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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對鋼鐵六角螺栓發起保護措施調查

當地時間5月15日，南非國際貿易管理委員會發布立案公告，對自
全球進口的鋼鐵製六角螺栓發起保護措施調查。起訴方是南非鋼鐵協

會（South African Iron and Steel Institute）。涉案產品的南非海關編
碼為73181543。本案為南非第三次對全球緊固件產品發起進口保護措施調查，另外
兩次分別為：

2018年4月20日，南非對全球六角鋼螺釘發起進口保護措施調查，涉案產品的
南非海關編碼為73181539。對涉案產品以從價稅形式實施為期三年的保護措施，具
體如下：第一年為50.54%，第二年為48.01%，第三年為45.61%。

2019年3月1日，南非對全球鋼鐵螺紋緊固件發起進口保護措施調查，涉案產品的
南非海關編碼為73181541、73181542和73181630。對涉案產品以從價稅形式實施為期
三年的保護措施，具體如下：第一年為54.04%，第二年為52.04%，第三年為50.04%。

產業動態>>>
加拿大繼續對中國和台灣碳鋼螺絲課反傾銷稅

在加拿大邊境服務署於2020年3月針對中國和台灣進口特定碳鋼螺絲反傾銷稅做
出落日複審裁定後，加拿大國際貿易法庭也於9月2日公布對此落日複審的裁定。裁定
認為若終止對中國和台灣特定碳鋼螺絲產品(不包括用於汽車和航太以及標示於附件
一和二的產品品項)課徵反傾銷稅以及對中國特定碳鋼螺絲課徵反補貼稅，將對加拿
大扣件產業持續造成實質損害，因此決議繼續課徵相關稅率。

附件一和二連結 : https://decisions.citt-tcce.gc.ca/citt-tcce/a/en/item/484648/index.do

烏克蘭對中國進口鋼製扣

件作出反傾銷最終裁定

歐盟對中線材課徵反傾銷稅

10月16日到期

歐盟針對中國大陸進口之線材(WIRE 
ROD)產品所實施的24%反傾銷稅於今年10
月16日正式到期。在到期日往前推算3個月
(07月15日前)因無任何歐盟製造商向歐盟
貿易秘書長提出書面落日複審申請，該項

反傾銷稅將不會繼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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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6日烏克蘭國際貿易委
員會針對原產於中國螺絲、螺

栓和螺母等特定鋼製扣件(海關
編碼7318156890、7318158290、
7 3181 5 8 8 9 0、7 3181 5 9 5 9 0、
7318169290和7318169990)作出反
傾銷肯定終裁。將自2020年9月29
日起，除特定中國廠商包括海寧

市海迅貿易有限公司(浙江海迅精
密科技有限公司)、寧波金鼎緊固
件有限公司可分別獲得32.47%和
38.37%的優惠稅率外，其餘中國
廠商皆須課徵67.40%的反傾銷稅
率，效期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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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動態>>>
晉億2020上半年鐵道扣件銷售下降 

晉億實業2020年上半年營業
收入1,011,185, 581人民幣，同比
下滑38.55%；淨利潤54,198 ,829
人民幣，同比下滑 3 3 . 6 4 %。淨
資為3,471,963, 337人民幣，增長
27.84%。

營業收入下滑主要是鐵道扣件

產品銷售收入的下降所致，同時，

第1季受國內外疫情影響，營業收入
同比下降71.59%，2季度企業復原良好，營業收入同比增長
19.64%。鐵道扣件供貨第一季受疫情影響，第二季已恢復到
正常水平。

春雨Q3營運轉趨樂觀

春雨6月營收為新台幣6.6億元、月增23.16%、年減13.3%，累
計上半年合併營收37.75億元、年減18.35%；春雨表示，疫情對業
績衝擊主要落在第2季，台灣內需穩健，海外業績也逐月回升，第
3季緩步向上。

春雨董事長林輝政表示，台灣內銷建築類扣件出貨持續穩

健，外銷部分仍受疫情因素干擾、需求尚未提振，但來自海外地區

的業績已率先回溫，帶動6月營收比5月大幅成長逾2成。林輝政表示，中國子公司5月就有走出營運谷底跡象，6月更重返成長軌
道，中國地區的營收較年增7.1%。此外，美國與印尼市場受惠重啟經濟活動後的復工復產積極，兩地的6月營收表現也較4月、5
月回升。

對於第3季營運表現，林輝政看法「轉趨樂觀」。他指出，中鋼5月底開盤，調降第3季鋼品價格，有助提升接單。疫情對營
運造成的影響主要落在第2季，第3季業績可望由谷底緩步上升。

上海集優料中期

業績盈轉虧

上海集優發布營收

警訊，預期截至2020年6
月30日的6個月綜合淨虧
損為3,000至4,000萬元人
民幣。據該公司表示，新冠肺炎已升級定性為全球疫情，

全球各地政府為遏制疫情，實施各種措施。相關措施導致

集團大多數汽車客戶暫時性關停生產設施，尤其是位於中

國和歐洲的生產設施，由此導致集團汽車扣件產量和銷量

大幅下跌，預計2020年上半年該集團扣件業務將有重大虧
損。此外，集團還因關閉一家位於德國柏林的工廠而額外

產生約1100萬元人民幣的非經常性重組費用(於2019年11
月宣佈關停該工廠，於2020年第三季度完成停業)。

世豐Q3業績大進補

螺絲廠世豐總經理陳駿彥表示，因疫情衝擊民眾無法出

門，想要修繕房屋又找不到人，只好自己DIY，推升螺絲出貨，最
近已感受到「客戶追貨壓力」，在手訂單能見度達3個月；估第3
季營收將有雙位數成長，全年營收有望挑戰20億元大關。

世豐的螺絲產品多應用在木造房屋、鐵皮屋頂、木棧道、居

家DIY室內裝修等領域，銷售市場以美國佔64%最大，其次為澳
洲、亞洲各為12%、歐洲7%。世豐今年業績並未受疫情太大影
響，主要是毛利高的長尺寸螺絲銷量成長。

世豐透露，短尺寸螺絲毛利12至17%、長尺寸約22到27%，
長尺寸螺絲產品是近年才成為主流，可用於木造房結構強化，相較過去省時，成長潛力大，長尺寸螺絲佔世豐比重也從過去1
成上升至3成，成為獲利重要動能。此外，世豐去年也決定赴南越投資設廠，生產產品會以中低毛利螺絲為主，預計2022年第
一季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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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Vossloh為Etihad鐵道

新軌工程供應扣件

獲邀參與阿聯新鐵道建設第二期2B
和C線投標計畫，德國Vossloh再次贏得鐵道扣件的供應合約。此合約的客戶為中國鐵
建和Ghantoot Transport & General Contracting Company。

隨著第一期和2A線計畫就緒，Vossloh將會進行Tarif和Sharjah之間310公里長鐵
道線W 30 HH耐重搬運緊固系統的出貨，這條線連結了哈里發工業城(KIZAD)和哈
里發港及Jebel Ali港。為了達到這條完工後會由Etihad鐵道公司營運的在地鐵道網要
求，這項混凝土枕木軌道緊固系統可以保證最佳的負荷分配。加上整合彈性軌道墊，這

項W 30 HH系統非常適合用於不同運送目的的軌道。未來，這條軌道線將被用來進行
軸負荷高達32.5噸、速度高達每小時160公里的貨運運輸，也會用來做每小時時速高達
200公里的乘客運輸。不須保養的鐵道緊固系統即使在-60至50度的極端環境下運作也
非常安全。

第一批鐵道扣件已經於七月出貨。接下來到2021年底前將會陸陸續續出貨至阿聯。

英國TR Formac擴大

泰國布局

隸屬英國Trifast的TR For-
mac日前已經遷至位於泰國曼谷
Prawet更大的廠房，藉此擴大全
球布局和因應亞洲的強勢成長並

從全球代工商獲得新訂單。新的

廠房面積約3,000平方英呎，讓其
可以更有效率地進行貿易，並協

助進一步強化在成長中電動車市

場的地位。

泰國的據點是由泰國區經理

David Ng負責管理，他有豐富的
知識，也看到了泰國汽車產業的

快速發展。汽車事業開發部門的

全球經理將會協助David和整個
TR Formac團隊提升在電動車領
域的市佔，並與泰國團隊共享自

身的經驗和知識。

David Ng表示: 「近期著重
在電動車技術和創新的泰國展現

出很大的成長機會。在這樣的想

法以及與其他企業的合作下，我

們決定加入泰國政府成立的泰國

電動車協會。」

瑞典BUMAX螺絲獲全球最大天文望遠鏡採用

全球知名高品質不鏽鋼扣件製造商BUMAX最近獲建造中的
全球最大天文望遠鏡計畫指名供應數千支高強度和抗腐蝕扣件。

瑞典BUMAX接到超過11,000支以上BUMAX 109系列扣件訂
單，將被安裝於歐洲南方天文台的大型天文望遠鏡(ESO ELT)上。
這座造價10億歐元的天文望遠鏡在2024年於智利北部乾燥的阿塔
卡瑪沙漠啟用後，將成為全球最大的天文望遠鏡。

ELT是座反射式望遠鏡，使用直徑39公尺(是目前全球第二大望
遠鏡的三倍)的巨大鏡子來收集宇宙光線。如此巨大的鏡子因為太大
了所以無法用單一玻璃片製成，因此它是以798片六角玻璃鏡片(每
片1.4公尺)所組成，並用電動馬達驅動做精微調整。所有的小鏡片
組成龐大的鏡面運作，可比人類肉眼可收集的的光線高出1億倍。

BUMAX扣件被使用來將800面望遠鏡片固定在鏡片支柱上。
每片要使用12支10mm長的Bumax 109系列M6螺栓，總共有900片
以上要進行組裝。

美國Midland Industries休士頓經銷中心正式啟用

總部位於密蘇里堪薩斯的Midland Industries宣布其位於德州休士頓的全新經
銷中心已經正式啟用開幕。該中心將庫存完整系列的工業、配管、水資源相關工事和

灌溉用產品，這包括黃銅緊固元件、閥件、可延展性緊固元件、無鉛黃銅緊固元件、

青銅緊固元件、不鏽鋼

緊固元件等。除了提供

快速出貨給位於美國

南方的客戶外，該中心

也有一個預訂取貨區，

可以服務休士頓地區

想要直接現場取貨的

客戶。

該望遠鏡目前是由荷蘭公司VDL ETG Projects進行
打造。VDL ETG專案經理Michael Evers表示: 「一般標
準的不鏽鋼螺栓強部不夠，不能使用在天文望遠鏡。我們

需要10.9級的螺栓，以及可抗腐蝕的不鏽鋼。Bumax提供
我們完美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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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AIS獲頒傑出品質獎 

隸屬美國MSC公司旗下的AIS-All 
Integrated Solutions宣布最近獲頒傑
出品質獎。該獎於Motus 2020年度供應
商大會上進行頒發。

該獎項表揚AIS高達 10,000,000件扣件及工具產品出貨零瑕疵
紀錄。AIS也是2020唯一一家獲頒此獎的供應商。每位AIS負責品
質、倉儲、銷售的團隊成員共同努力提供優質服務給Motus，獲得此
獎實至名歸。

AIS-All Integrated Solutions董事長Nick Ruetz 表示: 「我對我
們團隊今年的表現感到自豪。他們真的很努力要來確保客戶獲得最

高品質的服務和產品。獲得此獎項再次確認AIS對於品質、企業文化
和員工訓練的關注正持續為客戶創造成功基石。」

美國TriMas Aerospace

擴大歐洲佈局

美國TriMas宣布旗下TriMas Aerospace已
經與Kuehne+Nagel成立策略夥伴，要在盧森
堡Contern 設立歐洲物流中心。這項擴張計畫
主要是受TriMas Aerospace在該區域與空巴、
Safran和Sonaca新業務的成長以及提供客戶零
件服務的策略性定位所激勵。

Kuehne+Nagel曾被選為優質全球第三方
物流供應商，在歐洲有大量布局，提供支援策

略性倉儲和物流需要的專業服務。歐洲物流中

心提供TriMas Aerospace事先預備產品來支援
該區需求的能力。這延伸擴展至最近取得的長

期代工協議以及迫切的車修需求。

TriMas Aerospace設計加工生產以Mono-
gram Aerospace Fasteners、Allfast Fastening 
Systems、Mac Fasteners、RSA Engineered 
Products和Martinic Engineering為系列品牌
名的商用和軍用航空產業用精密扣件、實心拉

釘、暫時性扣件和標準扣件以及複雜的零組件

和次級組裝件。

Tr i Ma s希望在20 20第三季前可以透過
Kuehne+Nagel的合作據點，提供歐洲客戶相關
產品供應。

Maryland Precision Spring通過AS9100D/

ISO 9100:2015認證

M a r y l a n d  P r e c i -
s i o n  S p r i n g宣布已經
通過A S 9 1 0 0 D和 I S O 
9100:2015認證。AS9100
是一項航空、航太和國防

領域用的品質標準，主要

是以ISO9001品質管理系
統為基礎，並獲得國際航

太品質組織(IAQG)的支持認可。

Maryland Precision Spring過去40多年著重在航太和一般工業
市場用的客製零組件生產。其快速有效率的反應，加上AS9100的品
質認證，確保該公司可以持續在航太和國防產業內維持可信賴供應

商的地位。

美國Jergens

取得AS9100:2016認證

Jergens在美國先進的製造廠2020年7月2日
正式取得AS9100:2016航太品質管理系統認證。
自其成立以來，Jergens公司持續維持製程從開
始到結束的嚴格品質控管，讓它可以滿足客戶急

迫的交貨期、控管成本和保證品質是客戶可以倚

賴的水準。

Jergens, Inc.也是美國政府認可的製造商，
提供符合MS、NAS、DFARS、QLSM和RoHS
標準要求的零件。旗下特殊扣件產品系列包括

Kwik-Lok®銷、螺紋嵌件、扣件五金、彈簧活
塞、手動轉輪和可調整式手把和旋鈕等。

ARaymond年底關閉美國Brunswick廠

為了進一步強化旗下據點的運作效率，ARaymond正在進行其北
美金屬領域據點的優化和讓目前的製造產能更加效率化。在這個策

略之下，它決定做出關閉位於俄亥俄州Brunswick工廠並將作業轉移
至其他北美據點的決定。

ARaymond表示: 「基於我們長久以來與Brunswick廠員工和
Brunswick地區所建立的良好關係，我們非常遺憾必須做出這樣的
決定。在目前具挑戰性的經濟環境下我們持續努力堅持，但為了強化

公司未來的永續發展，我們不得已需採取額外措施。這項重新編制

目的在加速我們的成本競爭力和提供客戶更好的服務。我們將持續

成為客戶和供應商的策略性夥伴，並專注在長期合作的成功，如同過

去155年來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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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併購>>> 美國Midwest Fastener併購Hy-Ko Products
美國Midwest Fastener已

經併購Hy-Ko Products。合併
後的公司將會由Midwest Fas-
tener的DeVries家族和Hy-Ko的Bass/Kaufman共同領導，目標在強化客服、長期
成長和營運效率。兩家企業文化和業務的整合將讓其繼續向前邁進。

所有員工都將繼續在原先崗位工作，兩家各自的專業也會被保留和拓展來

協助服務市場。持續提供零售和經銷夥伴優質產品和服務的任務將是最首要任

務。他們在全球的服務據點將著重在新品、研發、創新供應鏈最佳化、銷售支援

和領導層面。

美國L&W Supply併
購Drywall 
Supply Inc.
美國高質建材

和特殊產品經銷商

L&W Supply Corpo-
ration宣布已經併購科羅拉多州丹佛市
西北部的建材經銷商Drywall Supply 
Inc. (“DSI＂)。

成立於1996年，DSI專注在居家和商
用市場，提供乾牆、天花板、絕緣、鋼鐵

螺柱和相關建材產品。併購案包括DSI位
於Loveland、Lafayette和Golden的據點，
這三個據點將會持續保持運作。

L&W Supply董事長美國中部市場
副董Charles Collins表示: 「我們非常
興奮可以歡迎DSI加入L&W Supply這
個大家庭。透過併購，我們可以拓展在

科羅拉多的布局和拓展在大丹佛區的

服務。」

Drywall Supply團隊長久以來供應
包商客戶他們所需的支持和專業。作為

L&W Supply的一部分，他們所加入的
是一家服務和高品質產品備受市場肯

定的公司。

美國Grainger宣布出售中
國經銷事業
美國維修運營用產品供應商

Grainger宣布已經達成協議出脫位於中
國的經銷事業據點Grainger China LLC
給Grainger China管理團隊和一家中國
合資投資機構創新工場有持股的買主。

這項出脫計畫將讓Grainger可以專
注在關鍵的事業領域和區域。為了強化

這個部分，該公司將繼續保留位於中國

的全球採購據點。Grainger的全球採購
會提供該公司各式包括安全、清潔、電

子、馬達和工具等類型貼標產品。

這項交易尚需要通過相關法規核

准。預計將於今年稍後完成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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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協會>>>
Adam Derry當選美國扣件經銷商
協會理事長

Ad a m D er r y  ( F ie ld
公司)正式當選2020 -2021
年美國扣件經銷商協會新

任理事長。Keven Simmer 
(Wurth Des Moines Bolt 
S u p p l y公司 )擔任副理事
長。Kelly Charles (Sems & 
Specials公司)為助理主席，
Doug Ruggles (Martin Fastening Solutions公司)卸
任主席後仍將繼續擔任董事會成員。

Jon Queenin (Specialty Bolt & Screw公司)也
獲選擔任董事會理事，並自2020年7月13日生效。

仍然是董事會成員的還有Don Haggerty，Craig 
Penland (Eurolink FFS公司)，Scott Somers (Mid-
States Bolt & Screw公司)，Jodie Thinnes (Copper 
State Bolt & Nut公司)以及Bryan Wheeler (Star 
Stainless Screw公司)。Kelly Cole (Hayes Bolt & 
Supply公司)則在今年完成結束在董事會的任務。

中國通用機械工
業協會與北京世
標認證中心簽署
合作協定

7月27日，中國通用
機械工業協會（“中通

協＂）與北京世標認證

中心有限公司（“世標認

證＂）舉行合作協定簽約儀式，確定建立深度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共

同開展認證工作，以便達到雙方優勢互補，共同服務行業的目的。世

標認證董事長徐濤說：「世標認證一直對中通協打造服務型協會理

念表示強烈認同，對協會高度責任感表示欽佩，這也與世標認證的

企業精神不謀而合，相信雙方合作必定達到強強聯合、互惠共贏、共

同發展的目的。」

中通協黃鸝會長表示：「近幾年來，隨著高品質發展，協會更加

認識到規範行業、開展認證認可工作的重要性，積極開展團體標準制

定與行業認證工作，這是對行業的利好，更是對企業的保護與促進。

世標認證是經中國國家認證認可監督委員會批准並分別取得中國合

格評定國家認可委員會（CNAS）、大洋洲認可委員會（JAS-ANZ）雙
重認可資格的國內權威認證機構，我們選擇與世標認證作為合作夥

伴，是對世標認證公司實力與水準的認可，也希望世標認證公司針對

通用機械行業進行認證服務專案的改進與創新，助力行業發展。」

特別報導

014

Ch
in

a 
Fa

st
en

er
 W

or
ld

 n
o.
60

/2
02

0

SST5000超級塗佈 
日本 T O N E J I宣布推出

創新塗佈技術。全新的S u p e r 
Coat SST5000會添加在該公司
D -L O CK螺栓的熱浸鋅錫電鍍
層上。SST5000通過5,000小時鹽
霧測試和融合循環測試(150次循
環)，結果最小化了白銹且不生成紅
銹。這項新的塗佈技術適合當作一

種防銹措施，在鹽害地區中使用。

特大型工事專用新特大扳手  
重型機具產業的公司常常面臨一個兩難問題: 如何不損失安全性並提高

生產力? 美國Lowell的特大扳手可以提供幫助。工人很常會在作業時使用錯誤
的工具，因此可能產生機具損傷或個人傷害的風險。Lowell Corporation的40系
列棘輪扳手和50系列六角扳手套組讓作業人員在極度吃力的應用環境中有正
確的工具可使用。

由具延展性鑄鐵製成的40系扳手長度可達
48吋，開口有方形、六角、圓形等(尺寸最大到
4-1/2吋)。其中包括頭部的反向控制機制和內
部可替換的齒輪。此外，工具本身的螺栓貫穿

(Bolt-Thru)設計使其可以在任何螺紋長度上鎖
固螺帽。整體來說， Lowell設計的特大型扳手
是安全容易取得，且可以依需求進行客製。

新品
大道

整理/惠達編輯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