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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達特搜全球新聞 惠達編輯部
整理

- 產業動態 -

中國4月出口成長3.5%
意外由負轉正

疫情在全球蔓延，全球主要經濟

體大多實行了嚴格的隔離防疫措施，外

界預期將對中國外貿帶來嚴峻的壓力。

不過，中國海關總署5月在官網公布4月
外貿數據，出口意外地由負轉正。中國4
月外貿進出口總額3552.2億美元，下降
5%。出口2002.8億美元，年增3.5%；進
口1549.4億美元，年減14.2%。當月貿易
順差擴大至453.4億美元。

中國海

關總署資料

顯示，今年1
至4月，中國
進出口總額

1.3兆美元，
下降7.5%。
其中，出口

6782.8億美元，下降9%，進口6200.5
億美元，下降5.9%。貿易順差582.3億
美元，減少32.6%。中美貿易總額下降
12.8%。中國對美國出口人民幣7022.8
億元，下降15.9%；自美國進口2561.8億
元，下降3%。對美貿易順差4461億元。

中國汽車銷量結束21個月
的下滑

據中國汽車工業協

會統計，2020年
4月份中國汽
車產量210.2
萬輛、銷 量

207萬輛，較前個月分別成長46.6%和
43.5%，較去年同期分別成長2.3%和
4.4%，月增速為今年以來的首次增長，
其中銷量更是結束了連續21個月的下
降。中國汽車工業協會表示，4月份中國
國內疫情逐步趨緩，政府推出刺激汽車

產銷政策，使4月份汽車市場回升。但受
國外疫情影響，4月汽車出口僅7萬輛，
較上月份下降22.9%，較去年同期下降
15.7%。

總計1～4月，中國汽車產銷分別為
559.6萬輛和576.1萬輛，產銷量較去年同
期分別下降33.4%和31.1%，在新能源汽
車方面產銷均為20.5萬輛，較去年同期大
幅下滑44.8%及43.4%，北京於3月宣布，
將對新能源汽車（如電動或插電式混合

動力汽車）的補貼和稅收減免再延長兩

年，以期恢復這類汽車的不佳銷售。

中國停止對美課徵抗拉強
度800兆帕以上扣件關稅

根據中國《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

會關於試行開展對美加徵關稅商品排

除工作的公告》（稅委會公告［2019］2
號），中國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公布

「第二批對美加徵關稅商品，第二次排

除其中部分商品」清單，其中包含稅號

73181510抗拉強度在800兆帕及以上
的螺釘及螺栓，不論是否帶有螺母或墊

圈，有關事項公告如下：

公告指出，本次清單所列商品自

2020年5月19日至2021年5月18日（一
年），不再加徵中國為反制美301措施
所加徵的關稅。對已加徵的關稅稅款

予以退還，相關進口企業應自排除清

單公佈之日起6個月內按規定向中國海
關申請辦理。

土耳其對螺絲螺帽課徵附
加關稅

土耳其本2020年4月18日發布第
31103（2424）號政府公報，對螺絲螺帽
等產品課徵附加關稅。

據公報內容表示，自公告日（4月18
日）至本年9月30日（含）止，對本案螺絲
螺帽產品依據土耳其海關所分類的第

5-9類區域課徵30%附加關稅，第9類區
域（含中國、日本、台灣）總關稅將因此

提高至33.7%。並自本年10月1日起對第
5-9類區域課徵10%附加關稅，第9類區
域總關稅將因此提高至13.7%。除第5-9
類區域關稅有所提高外，第1-4類區域
仍維持原來關稅稅率。

涉案扣件產品編碼如下:
7318.11.00.00.00 / 7318.12.10.00.00 / 
7318.12.90.00.00 / 7318.13.00.00.00 / 
7318.14.10.00.00 / 7318.14.91.00.00 /
7318.14.99.00.00 / 7318.15.20.00.00 / 
7318.15.35.00.11 / 7318.15.35.00.12 / 
7318.15.42.00.11 / 7318.15.42.00.12 /
7318.15.48.00.11 / 7318.15.48.00.12 / 
7318.15.52.00.00 / 7318.15.58.00.00 / 
7318.15.62.00.00 / 7318.15.68.00.00 /
7318.15.75.00.00 / 7318.15.82.00.00 / 
7318.15.88.00.00 / 7318.15.95.00.11 / 
7318.15.95.00.12 / 7318.16.31.00.00 /
7318.16.39.00.00 / 7318.16.40.00.00 / 
7318.16.60.00.00 / 7318.16.92.00.00 / 
7318.16.99.00.00 / 7318.19.00.00.00 /
7318.21.00.00.00 / 7318.22.00.00.00 / 
7318.23.00.00.00 / 7318.24.00.00.00 / 
7318.29.00.00.00
附註：區域類別

第1類：歐盟、歐洲自由貿易聯盟
（EFTA）、以色列、北馬其頓、波士尼
亞赫塞哥維納、摩洛哥、巴勒斯坦、突

尼西亞、埃及、喬治亞、阿爾巴尼亞、科

索沃、塞爾維亞、蒙特內哥羅、智利、模

裏西斯、摩爾多瓦、法羅群島

第2類：南韓
第3類：馬來西亞
第4類：新加坡
第5類：普遍優惠關稅制下之國家
第6類：最不發達國家
第7類：適用特殊獎勵措施之國家
第8類:發展中國家
第9類:其他（如中國大陸、日本、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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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重擊美國車市與
當地日系車商

日刊新聞報導，新冠肺炎使美國市

場迅速凍結，4到6月美國的GDP預計下
降30%。與此同時，美國的汽車需求也
正在縮減，當地日系企業被迫全面車廠

停工，停工時期還延長到5月。報導中提
到，北美市場的收益是日系車廠的一大

重要支柱，日系車廠的業績可能大受衝

擊。市場調查指出美國3月新車銷售比去
年同月減少了40%。（還記得中國在2月
最嚴重的時刻的車銷量就跌了8成嗎？
美國在3月的跌幅已經到了中國史上最
大跌幅的一半）。野村證券將美國2020
全年車銷的預測下調到1,410萬台（減幅
17%，相當於280萬台）。

需求的衰退也影響到日本當地的汽

車生產。根據日本汽車工業製造商協會

表示，日本在2019年對美國出口了173萬
台，占了日本整體汽車出口量的4成。這
波疫情也讓日本車廠重新調整對美出口

的汽車生產。

英2021關稅新制 
扣件進口零關稅

英國於5月19日發佈脫歐後的關稅
政策，預計於2021年1月1日起正式生
效，透過採取精簡化使進口關稅更具

效率，並使用英鎊計價。以扣件產品

(7318)系列來說，原共同對外關稅為
3.7%，新制實施後降至零關稅。

透過這樣的政策英國政府希望能

夠讓進口商品變得更容易，且企業能

夠以實惠的價格進口商品以支持英國

經濟。國際貿易部長利茲·特拉斯（Liz 
Truss）表示：「這是50年來英國首次能
夠建立一個適合英國的經濟關稅制度，

我們的新《全球關稅》將通過減少繁文

縟節並降低成千上萬種日常用品的成

本，使英國的消費者和家庭受益。」

- 廠商動態 -

美國EFC擴大芝加哥新倉
庫和辦公室

美 國 工 程 扣

件 供 應 商 E F C 
International持續進
行擴張。該公司正將

芝加哥的辦公室和倉

庫遷至位於伊利諾漢

諾威公園Chandler Drive4150號廣達
64,000平方英呎的新廠房。營運總經理
Thomas Mansholt表示:「此次遷移讓
EFC可以透過更多的存貨服務和倉儲空
間來強化服務水平並滿足客戶和供應商

的需求。擁有4,200個集貨架空間、26呎
高的廠房空間和環狀收貨-倉儲-出貨程
序，讓產品出貨更有效率，也預留廠房

未來的成長空間。更多的出貨閘口讓貨

櫃車可以同時載貨，讓服務EFC在全球
據點的客戶更便利。」EFC International
是全球知名的工程零組件供應商，在美

國、墨西哥、加拿大、中國、德國和南韓

都有據點。

中國湖南飛沃科技二期項
目開工儀式圓滿舉行

湖南飛沃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舉行了二期項目開工儀式。飛沃科技

董事長張友君率領公司200餘名職工代
表參加儀式。董事長張友君談到，成立

於2012年的飛沃科技，是一家出生於
桃源、成長在桃源的本土企業。飛沃人

白手起家，歷時八年艱苦卓絕的奮鬥，

創造業界成長的奇跡。飛沃人會堅定不

移朝著“奮鬥30年打造百億緊固科技產
業＂這一宏偉目標砥礪前行。飛沃科技

是一家高強度緊固件研發、製造以及緊

固系統方案提供的高科技民營企業，自

2012年成立以來注重科技創新、技術儲
備，不斷擴大生產規模、市場佔有率，快

速成為桃源縣智慧製造行業領軍企業，

寧波鎮海緊固件產業化危為機加快突圍

進入4月，寧波中斌緊固件製造有限公司的車間裡非常忙碌，工人在生產線上
為國內企業加工剛研發出來的產品。「所幸我們'調頭快'，及時開拓國內市場，公司
的發展不至於陷入停頓。」企業負責人孫斌說，公司業務原本以歐美市場為主，受

疫情影響，產品的主要外銷國美國、英國的企業停工，使得國外業務貨也不能發，

訂單也不能生產。

「歐美國家企業的復工時間遙遙無期，客戶發來郵件告知60天後再做決
定。」為應對市場的急劇變化，中斌緊固件從今年2月便開始了轉型之路。他們迅
速將銷售重心轉向國內市場，成功取得了大型國企的訂單。金鼎緊固件是鎮海區

最大的緊固件企業，該企業計劃從4月15日開始興建智能化倉儲系統，將投入5000
萬人民幣進行改造，改造完成後的倉儲設施將全部由計算機和機器人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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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已成為中國智慧製造示範試點企

業，產品遠銷西班牙、波蘭、印度、

美國等國際市場。此次的二期專

案，總投資5億元，用地200畝。

法國LISI集團2020第
一季銷量達3.979億歐
元，較2019下滑10.6%

新冠肺炎全

球大流行大幅度

影響了LISI集團
三月下旬的業務

往來，讓第一季銷售出現下滑，並對

集團旗下各事業體產生不同程度的

影響。

•  L I S I航太事業體：銷量下滑
10.3%。結構性零部件的業務交易
影響最大。

• LISI汽車事業體:銷量下滑12.6%。
有將近3/4的下滑可歸因於螺紋扣
件，但安全機械零組件的良好表

現部分抵銷了這個影響。

• LISI醫療事業體:銷量下滑4.2%。
尤其是美國L I S I  M E D I C A L 
Remmele的顯著成長幫助紓解其
他地區業務量減少的影響。

2020第一季3.979億歐元的銷
量較2019年下滑10.6%，三月單月則
下滑27.4%。

日本日東精工取得三菱
化學株式會社所有股份

日東精工在4月1日取得三菱化
學Analytech公司的所有股份，將該
公司新命名為日東精工分析科技公

司（Nittoseiko Analytech）。日東
精工分析科技公司擁有各種豐富的

分析機器，將會為日東精工在零件

檢查裝置的販售、開發、製造方面

發揮綜效。日東精工生產工業扣件

的自動鎖緊機與計測檢查裝置，在

中國、香港、台灣、泰國、印尼、馬

來西亞、韓國、美國設有據點。

- 企業併購 -

德國Böllhoff攜手法國
Gillis Aerospace在緊固領
域共創合作

隨著併購法國航太扣件製造商Gillis 
Aerospace的股份，Böllhoff進一步延伸
觸角至航太市場。Michael Böllhoff表示:
「過去70年我們持續供應可靠的產品來
滿足航太產業的需求。這也包括認證和

特別原料和表面處理技術和全球客戶接

觸管道。我們也非常高興，隨著和Gill is 
Aerospace的合作，我們因此獲得了一個
非常有經驗和穩定生產能幫助我們在航

太市場大步向前的夥伴。」

與Gillis Aerospace的合作主要是基
於Böl lhof f在這
家法國扣 件製

造商中有顯著參

與。合作合約於

2020年一月簽訂，交易案在3月初完成。
合作目的在創造協同作用，藉此提供共

同的航太客戶更廣的產品和服務項目。兩

家公司將在合作基礎下貢獻自己的強項。

Gillis Aerospace總經理Serge Dumas表示:
「Böllhoff的全球佈局讓我們可以提供全
球客戶我們的特別扣件。同樣的，Gillis也
可以在合作中貢獻自己在航太扣件領域廣

泛的製造知識。藉由快速靈活和彈性的製

造概念，我們可以滿足特定的客戶要求，就

算是小批量或中批量生產都行。」合作將

會隨著時間和共同產品的開發持續擴大。

TRIMAS收購RSA工程
3月2日TriMas宣布已完成對RSA工程

產品（RSA）的收購，RSA工程產品是用於
關鍵飛行應用的氣流管理系統的高精密

和專利零組件的供應商。TriMas早在2020
年1月30日就表示已與RSA簽訂協議，直至
最近才完成併購程序。TriMas航天John 
Schaefer董事長表示：「我們很高興歡迎有

才華和經驗豐富的RSA工程產品團隊加入
TriMas航天，並期待與其攜手合作為我們
現有客戶和新客戶提供服務。此次收購表明

了我們對發展航天業務並擴大TriMas航天
產品範圍的持續承諾。RSA還增強了我們
在國防和商用噴射機市場的地位，並增加了

我們在售後市場的參與度。」

RSA專門設計和製造高精密的零組件
（包括主要用於航天和國防發動機引氣，

除冰和環控系統應用的導流產品、連接

器和彈性接頭）。TriMas董事長兼執行長
Thomas Amato表示：「此次收購是朝著建
立TriMas航天平台邁出的有意義的一步。
我們期待RSA為TriMas做出貢獻。」

美國ElginFastener集團併
購RockfordFastener

美 國 E l g i n 
F a s t e n e r 集團
（E FG）宣布已經
併購特殊扣件製造

商Rockford Fastener。Rockford Fastener
過去40年來以提供各類高質產品項目聞
名。產品線徑從#4至½＂，長度可達5＂。服
務市場包括農業、交通、商用建築和一般

工業末端市場。Rockford特殊之處是他們
快速報價和24小時內生產急單的能力。

Rock ford  Fas t ener目前正式加入
EFG旗下品牌的大家庭，這些品牌還包
括Holbrook Manufactu r ing、Leland 
Powell、Northern Wire、Quality Bolt、
Chandler Products、Telefast、Ohio Rod 
Products和Best Metal。

美國Middle Ground Capital
併購EDSCO Fasteners
美國Middle Ground Capital宣布已

經完成併購電力傳送桿和其他大型鋼構用

關鍵錨固系統製造商EDSCO Fasteners。
EDSCO的錨固系統主要嵌固在混凝土基

礎結構或是

客製化來讓

結構妥善地

固定在其之

上。每一個錨固系統都是特別依其地點和

用法（包括土壤、天候狀況、溫度和角度）

所設計。EDSCO有別於其他廠商的獨特之
處是其領先產業的品質協定和具彈性的生

產能力。EDSCO持續因為在通信、交通運
輸和風力發電領域的投資花費而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