

ContMid Holdings, Inc. ( 簡稱“ContMid 或 “CMG＂) 出售給其義大利競爭者 A.Agrati, S.p.A.，詳細

金額未公開。CMG 的出售預計會對 Monomoy 和投資者創造出高達 4 倍的投資報酬率。CMG
是針對汽車廠商、第一級汽車供應商和工業製造商設計、製造和經銷客製化精密金屬扣

件的市場領導者。該公司生產汽車系統 ( 包括抑制系統、氣囊、門類五金、行駛控制系統 )
用內外螺紋螺栓、螺絲和相關產品。CMG 是北美 Taptite® 和 Torx® 產品和輪胎螺帽的領導

供應商。該公司總部位於伊利諾 Park Forest 並在美國中西部有 6 間製造廠。

美國 OMG Roo�ng兩座全新倉儲中心正式啟用 
為了支持加速在亞洲和歐洲國際銷售的成長，OMG Roofing 

Products 分別在荷蘭鹿特丹和中國上海設立了全新倉儲中心。兩

座全新的倉儲中心皆位於該區中心地帶，讓 OMG 可以快速供應

產品給關鍵市場中的屋頂材料承包商和 OEM 夥伴。兩座倉儲中心

將庫存各種販售至當地市場的產品，包括扣件和板材、工具、管材、絕緣黏著劑等產品。

總部位於麻州 Agawam 的 OMG Roofing Products 是商用屋頂材料 ( 像是專用扣件、絕緣黏著劑、

管件等工具 ) 的全球性領導供應商。

大國鋼台灣上櫃掛牌 股價衝高 20%  

專注於國際扣件通路大成國際鋼鐵（8415，簡稱大國

鋼）在台灣掛牌上櫃，每股承銷價 15元，開盤即衝上18 元，

漲幅達 20%。大國鋼 2016 上半年營收為 52.87 億元，營業

利益 3.39 億元，淨利為 1.69 億元，每股稅後盈餘 0.28 元，

較 2015 年同期增加 0.01 元。大國鋼以規模經濟為主軸，

搭配便利網路下單工具，將美國每日營業額 19 萬美元，

逐步擴展至每日 80 萬美元的規模，更於 2013 年 10 月購併全美最大碳鋼扣件通路商 PFC
公司，確立美國大國鋼在扣件通路領域的領導地位，目前大國鋼公司全球單日營收可達

130 萬美元以上。

台灣螺絲帽 砸 3億飛向航太
被稱為「隱形冠軍」的螺絲螺帽產業，近年從一般五金零組件，逐漸轉變成汽車、航

空、軌道等螺絲釘，朝高值化邁進。不過，因應歐盟撤銷對中國課徵的反傾銷稅，競爭加劇，

經濟部宣布推出 NICE 升級研發輔導計畫，提供最多五成研發經費補助，政府投入經費預

計超過三億元。工業局副局長呂正華說，傳統螺絲螺帽給人五金零組件的印象，近年改

頭換面，如應用在軌道上，固定鐵路軌道枕木，目前台鐵、北捷都已採用國產螺絲。應用

在汽車領域上，也有業者打入歐系車 Audi 奧迪供應鏈，固定車頂行李架。呂正華指出，豐

達科也打入奇異供應鏈，提供固定飛機發動機（引擎）等螺絲螺帽，技術難度與精密度都

要求較高。「雖然螺絲螺帽並不起眼，但是卻對飛機安全扮演重要角色」。像是長榮、華

航等飛機，都有機型採用奇異的發動機，因此國產螺絲也出了一分力。

日本八幡公司在中國的新據點舉辦啟用儀式

八幡公司在中國開設的新據點將八幡機械（蘇州）有限

公司、雅哈達金属（上海）有限公司蘇州分公司與勝浦倉庫統

合在同一個地點。9 月 7 日，該公司邀請顧客、協力公司、金融

機關等等 420 位人士，在蘇州的某間旅館舉辦開業儀式。此新

據點會是該公司在海外五個分支的母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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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Sanko Techno公司開
賣新的後施工錨栓接著劑

Sanko 
T e c h n o 
Co.,l td. 開

發出無機

注入式卡

匣型接著

系後施工

錨栓「Seismic Eco-Filler」接著劑。該產

品和既有的無機產品相較之下，透

過定量管理的獨家配合材料以及簡

易的調配方式 ( 申請專利中 )，可實

現安定的產品品質。不管是橫向或

朝上注入，材料不會軟塌，對於插入

的錨栓的阻抗程度小，所以即使是

長錨栓也能用手順利插入，提高施

工效率。

日本螺絲經銷商 TOUYO
在伊奈町新設總部 

Touyo Screw Co., ltd. 公司 2016 年五

月開始將總部從上尾市移轉到伊奈

町並開始營業。該公司除了經銷螺

絲之外，甚至引進日本 Shimakyu 公

司的工具、焊接材料等等產品，擴

充展品陣容。新總部占地 2,270 平方

公尺，建築體占地 1,524 平方公尺。

採用一整層樓的倉庫，讓撿料的作

業更效率化。庫存的螺絲產品高達

2 萬個品項。

日本Mitsuchi(三ツ知 )
公司在名古屋證券交易
所興櫃，5年後營業額衝
150億日圓 

已在東京證券交易所上櫃的

汽車扣件製造大廠Mitsuchi 公司在

2016 年 8 月 25 日發表了中期的經營

計畫。該公司正式進軍九州和海外，

目標是在 2021 年讓營業額漲幅比

2016 年多出 12% 達到 150 億日幣。此

外該公司也在 2016 年 9 月 1 日於名

古屋證券交易所興櫃，此次在名古

屋興櫃是為了提高在日本中部的知

名度並留住年輕人才。

日本上櫃螺絲大廠日東精工的汽車

相關事業表現穩健 

日東精工在

北美、東南亞推

出的 汽 車專用

螺 絲 緊固機銷

售穩健，吸收掉

了匯率的差損。

切換生產線造

成的特殊損失已透過出售投資有價證券來補償，

最終利潤增加。日東精工未來將擴大住宅和汽車

專用的產品。

日本扣件暨零件廠Mizuki公司戮
力拓展海外事業 

Mizuki Co. Ltd 公司為開展海外事業，除了定期

導入設備之外，也導入庫存管理。2016 年導入零件

成型機「NP-100」( 中島田鐵工所製 )，開發 7 台圖像

篩選機和 10 台零件給料機。在海外事業的發展

方面，該公司與美國矽谷接觸，和智慧手機製造

商有直接的往來。2 月將員工送往德國技術研修，

7月接受當地大學與東京當地大學生前來公司共

同研修。此外也將 RoHS、REACH 的品質證明書外文

化，努力構築海外事業。

日本橋本製作所取得ＪＩＳ建築構
造專用錨栓認證 

橋本製作所已

取得了ＪＩＳ建築

構 造 專用 錨 栓 的

認證。認證的標題

是「JISB1120: 建 築

構 造 專用 雙 頭 錨

栓 套 組 (ABR400 與

ABR490)」，登記的範圍是公制粗牙螺紋 M16~M30 
( 可以鍍鋅加工 )，從 2016 年 12 月開始出貨。該公

司除了製造 L 型、J 型、雙頭、單頭錨栓之外，也

生產建築專用的各種彎折加工品、螺栓、螺帽。

日本竹中製作所在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設立螺栓加工廠，供應給當地石油廠 

防鏽螺絲製造商竹中製作
所在 2016 年 11月 17 日宣布已在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設廠。該公司
投資 3 億日幣建設專為螺栓與

螺帽做鐵氟龍等等塗佈加工的工廠，供應給當地石
油廠。預測 5 年後的營業額可達 10 億日幣。

該公司在拉斯海瑪國 ( 大公國的成員國之一 )
投資了 1.16 億日幣設廠。當地的投資公司出資 51%，

竹中製作所出資 46%，供應表面處理
材料給竹中製作所的日本 GSI Creos
公司出資 3%。工廠佔地 632 平方公尺，
從日本運入自動化產線，2017 年 2 月
開工。由於竹中製作所對製油公司
和核電廠日本國內客戶的銷售成長
不樂觀，所以急需開拓海外市場。

韓國扣件大廠 KPF預告
海外據點將脫離赤字 

韓國 KPF 公司是建築、重機、汽
車零件專用扣件製造商。2012 年，該
公司為拓展海外事業，在海外同時
設立數家公司。但針對西班牙和印
尼子公司投資的成本讓公司的負債
率變高，2014 年出現營業赤字。

為讓事業正常化，該公司對赤
字最高的西班牙和印尼子公司進行
清算，決定將事業集中在韓國總公
司、中國分公司和越南分公司上。
隔了五年後的今年，海外子公司出
現了脫離赤字的希望。尤其是越南
子公司 2016 年上半年的營業利潤就
有 22 億韓元，比 2015 年同期的赤字
11 億韓元高出許多，2016 年上半年營
業額達 225 億韓元，比 2015 年同期
的 190 億韓元增加了 18%。

專門生產汽車零件的中國子公
司也正在減少虧損，減少的幅度超
過六成，預計 2017 年可以脫離赤字。

韓國 Sunil Dyfas公司打
入世界市場 

Sunil Dyfas 公司過去 25 年來生產
汽車扣件與冷鍛產品。在 1990 年代
初期韓國國內無法自行生產汽車螺
栓的狀況下，該公司將線材、模具
製造技術、生產技術、設備都國產化，
改善單價，向國內的整車與主要零
件製造商供應產品。

該公司每個月生產超過 1,200 項
產品，開發迅速，交貨穩定。2015 年，
該公司被「現代 Glovis」公司評選為優
秀廠商，且自 2013 年起連續 4 次被
通用汽車評選為優秀廠商。此外，為
了在中國與美國這兩個全球最大的
汽車市場中增大營業額，該公司擴
大了位於中國的工廠並且在墨西哥
設廠。以成為全球化零件製造商為目
標，為各國提供客製品，對既有的顧
客提高供應量並開發新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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