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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業動態 >>
歐盟對中國鋼鐵扣件啟動反傾銷調查

根據歐盟2 0 2 0年1 2月21日官方公報，將對進口自中
國 的 特 定 鋼 鐵 製 扣 件

(C N編碼7 3181 2 9 0、
73181491、73181499、
73181558、73181568、
73181582、73181588、
ex73181595、 ex73182100
和ex73182200)進行反傾
銷調查。涉案方的相關聽

證要求必須在公告日起15
日內提出。預計從公告日起

算7個月內，歐盟執委會將
公布初步裁決並實施臨時反

傾銷稅。

惠達特搜
全球新聞 

惠達編輯部 整理

RCEP衝擊恐關廠或外移，
台灣螺絲產業盼政府伸援手  

台灣經濟部在2020年11月22日與產業公會代表召開 
RCEP 產業影響座談會。台灣螺絲工業同業公會理事長蔡
圖晉會前受訪表示，台灣螺絲產業世界排名第 3，但產值
從 2018 年至 2019 年由新台幣 1,760 億元降至 1,430 億
元，2020年連要達到 1,100 億元都有問題，主要就是新台
幣匯價太強及外銷面臨高關稅所致。

蔡圖晉指出，近兩年新台幣升值幅度達12%至15%，造
成整體螺絲產業一年匯損達 50 億元，希望新台幣貶值；同
時，螺絲產業外銷至東協市場，平均面臨5%至30%關稅。

蔡圖晉認為，RCEP 完成簽署，電子、5G、醫療產業等
確實不受影響，因為這方面台灣產業表現最強；但螺絲產

業雖在航太、汽車、電子領域表現也不差，卻面臨很大競爭

壓力，加上匯率、關稅不利因素，「產業沒有競爭力，可能要

關廠或者外移」。螺絲生產大廠晉禾企業董事長、台灣螺絲

工業同業公會副理事長蔡永裕表示，配合新南向政策，供

應鏈先前就已向東南亞國家佈局，外銷歐美等高端市場，

產業本身具有競爭力，但2020年受疫情衝擊，外銷市場幾
乎停頓，眼看到今年第 2 季都無法改善，希望政府可以協
助，例如：適度讓新台幣貶值。

鋼市缺貨搶料熱，Q2鋼鐵股歡騰
由於日本製鐵公司已暫停承接新單，缺貨搶料現象難

解，鋼價今年第 1 季漲勢確立，業者預期，市況火熱可望延
續到第 2 季。國際鐵礦價創逾 9 年新高，2020年以來大漲
逾 80%，中鋼今年 1 月及第 1 季盤價持續上漲，下游從棒
線、鋼板等需求都相當強勁，中鋼董事長翁朝棟看好，鋼市

榮景可以延續到 6 月。鋼鐵下游廠營運逐漸走出陰霾，聚
亨昨天舉行法說，預期盤元價格維持走升態勢，螺絲外銷

接單也有好轉，看好榮景延續到第 2 季，可望為公司帶來
亮麗獲利。

烏克蘭對中國進口鋼製扣件
作出反傾銷最終裁定

2 0 2 0年9月2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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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8158890、7318159590、
7318169290和7318169990)作出反傾銷肯定終裁。自2020
年9月29日起，除特定中國廠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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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 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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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扣件遭歐盟反傾銷調查 台廠利多
歐盟決定對大陸進口的扣件產品進行反傾銷調查，調查產

品包括汽車用螺絲、營建用小螺絲等，這是歐盟相隔近5年後再
度對大陸開鍘，未來一旦對大陸課徵反傾銷稅，勢必帶來轉單

效應，尤其高單價的汽車螺絲受惠最大，包括春雨、聚亨、三星、

恒耀、久陽等都是受惠鋼廠。

對於歐盟這項舉動，台灣螺絲公會理事長蔡圖晉表示，未

來如歐盟真的對大陸課徵反傾銷稅後，預期台灣汽車扣件等產

品的轉單效應，可望增加10多億美元。蔡圖晉指出，目前台灣外
銷歐洲市場的產品，以汽車螺絲為主，歐盟占外銷量超過20％，
其中德國是2020年外銷的笫二大出口國，其它銷往歐洲的螺絲
產品也包括小螺絲等，國內許多廠商都有銷售，至於美國仍是我

最大出口國，占外銷量的40％以上。
汽車螺絲生產大廠恒耀國際董事長吳榮彬認為，歐盟對大

陸扣件產品進行反傾銷調查，對台灣螺絲業來說是一項利多消

息，因該公司目前銷到歐洲，尤其是銷往德國的汽車螺絲，每年銷

售金額達到2億至2.5億美元，占其總外銷量三成左右，但銷歐的
產品大多由台灣總廠銷去，或由德國當地鋼廠生產後就近供應，幾

乎沒有自大陸廈門廠供貨，因此未來仍有機會獲得轉單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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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動態 >>

美國Elgin為通用汽車LS系列
車款引擎拓展扣件供應品項

美國引擎和底盤零件領導製造商 E l g i n 
Industries日前為美國通用汽車長銷車款LS系列引
擎延伸增加扣件供應品項。頭部螺栓、主要軸承帽

螺栓和其他五金使用一次後要換新對防止鉗力負

荷喪失和潛在引擎損傷是很重要的。每一顆Elgin
扣件都滿足規格要求且是由美國要求等級的材料

車修完成，藉此確保優異強度和可靠度。Elgin是推
桿、搖臂、閥件、閥件彈簧、凸輪軸以及其他車用高

性能引擎用精密零組件的優質製造商。該公司在伊

利諾有先進的加工、製造和經銷廠房。

美國Simpson Strong-Tie
遷移明尼蘇達倉庫至更大廠區

美國精密結構連接產品和建築產品方案領導

廠商Simpson Strong-
Tie宣布把目前位於明
尼蘇達Eagan的倉庫遷
移至7英里外位於Inver 
Grove Heights的較大
廠房。新址大樓約比舊

倉儲地點大上46,500平方英呎。原先位於Eagan據
點的19名員工也全數遷至新址辦公。這次的遷移主
要是為公司未來的發展和訴求能提供客戶更快速

的產品出貨和預訂寄存服務。新址將提供更多儲藏

和辦公空間、更大的訓練中心，以及更有效率的揀

貨和更好的倉儲安全性。

瑞士3d-prototyp GmbH
取得EN 9100:2018航太認證

瑞士Bossard旗下3d-prototyp GmbH公司日前
已經正式取得EN 9100:2018的航太認證。取得這
項認證是供應航太產業3D列印零件的先決條件。
雖然有前瞻性的技術，但3D列印製造在瑞士的應
用仍屬少數。自2020年10月起，3d-prototyp GmbH
已經成為瑞士唯一一家可提供3D列印服務且獲得
EN 9100認證的供應商。其本身已經有多年使用
高性能材料(Ultem TM 9085、Ultem TM 1010、
Nylon 12、Nylon 12CF)製造航太零件的經驗。

日本汽車冷壓零件廠三惠
在印尼設立
海外母工廠

日本三重縣

的三惠株式會社

生產插銷、鉚釘、

車軸等等車用零

件，先前在美國、

上海設有據點以進

行生產和銷售，而

在印尼的新工廠P T. 
T I G A  K A RU N I A 
INDONESIA現在已
經完工，作為海外的生

產和供應據點。

三惠備有完整的零件成形機以生產各種車用高精密零件。未來印尼

廠將成為三惠在海外的母工廠，聯合其他海外據點向全球提供高品質、低

成本的產品。

Goebel Fasteners, Inc. 宣布Accufast, Inc.為其
加拿大西部獨家經銷商 

Goebel Fasteners, Inc.宣布
與Accufast, Inc.成立夥伴合作

關係，將指派其為加拿大西部的獨家經銷商。Accufast, Inc.將可以在加
拿大西部四省(亞伯達、英屬哥倫比亞、曼尼托巴和薩克其萬)獨家經銷
Goebel旗下M-Grip™系列防鬆螺栓系統和整個盲緊固產品線。

Goebel集團執行長Marcel Goebel 表示: 「Goebel Fasteners, 
Inc.非常高興可以與 Accufast, Inc.合作在該區域獨家銷售我司產品。
Accufast對盲緊固系統以及如何在每項應用中挑選適合的治具來確保最
佳零件品質上有充足知識也是產業領導者。」

Accufast, Inc.董事長Murray Mathers也表示: 「過去幾年我們的庫存
出現顯著成長，透過與Goebel合作服務加拿大西部的經銷網絡，我們最近
購下更大的倉儲系統和更廣的產品提供內容，將可以更加滿足客戶需要。」

美國Apex Tool Group任
命Bob Heisner為行銷長
美國Apex Tool Group (ATG)近日宣布

指派Bob H. Heisner為資深副總及行銷長。在
這樣的職務安排下，Bob將領導所有ATG手工
具和電動工具品牌(包括GEARWRENCH®、
APEX®、Crescent®、Weller®、Cleco®和
SATA®)的進一步發展，同時也會持續加強
ATG電子商務的能力。Bob將直接向ATG執
行長Jim Roberts進行報告。

自從2016年七月加入ATG成為全球電
動工具部門行銷副總後，過去許多年來Bob

就一直協助支持該公司的行銷建構和轉型計畫。在加入ATG之前，Bob
也曾經帶領過產業內一些領導品牌的開發，像是DeWalt Accessories、
Kwikset Locks、Hennessy Tools (Danaher旗下部門)、Lenox Industrial 
Tools和Rubbermaid Commercial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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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利Growermetal鐵道用
Dörken®鍍膜雙圈彈簧墊片獲德
鐵認證

這 是 一 項

G r o w e r m e t a l和
Dörken ®雙邊合作

的成功案例。德國鐵

道公司D B最近認可
了具備Delta-Protekt® KL100鍍膜且符合UIC 
864-3技術規格標準的Growermetal專利雙圈彈
簧墊片。這系列墊片廣泛被用於鐵道來將鐵軌

緊固至枕木上。墊片承載面的部分鋸齒狀設計

可以避免螺栓鬆脫和斷裂風險。鐵道墊片時常

要暴露在具挑戰性的氣候條件。基於此理由，

Growermetal所提供具備Dörken®高性能鍍膜產

品Delta-Protekt® KL100的雙圈彈簧墊片能夠
在ISO 9227所規範的中性鹽噴測試中達到超過
72小時的傑出抗腐蝕表現，且在操作應力下不
會有黏合問題或發生抗鬆脫表現減少的問題。

日本八幡螺絲確立
水蒸氣式表面處理技術 

八幡螺絲(Yahata Neji Corporation)與芝浦
工業大學共同開發出水蒸氣式表面處理技術，

可對鋁製螺絲為首的扣件和特殊零件同時實現

高強度和高抗腐蝕的性能。透過此技術，即使目

標物的形狀複雜，只需要透過一道工序把它暴

露在高溫和高壓水蒸汽中，也能形成均一的皮

膜，耐腐蝕性能等同於陽極氧化處理的效果。該

公司將透過多次加工處理實驗將此技術優化，目

標在兩年後完成量產體制。

德國Vossloh獲得蒙古
新重貨運輸鐵道緊固
系統供應合約

德國Vossloh在蒙古取得首份重貨運輸鐵道緊固系統產品供應合
約。長約270公里的鐵道將連接Tavan Tolgoi和位於中國邊界的Gashuun 
Sukhait關口。在鐵道完成後，每年約3,000萬噸的貨品(主要是鋼鐵生產
必要的原物料)將可以在新鐵道線上進行輸送，跟目前的道路運輸方式
比起來，將可產生更顯著的環境優勢。緊固系統產品的出貨不久前已經

開始，且大約70公里的線路已經完工。在目前的計畫下，建築工事將會在
2021年底完成。

BBI指派Scott Gibson
為Proferred手工具部門
全球銷售產品經理

BBI旗下手工具部門Proferred宣
布指派Scott Gibson為新任全球銷售
產品經理。Scott將負責Proferred所有
銷售工作，並服務建築和乾牆相關產

品領域客戶。他將負責全球客戶的支援

工作，並與各採購組織和展會宣傳上

進行協力合作。

美國Mate Precision Tooling
宣布改名為 Mate Precision 
Technologies

美國板金相關產品領導製造商

Mate Precision Tooling宣布將更改
公司名為Mate Precision Technologies。此次更名反映出該公司拓展金屬
加工服務以及利用其專業提升研發力來開拓未來工廠生產力的決心。除

了現有產品項目會繼續維持外，更名也意味其將拓展至金屬切削和車修

產業領域，並在2021年發表主要新品。新名已於2020年9月1日正式生效，
且在2021年前該公司所有產品和服務都會改掛新名。

美國扣件及工具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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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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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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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併購資訊 >>
美國S.W. Anderson併購
OEM Fastening Systems
美國特殊和C零件經銷商S.W. 

Anderson Company併購位於美國喬
治亞州Lawrenceville的特殊扣件經
銷商OEM Fastening Systems。

S .W.  A n d e r s o n  董事長 J i m 
Degnan表示:「我們非常興奮歡迎OEM Fastening Systems員工加入S.W. 
Anderson的大家庭。OEM在美國東南部一直是以客戶為重的產品專家著稱，
這非常符合我們的價值定位。我們期待跟新團隊成員合作來延伸提供給代工客

戶的產品和服務。」OEM Fastening Systems 的董事長和負責人Tom Smith表
示:「我們在優異產品和服務的盛名與S.W. Anderson與製造商的關係和知識作
結合，將可以賦予我們客戶一個有在地化和個人化服務和來自國際製造商供應

高科技產品的強力夥伴。」

OEM Fastening Systems成立於1969年，是專業扣件經銷商。OEM協助汽
車、戶外電力設備和其他市場領域的設計和製造工程師所需的扣件、治具和治

具修護產品。1926年成立，總部設於伊利諾的S.W. Anderson Company專門供
應工業製造市場用的特殊和標準扣件、五金、滑軌和製造零件。該公司提供汽

車、商用載具、消費性產品、航太、食品產業的高階製造商和代工商相關服務，

並在美國有7個銷售辦事處/經銷中心以及35名技術銷售人員。

美國Avantus Aerospace併購California Screw Products
全球航太和國防產業用C級及複合零件領導廠商Avantus Aerospace宣布併購位於加州派拉

蒙的California Screw Products ("CalScrew")。CalScrew生產商用和軍事航太應用特殊高強度扣
件，正好與Avantus集團旗下其他公司包括 2019年12月併購的FTC (Fastener Technology Corp)和2020年9月
併購的FIT (Fastener Innovation Technology)的屬性不謀而合。

 成立於1984年的CalScrew一直以創新可靠且製造標準難度極高的產品供應聞名，服務超過45個航太
產業平台。有些客戶關係的經營已長達數十年，像是波音、Incora、Honeywell、Collins、Pratt & Whitney、
GE、Airbus和Lockheed Martin都是。現有的管理團隊將持續在扣件部門董事長Dennis Suedkamp和商
業開發經理Larry Valeriano指導下負責公司運作和成長。Larry之前是CalScrew的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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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pora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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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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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協會動態 >>
螺絲公會改選
蔡圖晉連任理事長

台灣螺絲公會於2020年12月11日
舉行會員代表大會，並舉行下屆理監

事和理事改選，由蔡圖晉順利連任，並

選出三位副理事長分別為晉禾企業董

事長蔡永裕、新倡發螺絲總經理洪敏

嫣、朝友螺絲董事長孫得人、及監事會

召集人豐鵬螺絲董事長林登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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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間 銷售額 稅前收入(損失) 淨收入(損失) 資產總額

年度截至
12月

2020 9,286 173 (170)
14,864 (2020年12月) 

vs.
14,631 (2019年12月) 

2019 10,433 (438) (1,125)

 增減比 (%) -10.9 --- ---

區間 營業額 營業收入 稅前收入 淨收入額 資產總額

年度截至
8月

2020 225.245 10.441 10.967 7.717
106.453 (2020年8月) 

vs.
92.878 (2019年8月)

2019  
221.241 13.020 12.972 9.356

  增減比 (%) +1.8 -19.8 -15.4 -17.5

區間 淨銷售額 毛利 營業收入 稅前收入 淨收入額 資產總額

年度截至
12月

2020 5,647.3 2,567.8 1,141.8 1,132.7 859.1
3,964.7 (2020年12月) 

vs.
3,799.9 (2019年12月)  

2019 5,333.7 2,515.4 1,057.2 1,043.7 790.9

  增減比 (%) +5.8 +2.0 +8.0 +8.5 +8.6

年度截至
8月

2020 3,192.399 1,343.322 350.740 334.250 251.117
2,382.430 (2020年8月) 

vs.
2,311.237 (2019年8月) 

2019 3,363.817 1,432.043 399.996 383.129 288.865

  增減比 (%) -5.0 -6.1 -12.3 -12.7 -13.0

年扣件大廠財報
整理/惠達  更新於2021年1月22日

依照公司英文名稱字母順序排列

金額單位：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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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機械通用零部件工業協會七屆三次理事會暨會員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
中國機械通用零部件工業協會七屆三次理事會暨會員代表大會於2020年11月3日和4日在上海隆重舉行，近二百名理

事、會員代表和特邀嘉賓出席了會議，會議由輪值理事長馮光主持。

11月3日召開了七屆三次理事會，會議審議了七屆三次會員代表大會議程、2019中國機械通用零部件工業協會工作總
結報告、“中國機械通用零部件工業協會技術創新獎＂獲獎名單、表彰先進分會和優秀協會工作者的決定、《中國機械通

用零部件工業協會科研成果及新產品鑒定辦法》、中國機械通用零部件工業協會章程修正案及監事會人員調整，聽取了

監事會工作報告，會議同意完成輪值理事長輪換工作，會員代表大會閉會後由宣碧華正式接替輪值理事長職務。

11月4日會員代表大會，首先由馮光輪值理事長致辭，他指出，這次會議是在非常特殊的時期召開的會議，過去的一
年行業企業取得了不錯的成績，也應該看到存在的瓶頸問題仍然沒有得到根本轉變。當前全球疫情仍然嚴峻，對產業影

響仍不可低估，希望新的一年取得更好的業績。

大會也頒發“中國機械通用零部件工業協會技術創新獎＂，評選出125項獲獎技術產品。

在與會理事、會員代表、特邀嘉賓、相關企業的努力下，中國機械通用零部件工業協會七屆三次理事會暨會員代表大

會取得圓滿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