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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中國扣件銷售額可達 780億 
/ 2023年全球扣件需求將達 1200億
美元

相關市場報告公布前，預測 2017 年全年中

國緊固件歸口統計的經濟指標完成區間：銷售

額約在 760-780 億元，同比增長 3-4%; 產量可達

740-750 萬噸，同比增長 2-3。

據報導，在第十三屆中國緊固件經濟貿易

與技術洽談會上，專家根據 1-10月的數據顯示，

預測 2017 年全年緊固件歸口統計的經濟指標

完成區間：銷售額約在 760~780 億元，同比增長

3~4%; 產量可達 740~750 萬噸，同比增長 2~3; 出

口銷售額接近或突破 50 億美元，同比上升 5~6%;
進口產量約 285 萬噸左右，同比增長 2% 左右 ;
進口額約 32 億美元左右，同比增長 8% 左右 ;
進口量約 31 萬噸左右，同比增長 6.5% 左右。

2016 年全球工業緊固件銷售量達 829 億美

元的規模。根據美國市場研究公司 Grand View 
Research(GVR) 工業緊固件市場報告，到 2020
年全球工業緊固件市場將達 1040 億美元，2023
年需求將達到 1200 億美元。世界緊固件需求約

在平均 4-5% 增長。

中國緊固件協會前會長馮金堯 : 大陸
緊固件轉型仍有很長的路要走 

中國機械通用零部件工業協會緊固件分會

前會長馮金堯先生指出，大陸 2016 年緊固件進口

約 32 億多美元，進口重量約 31 萬噸，且多屬平均

單價在 10.3 美元左右的高端緊固件。另外在出口

方面，大陸 2016 共出口約 398 萬噸緊固件，出口金

額約 63 億美元，平均價格在 1.582 美元 / 公斤。

不過馮前會長也提到，大陸整體緊固件產

業雖然積極朝轉型升級和科技創新之路發展，

但仍然面臨到原料品質、生產技術和專業人才

等層面問題。他建議，大陸產業不僅要做大做

精，擴大市佔率，也要朝更小更精密的零件發

展，才能促進整體扣件產業的健康發展。目前

大陸緊固件產業的轉型升級仍有很長的一段路

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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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五地區螺絲
協會交流大會 各
區理事長樂觀看待
未來市場 

來自台灣、香港、

中國、韓國和日本的螺

絲協 會代 表 2017 年 10
月 20 日在日本札幌舉辦

五地區螺絲協會交流大

會，超過 100 名賓客出席。此次主辦單位日本螺絲協會會長椿省一郎在

致詞中表示，希望能藉由會議的舉辦，增進彼此的了解與情誼 。會中各

區代表也分別報告當前區域產業發展現況。

台灣螺絲公會張土火理事長表示 2016年五區螺絲總出口達476萬噸，

佔全球總出口量 53%，出口值達 120 億美元，佔全球 35%，顯示五區螺絲

供應鏈在全球扮演重要角色，同時呼籲摒棄低價競爭追求永續發展。

日本螺絲工業協會國際委員長大川克良表示日本經濟已逐漸轉好，

2016 年日本螺絲產量 301 萬噸，較 2015 年增加 4.2%。加上 2020 年東京奧

運舉行在即，預計將帶動市場需求。

中國通用零部件工業協會王長明常務理事長表示去年中國螺絲產

量 740 萬噸，增加 2%。中國螺絲產業未來的出路就是按照「中國製造

2025」方針、往創新升級邁進。

韓國螺絲工業協同組合鄭漢成理事長表示，目前企業投資回溫、景

氣好轉。不過受保護主義、美國利率調升和東北亞情勢不安影響，不確定

性仍在。

香港螺絲協會主席胡惠儀表示今年經濟已有起色，在科技進步、企

業轉型和綠色智慧製造政策推動下，未來螺絲業未來發展可期。

上海大學與海鹽共建緊固件產
業創新平臺

12 月 17 日，“中國內燃機學會新

材料與表面技術分會＂成立大會暨“上

海大學—海鹽緊固件產業創新平臺＂

簽約儀式在海鹽舉行，海鹽與上海大

學聯手，將共同搭建緊固件產業創新

平臺，提升海鹽緊固件產業層次和促進傳統企業轉型升級。

 “上海大學—海鹽緊固件產業創新平臺＂簽約三方為海鹽縣人民政

府、上海大學、於城鎮人民政府，首期合作期限暫定五年。平臺下設“一

中心一基地一公司＂，即技術服務中心、緊固件孵化基地、浙江海鹽緊固

件研究院有限公司，公司註冊在於城鎮。

該平臺將為緊固件製造流程的優化、檢測技術的提升、行業標準的

制定等方面內容提供服務，進一步促進海鹽緊固件行業的升級換代，搭

建更高水準的國家級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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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達編輯部 / 整理 常熟市常力緊固件有限公司科學技術協
會成立

11 月 24 日，常熟市常力緊固件有限公司企業科

協正式成立。會上，通過了企業科協章程，選舉並

產生了公司科協第一屆委員會成員 9 名，並由公司

總經理包正芳擔任科協主席。

公司總經理、科協主席包正芳在會上作了重要

講話，並就企業科協成立後，圍繞科技創新、產品研發、企業對外協作，管理措施、企業發展

方向、成立科協後打算，如何發揮員工的作用、措施等幾方面的內容提出了工作要求和希望。

常熟市常力緊固件有限公司是一家規模骨幹科技型企業。近年來，公司不斷投入人力、

財力和物力進行技術改造和項目研發，自主研發新工藝、新技術、新產品，共立項 35 個。在

加強創新的同時，公司智慧財產權意識也不斷增強，至目前為止，該公司已獲得 11 項實用新

型專利、受理發明專利 9 項。2016 年認定省高新技術產品 1 項 , 並成功申報江蘇省“高新技

術企業＂。

北美汽車零部件採購服務中心”落戶”溫州 
日前在上海舉行的中美汽車售後市場合作平臺聯合

發佈會上，溫州市汽摩配行業協會成為中國首批獲得授

牌的“北美 NAAP 汽車零部件採購服務中心＂之一，這

標誌著溫州市汽摩配產業將加速佈局北美和國內兩大售

後市場。 　　　

據了解，溫州市汽摩配行業協會的會員企業中有

3000 餘家汽車零部件生產企業，產品涉及 15 大類 5000
多個系列品種，涵蓋了汽車傳動系統、操縱系統、行駛系

統、發動機部件、電器儀錶、通用件和汽車用品等各領域零配件。下一步，溫州市汽摩配行業

協會將與全球最大的汽車後市場——北美汽車後市場，建立戰略合作夥伴關係。雙方不僅

在供銷管道上進行合作，且將在後市場新業態領域內開展深度合作，通過資源整合、優勢互

補，打破企業原先單打獨鬥的合作模式，進一步開拓國際市場，達到雙贏的目的。

史特牢聘請技術專家研發新鋼種，製造最佳性能防鬆墊圈 
隨著工業技術的不斷發展，

製造技術的創新也在突飛猛進。

史特牢企業為了強化競爭力，特

聘行業數名專家組建團隊，對各

種鋼材牌號、成份及性能進行研究，並在試驗室通過疲勞、拉伸、屈服、環境及溫度等測試

方法，來瞭解不同牌號的鋼材及一些改良成份後的特定鋼材，在被製成防鬆墊圈後的測試表

現，通過測試結果來判斷確認不同鋼材所製造出防鬆墊圈的最佳效果！

史特牢墊圈產品大部分採用優鋼及特種鋼材生產，由於近年來中國鋼鐵、寶鋼、鞍鋼的

煉鋼水準已大幅提升，常規牌號的優鋼及特鋼已經可與日本及歐美鋼鐵進行品質比較，並已

開始大量出口歐美，史特牢於 2016 年初開始便已停止從日本進口鋼材，與寶鋼及鞍鋼公司合

作簽定供貨協定，後續防鬆墊圈系列產品將全部採用寶鋼及鞍鋼一級母材料壓延！

通過對鋼鐵牌號和成份及產品的應用研究，為了讓產品具有更高的適用性，史特牢的專

家顧問團隊與鋼廠一起研發改進，將一些現有鋼鐵牌號中的部分成份進行了調整，從而讓鋼

鐵成品在特定環境中能達到最佳的效果！

史特牢在測試方面的設備投入總值接近 1000 萬，購買用於測試用的螺栓、螺母及內部

生產的防鬆墊圈用來測試的樣品，每年的測試成本在 RMB 40 萬以上，內部技術團隊加上外

聘專家，每年投入用於墊圈技術產品開發的費用至少在 300 萬以上！每向前一步，都有史特

牢人巨大的付出！

目前史特牢墊圈已被大連船舶工業、韓國現代重船、日本川崎重工造船採用！DNV 挪

威船級社認證已正式申請認證中！

史特牢聚焦客戶，不斷進行技術創新和墊圈產品應用研究，讓使用者選擇放心、使用

安心！我們堅持關注開始、關注過程、關注結果、專心做產品、用心做實業，未來的史特牢

SZJYD-LOCK 品牌防鬆墊圈將走得更遠、走得更穩！

中鋼調整 2018年第一季
內銷鋼品盤價

根據中鋼公司於 106 年 11
月 24 日召開的第一季內銷鋼品

訂價廠盤會議，考量到明年全球

經濟成長仍將加速擴張。臺灣

受惠出口暢旺，工業生產穩定走

強，主計處預測 2018 年經濟成

長為 2.27%，優於 2017 年表現。

因此做出以下決議：

項目
平均調整金額
(元 /公噸 )

鋼板 +455
棒線 +641
熱軋 +214
冷軋 +0

電鍍鋅鋼捲 +0
電磁鋼捲 +0

熱浸鍍鋅鋼捲 +100

日本螺絲工業協會報告
2016年日本螺絲產業現況 

日本螺絲工業協會國際委

員長大川克良日前代表協會發

布 2016 年日本螺絲產業生產和

進出口狀況。在螺絲生產方面，

2016 年 共 生 產 3,010,056 噸，相

較於 2015 年增加 104.2%。生產

額達到 8,510 億 9,000 萬日圓，比

2015 年增加 102.7%。

在螺絲出口方面，2016 年共

出口 327,717 噸，比 2015 年增加

104.2%。出口額達到 2,685 億 300
萬日圓，比 2015 年增加 97.1%。

在螺絲進口方面，2016 年

共進口 228,744 噸，比 2015 年增

加 98.0%。進口額達到802億 8,900
萬日圓，比 2015 年增加 87.2%。

大川先生表示，日本經濟

狀況正在不斷復甦，已逐步接

近雷曼衝擊前水準，螺絲行業

也呈現恢復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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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Precise Gauge公
司開發出輔助固定具，
改善緊固作業效率

製 造 光 學 量 測 機 器 的

Precise Gauge 公司開發並販售

一款名為「內抓環 (Inner Grip 
Ring)」的輔助固定具。有了它，

用戶不需取下螺絲就能安裝或取出零件。將鑿好孔且裝

上內抓環的零件裝好，用螺絲旋緊，內抓環就會擴張壓

住孔穴的內側並固定住。用戶轉鬆螺絲時，壓力就會減弱，

如此就能取下零件，因此能預防螺絲遺失或從高處掉落，

改善作業效率。

日本新和電鍍研發出 20倍抗蝕能力的「新
和 ZiNT」鋅鎳合金電鍍技術

新 和 電 鍍

工業公司 (Sinwa 
Mekki) 的「新和

ZiNT」是與美國

Pavco 公司技術

合作的產物。此

電鍍技 術採用

雙層結構。下層

是耐蝕力比鋅

電鍍高出 10 倍的鋅鎳合金電鍍層，上層再追加 Pavco 公

司研發的「Topcoat」塗層。耐蝕力提升到 20 倍，可抗鐵鏽

蝕長達 2 千小時，抗鋅鏽蝕長達 1 千小時。這也是日本業

界首度引進美國頂級表面處理公司的 Topcoat 塗層。

日本緊固件企業營業額走揚

日本媒體調查了 13 家緊固件上

櫃企業的 2017 上半財務年度的業績

表現，發現多數企業營業額表現走

揚，但利潤仍有隱憂。在營業額方面，

所有 13 家都出現成長。在以往的調查當中，營業額降低

的家數雖較多，但這次反而是營業額增加的企業佔據了

絕對的大宗。

在營業利潤方面，7 家出現成長，6 家出現減少，比

上次的調查多了 1 家成長的企業。然而這也代表 13 家營

業額都上升的企業當中，營業利潤減少的企業數與上一

次的調查相比之下上升到了接近半數。

在經常利潤方面，成長的企業有 9 家，減少的企業有

4 家，代表經常利潤的表現比營業利潤還要好。與上次的

調查相比，經常利益的表現有了改善。在淨利潤方面，成

長的企業有 7 家，減少的企業有 6 家，這狀況正好與上次

的調查結果相反，代表淨利潤的表現有了改善。

總體來說，營業額、營業利潤、經常利潤、淨利潤的

表現都良好。但利益的表現沒有跟上 13 家營業額全都增

加的氣勢。這可能是因為材料成本高的緣故，但所幸日

本機械產業表現良好且又有基礎建設投資在後方支撐，

所以並沒有出現營業額減少的狀況。今後，利潤率的改善

是日本緊固件業的重要課題。

韓國緊固件工業協同組合報告 2016韓國扣件產業現況
韓國緊固件工業協同組合國際

交流委員長李廷祐日前對韓國 2016
年緊固件產業發展現況進行摘要報

告。2016 韓國國內緊固件生產量為 103 萬噸，8 成以上應用於汽車生

產。2016 年韓國緊固件進口金額為 4 億 9,300 萬美元，較 2015 年減少

16.6%。主要進口來源國為中國、美國、日本、德國和英國，其中中國

和美國就佔了 58%。2016 年韓國出口金額為 9 億 110 萬美元，較 2015
年增加 19.7%。主要出口目的國為中國、美國、印度、日本和墨西哥，

其中國和美國佔比將近一半。進出口部分明顯都偏重中國和美國。

李委員長表示，2016下半年起，交易和投資活動都呈恢復跡象。

韓國經濟在 2017 上半年在建設投資和出口上皆有成長，但受北韓問

題和國際情勢影響下，世界經濟的後續發展仍有待觀察。

美國 Optimas拓展日本市場 
緊固件、C 類零件和供應鏈解決方案供應商 Optimas 宣布在日

本設置新倉儲廠房，以拓展日本市場。

新拓展計劃讓 Optimas 可以提升對日本客人的在地支援，提供

便利的單一管道來服務每一種零組件或供應要求。

全新的廠房將在 11 月底啟

用，且將立刻投入支援代工廠客

戶的工作。位於上尾市的地點將

扮演當地存貨倉庫的角色，並由

Optimas 的全球後勤物流系統

進行支援，提供客戶中央的零組

件的來源並改善供應強度。

Optimas 歐洲 / 中東 / 非洲 / 亞太區董事長 Dan Jack 針對此次

拓展計劃評論表示 : 「身為一家企業，我們把全球供應和在地支援

融合在一塊，因此這次在日本市場的拓展計劃讓我們和客戶都深受

其惠。搭配我們專業的人員和在地供應系統，我們可以強化服務並

持續提供我們客戶所期待的效率、服務和成本優勢。」

美國 Threaded Fasteners公司併購 Bolt & Nut公司
Threaded Fasteners 公

司透過在 1 月 5 日併購坦

帕市的 Bolt & Nut 公司，

將事業 延伸到佛州。交

易的細節並未公布。Bolt 
& Nut 公司 的 工 廠占 地

4.5 萬平方英尺，銷售辦

公室占地 5 千平方英尺。

Threaded Fasteners 公司最近才剛併購喬治亞州的 Stateline Fasteners
公司以及密西西比州某家公司的倉庫，這次新併購會再帶來新一季

的事業成長。

Threaded Fasteners 公司成立於 1979 年，庫存品有 4,200 萬件，在

阿拉巴馬州、佛州、喬治亞州、密西西比州、奧克拉荷馬州和田納西

州都設有據點。員工數有 140 人，供應產品給發電廠、化學、電力、商

船、建築、不鏽鋼製造、金屬建築等等產業。

美國 Threaded Fasteners Inc.併購 Stateline Fasteners
專注於鋼鐵緊固件生產、客製包裝和經銷的美國 Threaded Fas-

teners, Inc. (TFI) 公司最近併購喬治亞州的 Stateline Fasteners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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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aded Fasteners, Inc. 董事長 Billy 

Duren 表示 :「Stateline公司的整個團隊將
加入 TFI位於田納西州的團隊一起共事，
以服務我們持續拓展中的田納西和北喬

治亞州市場。Stateline的團隊成員可替我
司帶來更多知識經驗。透過新的客戶群，

我們期待在該區更加拓展業務範圍。」

成立於 1979 年的 TFI 在 2017年歡
慶成立 38年，且該公司也持續拓展據
點和進行新投資。擁有超過 140名員工，
Threaded Fasteners有廣達 181,000平方英
尺的倉儲，在阿拉巴馬、密西西比、佛羅

里達、奧克拉荷馬和田納西州存有超過

4,200萬庫存件滿足全球客戶需要。

MRO經銷商 Fairmont Supply公司
併購美國緊固件經銷商 THB公司

Fairmont Supply公司宣布併購了位於
美國鹽湖市的緊固件經銷商 THB公司，
交易的內容並未公布。THB公司也是成套
發料、包裝和品管的服務提供商。該公司

成立於 1986年，存有 40萬件產品，在 2004
年通過核能產業的 ASME NQA-1認證。
THB董事長兼最高執行長 Corey Bell 表
示被併購後會持續領導鹽湖市的據點，博

伊西據點的 John Plazier經理也會留在原
位。這兩個據點將會被併入 Fairmont Sup-
ply公司負責西部的團隊。

美國 Tacoma Screw公司在愛達
荷州設立第 20個據點

緊固件經銷商 Tacoma Screw公司持
續在全美增加市佔，最近在愛達荷州的考

德威爾市啟用了第 20個據點。該據點占
地 1.2萬平方英尺，存有 4.5萬個品項，它
未提供的品項則可以從公司占地 6.5平方
英尺的經銷中心運送過來，隔一個工作天

就能送到。它是該公司在愛達荷州的第四

個據點，其他州內的據點位於博伊西、特

溫福爾斯和愛達荷佛斯市。它也是公司在

兩年內開設的第三個新分支。

美國工具大廠史丹利在約克縣設立新據點

全球最大級工具公司之一的史丹利公司 (Stanley 
Black & Decker)將會在約克縣啟用新的製造廠，預計會
花費 3,100萬美元的投資額並創造 500個職缺。史丹利
是多樣化的全球性供應商，提供手工具、動力工具、相關

配件、電子安全產品和緊固件產品。它這次將設立 34.5
萬平方英尺的廠房以生產和組裝 DEWALT無線動力工具，該廠將落腳在美國南
卡羅來納州米爾堡市的 Lakemont工業園區。

ASG自動給料機增加生產力與品質
ASG是組裝與自動化領域的世界級領導廠商，該

公司推出了將自動螺絲供給機與螺絲起子二合一的機

器。這台頂級自動給料機可降低生產的時間並確保品

質。該機會自動將螺絲從給料盤送到螺絲起子上。螺

絲在工件上的定位和緊固作業是半自動化的，操作員不

需要手動撿起螺絲。它可搭配的工具包括扭力起子、角

形起子、電動 /氣動離合式起子。

產品經理 Tim Haper表示：「我們有些顧客用了之後說循環週期減少了40%，
品質也大幅提升。此自動化機器使用容易，安全性和人體工學設計都更上一層。

它也能更容易整合進現有的產線。」

該機共有兩種機型，分別是前進式進程和伸縮式，兩者都能提供順暢且安靜

的製程。前進式進程是用於可觸及範圍有限的狀況，適合「不接觸到表面」的用途。

伸縮式是用於標準的用途，允許操作者控制最終的螺絲高度。除了這兩個機型之

外，還有其他諸多的設定可以適配任何用途。

螺絲鬆脫可能是造成美國海軍獵鷹
式攻擊機迫降的主因

美國海軍一架 AV-8獵鷹 II式攻擊機曾
在 2016年的跨國飛航訓練中遇到嚴重的引
擎失靈，起飛不久便迫降卡羅萊納州的海平

面上，迫使訓練中斷。根據最近新取得的指

揮部調查報告，事故可能是因殘骸損傷了引

擎，而指揮部懷疑罪魁禍首就是一支帶有

5/16英吋六角螺栓頭的螺絲。這場不幸的意外總共為海軍帶來超過 6,400萬美金
的損失，包括一整台獵鷹機和機上裝載的外掛靶包。

獵鷹機的維修團隊認為很可能是該螺絲卡在邊界層門上有一段時間，時長則

已不可考。駕駛剛起飛時還很正常，但沒多久，在飛越大西洋時，就聽到不尋常的

重擊聲。駕駛覺得有疑，就做了儀器的檢查，接著就聽到第二次和第三次的重擊聲，

而且更大聲。駕駛回憶說：「這次重擊聲變得更猛，我感覺整台戰機都在顫動。」此時，

推進器也沒反應了。戰機就在大西洋上距離威爾明頓機場東南方 12英里處的海
平面上迫降。

調查報告說要針對可能造成引擎失靈的那支螺絲做進一步調查，並提到可

能是維修和前置檢查作業所做的變動造成了此事故。

美國 Fastenal博物館開館展
示創業的起源

1967年 11月 28日，一家小間的
五金店在明尼蘇達州的威諾納市開

業。50年後的今日，Fastenal公司已
是 <財富 >雜誌點名的世界 500強
企業，也是北美最大級緊固件經銷

商，供應螺帽、螺栓、螺絲等等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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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威諾納市民和台灣人民。Fastenal公司邀請威諾納市民來參觀這間見證了
公司源起的磚瓦店鋪，它現在是一個博物館，承載著公司的故事和早年的手

工品。這間博物館目前免費對外開放。訪客可在館內看到創立人 Bob Kierlin
滿富創意卻未成功的五金販賣機原型，還有 1980年代 Fastenal分店的經典
復刻樣貌，以及一系列公司曾產製的古怪緊固件與零件。

Omnes Capital資產公司投資法國 Aero Negoce 
International公司

Omnes Capital公
司透過一項價值 1,170
萬美金的投資獲得了

Aero Negoce Interna-
tional (ANI)公司的少
數股權。ANI公司在
1993年成立於法國貝
濟耶鎮，是一家專攻

航太產業的扣件經銷商，其主要的客戶是空巴與達梭等等飛機製造商，以

及 Zodiac、Safran等等供應商。該公司有 25名員工，截至 2017年 6月的年營
業額達 1,600萬歐元，同年上升 17%。

ANI公司的高級主管表示：「透過簽訂長期的供貨合約，我們的成長非
常快速。我們的產品與服務品質，以及組織結構的彈性，都讓我們很有競爭

力，也促使製造業公司 (尤其是國際性企業 )增加與我們簽訂的合約。基於
這些原因，我們決定與 Omnes Capital資產公司合作。」

瑞典 Indutrade併購荷蘭 Tradinco Instruments 
瑞典 Indutrade於 2017年 12月 22

日簽訂協議併購荷蘭 Tradinco Instru-
menten-Apparaten B.V.公司的所有股
權。協議在當天市場收盤後簽訂。

Tradinco Instruments成立於 1963年，專門設計、製造和經銷工業應用
和實驗室用測試和校準設備。 該公司的全球客戶來自各式產業，像是電子、
化學、發電和醫療技術。Tradinco Instruments有約 30名員工，年銷售約 700
萬歐元。

交易案於 2017年 12月 22日完成，之後 Tradinco Instruments將被納入
Indutrade的特殊產品部門。併購案預期對 Indutrade的每股盈餘產生外溢的
正面效益。

Würth集團銷售和營運結果創新高
銷售成長 7.5%達到 127億歐元創新高。

-營運結果也創新高

-電子商務比例也持續成長

根據初步的年度財務報告，Würth集團 2017年的銷售量達 127億歐元 (前
一年為118億歐元 )。成長率達 7.5%。若加入外匯影響，成長來到 7.9%。尤其是，
東南歐廠商的成長非常活躍。有關於各業務領域，電子和製造都顯示標準之上

的成長率。

根據初步計算，新營運結果紀錄預計會達到 7.6至 7.7億歐元。這比前一年
的紀錄 (2016年 :6.15億歐元 )還要增加很多。對這樣初步結果感到很滿意的
Würth集團管理委員會主席Robert Friedmann表示 :「這些數據表現激勵我們，
同時也證明我們在執行多管道策略時一直在正確的道路上。電子商務的動能持

續增加，因此透過我們為客戶需求所訂作的發展和服務，我們可以持續掌握市場

趨勢的變動。我們必須確保速度、可靠度和效度。這些方面對我們客戶來說很重

要。」2017年，電子商務的銷售成長將達到平均數值上的 19.3%。

Würth集團接手 Liqui Moly
Würth集團透過從管理夥伴 Ernst Prost買

下所有股權，打算接手位於 Ulm的 Liqui Moly 
GmbH，已自 2018年 1月 1日生效。透過此交
易，Würth集團將成為高品質潤滑劑、引擎油、
添加劑和其他車用保養產品製造商 Liqui Moly 
GmbH的獨立持有者。Würth集團將在 Würth
內以獨立品牌和獨立公司的模式繼續運作

Liqui Moly。2016 年，Liqui Moly共聘僱 800 名
員工，銷售額約 5億歐元。交易案仍須獲相關
主管機構同意。

為確保長期管理的持續性，Ernst Prost將
在出售其持股後繼續擔任 Liqui Moly總經理。
此外 Liqui Moly銷售部主管 Günter Hiermaier
也將被指派為第二總經理，並自 2018年 3月 1
日生效。Günter Hiermaier和 Ernst Prost將共同
組成 Liqui Moly的管理團隊。

義大利 Dimac搭上歐亞緊固件產業
轉型列車

在上一期惠達

雜誌中，Dimac提到
跟台灣恒耀集團建

立多方夥伴關係，這

也是義大利企業強

化在亞洲品牌聲譽的重要腳步。

對全球發展的責任衍生出我們 2018年的
全新發展規劃。汽車扣件和金屬部件世界級的

製造商恒耀國際也已經向我們採購兩套全新

100%檢測和篩選系統。

恒耀國際董事長吳榮彬先生表示 : 「Di-
mac安裝於我們德國夥伴公司 Eska Automotive 
GmbH Chemnitz廠的 MCV3和 MCV1機型完全
符合對鋁部件檢測的要求，且實際上更超出期

待的要求。全新的 MCV3和 MCV1系列相同機
型也將在 2018年第一季安裝於我們的廈門廠。
考量到我們 80%的營收都是汽車相關，40%的
銷售來自歐洲，30%分別來自亞洲和美洲，投資
100%檢測技術對我們來說在策略上相當重要。」

全新的 MCV1和 MCV3轉盤機型是特別
設計來控管供應給汽車代工和階級供應商緊

固件的品質。MCV1是開發來偵測 M4-M10部
件的瑕疵，頂部和側邊配有 2具數位相機，整
合最新影像軟體，執行特殊檢測參數，像是螺

紋品質和裂隙。MCV3適合用於 M8-M16部件
且相較於MCV1，其附有額外的側邊相機來捕
捉較大型部件。新一代渦電流站也會有與提供

給 Eska設備相同的功能，大幅度改善熱處理控
制和裂隙偵測。.

Dimac也會負責機台運輸。全新的機台將
會在 2018年五月開始投入產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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