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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達特搜
全球新聞

惠達編輯部 
整理

世界鋼鐵協會預測全球鋼材需求增加5.8% 
世界鋼鐵協會預測2021年全球鋼

材需求會增加5.8%，達到18.74億噸，
2022年會增加2.7%，達19.24億噸。
疫情由於疫苗的普及而有所趨緩，雖

然各國的經濟對策也出現效果，但預測先進國家要花費數年才能恢復

到疫情前的水準。若只看中國，當地鋼材需求在2021年會增加3%，達
10.24億噸，2022年會增加1%，達10.35億噸。由於當地景氣刺激政策效
果趨緩，所以成長率縮小。另一方面，先進國家2021年鋼材需求會成長
8.2%，達3.71億噸，2022年增加4.2%，達3.86億噸。

產
業
動
態

印尼積極發展電動車產業鏈 
鎖定中美日韓外資

印尼近年致力發展完整的電動車產業鏈，目標是在2025
年時，20%汽車產量為電動車，打造印尼成為全球電動車、電動

車電池生產中心，鎖定中國、日本、韓國及美國的投資者。印尼投

資協調委員會今年初宣布韓國企業LG能源解決方案公司（LG Energy 
Solution）將在印尼投資98億美元（約新台幣2,744億元），與印尼4家企業

(印尼的國家電力公司PLN、伯達米那石油公司Pertamina、阿內卡礦業公司
Aneka Tambang以及礦業控股公司MIND ID)組成的電動車電池集團合作，建立完整的上下游電動車電池產業。

發展電動車產業的關鍵在於電池製造，印尼擁有豐富原料，包括鈷、鎳、錳等稀有金屬，有利於建立價格具全球競爭力的

電動車產業。印尼總統佐科威（Joko Widodo）設定印尼在2022年起開始生產電動車，2023年電動車使用的本土零件須達35%，
2025年的電動車產量須占汽車總生產量的20%，讓印尼成為亞洲，甚至是全球電動車以及電動車電池的製造重鎮。

台灣中鋼2021第二季內銷鋼品盤價 平均調幅8.3% 
台灣中鋼03月12日召開內銷鋼品盤價會議。會中決議，棒線產品每公噸將調漲新台幣2,000元，汽車料每

公噸將調漲新台幣2,800元。中鋼表示，考量到第一季盤價調幅遠落後原物料成本，與同業漲幅差異，以及第
二季成本波動，因此第二季基價平均調幅8.3%。

台塑越南鋼廠轉盈 氣勢月月轉旺
台塑越南河靜大鋼廠快速壯大，2020年11月喜傳建廠以來首見的轉

虧為盈，由於2020年12月至今年2月鋼價持續上漲，可望在今年月月轉旺。
越鋼總面積高達3,000公頃，除規劃全新三號高爐外，進一步擬定200公頃
「鋼鐵衛星城」計畫，預定2021年6月啟動招商，鎖定鋼鐵加工、螺絲扣件、
運輸倉儲及維修服務等業態，總量數十家。繼RCEP簽署後，鋼鐵衛星城計
畫在鋼鐵關連產業間獲得回響。台塑越鋼董事長陳源成表示，用這麼大的

土地幫越南規劃最大的工業區，基本上需要符合環保要求，越南市場需求

量大，現在是東南亞最熱門的地方，很多產業都去投資，螺絲螺帽業也把

那邊當成重要基地，尤其有了河靜大鋼廠，鋼鐵料源穩定，將可發展出龐大

的中下游用鋼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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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明今年客戶數突破萬家 
全年出貨量衝新高 

中國不鏽鋼緊固件通路商東明4月14日表示，今年客
戶數將成長25%以上，突破1萬家，每月出貨可望持穩1萬噸

上下，預估全年出貨量可望達11-12萬噸的新高。東明表示，去年
雖然有疫情影響，但受惠中國基礎建設、軌道交通、智慧製造之自

動化設備等需求增長，第一季出貨量都已站穩1萬噸。東明去年客戶數
由5000家攀升至8000家，今年可望持續成長，突破萬家。此外，隨著客戶

及不鏽鋼緊固件應用範圍持續增加，東明目前產能不足，因此預計未來3-5年
內，產能將再增加10萬噸。

廠
商
動
態

英國UKCA認證已
於2021年1月1日
生效 
英國產品符合性標籤，

是英國全新採行的產品認證

機制，主要適用於在大不列顛市場(包括英格
蘭、威爾士和蘇格蘭)。這項認證適用先前多數
需要有CE認證的產品。UKCA並不適用於要求
需有CE或UKNI認證的北愛爾蘭市場。您必須
符合的UKCA技術要求(必備要求)以及用於展
現產品符合性的符合性評估流程和標準大致

都與CE的部分相同。

UKCA已於2021年1月1日正式生效。不過，
為了讓企業有足夠時間可以調整適應新規範要

求，多數情況下，您仍可以在2022年1月1日前使
用CE認證。在一些情況下，您可能在2021年1月
1日以後就必須使用全新的UKCA認證才可在
英國進行銷售。

CE認證只在大不列顛和歐盟實施規範一
致的大不列顛地區適用。倘若歐盟改變規範且

您的產品是依此新規範取得CE認證，則不得
使用CE認證在大不列顛市場進行銷售，即使認
證是在2021年12月31日前取得。UKCA認證在
歐盟市場並不適用。在歐盟銷售的產品會需要

持有CE認證。

若您的產品:

• 是針對大不列顛市場

• 受要求要有UKCA認證的法規所規範

• 強制要求要有第三方符合性評估

• 符合性評估是由英國的   符合性評估
機構所執行

那麼在2022年1月1日前您只需要使用全
新的UKCA。這項規範並不適用現有的庫存產
品，例如，如果您的產品是在2021年1月1日
前所製造、取得CE認證和上市。在這些
情況下，您的產品仍可以用CE認證
在大不列顛銷售產品。

馬來西亞汽車協會公布
2020年汽車產銷量    
根據該協會，馬來西亞2020年第四季

的汽車銷售表現優於原先的預期，有助於減

緩2020全年銷量的下跌。整體來說，2020全年銷量為529,434輛，減少了
74,847輛(下跌12.4%)，低於2019年的604,281輛。雖然有兩位數的下跌，
但在當地汽車產業面臨極大挑戰的環境下已是不錯的成果，高於協會原

本預期的470,000輛。馬來西亞政府公布從去年6月起生效的銷售免稅政
策推升了2020年下半年的銷售。2020年新車產量也減少了86,446輛(下跌
15%)，落在485,186輛，低於2019年的571,632輛。當地汽車產業在去年失
去了相當於2個月以上的產量。

歐盟投入29億歐元資助多家企業強化
電動車用電池生產

歐盟宣布向美國特斯拉與德國

BMW等多家企業提供29億歐元，
以強化境內電動車用電池的生

產。歐盟向民間招募投資，

估計總投資額可達120
億歐元，資助對象

橫跨歐盟境內多

國，共42家企業，包括飛雅特克萊斯勒與
PSA的合併事業，以及新創的電池開發
商Northvolt AB。歐盟希望透過電
動車用電池的調度，減少對亞洲

廠商的依賴。歐洲電動車用

電池市場規模將在2025
年達到2500億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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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趨緩氣氛漸濃，豐達科下半年復
甦可期  
航太扣件廠豐達科去年

受疫情衝擊深，獲利銳減逾8
成。展望後市，公司表示，目

前航太主要客戶應仍在去化

庫存，車用扣件需求則走揚，

整體營運仍屬打底狀態，不過對疫苗護照、旅遊泡泡有望逐步

開放，助下半年業績回升持正向期待。豐達科去年歸屬母公司淨

利0.6億元，年減82.9%，EPS 1.14元。隨各國開始大規模施打疫
苗，並陸續推行疫苗護照、旅遊泡泡等，市場關注航太產業復甦

情況。

豐達科航太事業主要供貨引擎用扣件及其他車削件，主要

客戶如奇異(GE Aviation)、勞斯萊斯(Rolls-Royce)等飛機引擎
大廠，公司表示，目前客戶大多還在去化庫存，因此拉貨力道尚未

感受到明顯好轉，可能要到年中左右拉貨狀況會較明朗。不過值

得注意的是，雖然航太事業尚未見復甦，豐達科工業用事業需求

已走揚，公司主要提供歐美車廠車用扣件，也有跟上新能源車趨

勢，出貨輕量化扣件。受惠歐美車市好轉，客戶需求增溫，該事

業營收佔比已自疫情前的10%提高至今年的20-30%。

春雨、恒耀3月營收雙位數走揚 
扣件線材大廠春雨公告，3月

份自結單月營收為新台幣9.12億
元，較去年同期成長20.89％，略低
於2018年12月歷史高點9.15億元，
累計自結第一季合併營收為23.17
億元，較去年同期增加19.63％。

春雨表示，受惠於扣件市場需

求殷切，建築扣件的內銷市場出貨持續暢旺，外銷部分

因生產、運輸等營運未曾中斷，國外客戶繼續下單，也連

帶增加對上游線材的訂單需求，使得出貨量與單價同步

提升。車用扣件廠恒耀公告3月單月營收9.1億元，為近五
個月來最高，與去年同期6.4億元相比，年增42.16%。凸
顯後疫情時期全球車廠復甦帶動恒耀接單穩定增長走

出陰霾。榮景遞延到今年。

2020年全球電動車銷量 
比亞迪進前三名 

2020年無疑是全球電動車狂飆元
年，根據統計，2020年全球電池電動汽車（BEV）和插電
式混合動力汽車（PHEV）的銷量達到324萬輛，和2019
年全年226萬輛銷量相比，增長43％。若以品牌銷量來
看，特斯拉銷量占據全球第一，全年銷量為49.96萬輛，
排名第二的是福斯，全年電動車銷量為22.02萬輛。排名
第三位的是比亞迪，銷量為17.92萬輛。若以國家來看，
中國2020年的電動車銷量達130萬輛，排名第一。其次為
德國的40萬輛、第三名為美國的30萬輛，而法國和英國
皆為20萬輛，同居第四名。

KPF高動力螺栓取得
日本國土交通部認證  

KPF於2021年2月23日宣布其高動力螺栓產品已經取得日本
國土交通部的部級認證。KPF自1963年成立至今一直是建築、重
型設備和石油化工廠用扣件和零部件的專家。擁有先進的鍛造

技術和經驗，KPF成功打入汽車零件市場。KPF目前在越南和中
國也設有子公司。

世暘耗資7億打造高雄新廠及研發中心
以北美市場為外銷主力的台灣防鬆螺帽及高強度螺栓製造

大廠世暘工廠產業股份有限公司為了因應市場對特殊客製化產

品及車用扣件產品的增加需求，同時強化專用特殊扣件的製造量

能布局、提升產品項目種類，規劃投資新台幣7億元在高雄岡山
打造以節能減碳綠建築為設計概念的全新廠房。新廠房將導入智

慧化生產和全自動倉儲，藉此提升產能效率。另外，也將擴大招

募產品研發人員，根據客戶需求不同，在新扣件研發中心開發適

用的扣件產品。1982年成立至今，世暘目前的主要產品包括: 金
屬防鬆螺帽、尼龍防鬆螺帽、凸緣尼龍螺帽、凸緣螺栓、六角頭

螺絲、代工件及汽車零件。

中國衞星為太空船提
供鈦合金緊固件 
中國衞星(中國東方紅衛星股

份有限公司)披露2020年年度報告，
報告期內，公司實現營業收入70.07
億人民幣，同比增長8.42%；利潤總
額4.77億人民幣，同比增長14.92%；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3.54億人民幣，同比增長
5.34%；基本每股收益0.30人民幣。

公司專注於宇航製造與衞星應用，並以北京、深圳、

西安等多處研製與生產基地為支撐，能夠完成關鍵系

統、核心部件的開發與研製。在宇航製造方面，公司可為

太空船提供導航接收機、緊固件，包括航空航天用鈦合

金、高溫合金、鋁合金及鋼類緊固件， 同時可對外提供
檢測、熱處理及表面處理等服務。在衞星應用方面，聚

焦於衞星通信、衞星導航、衞星遙感等領域。公司新增

263項專利，擁有科技開發及科技管理人員2983人，佔公
司員工總數的7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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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巴與馬航延長寬體飛
機零件供應及維修合約 
在馬航近期完成重組後，空巴與馬

航已經簽訂為馬航旗下A330和A350機
隊延長零件供應和維修服務的延長合

約。合約由馬航營運長Ahmad Luqman 
M o h d  A z m i及空巴亞太區董事長
Anand Stanley在吉隆坡簽訂。多年期
的延長合約包括由空巴為馬航旗下的

A350s、A330s以及現由MASKargo營
運的A330-200Fs提供技術支援。空巴
的FHS-C機體零件供應和維修服務包
括備用品取得、主要基地的現場庫存以

及零件和維修。透過這項服務，空巴可

以確保零件的可得性和在高品質標準

和零件設計下的安全航機技術性能。

馬航營運長Ahmad Luqman Mohd 
Azmi 表示: 「我們非常高興可以延長
與空巴的夥伴關係，也信賴其可以為我

們的寬體客機提供重要的技術支援。隨

著我們持續翱翔世界與全球分享馬來

西亞的好客文化，空巴的客機將成為可

靠和穩定的象徵。」空巴亞太區總經理

Anand Stanley 表示: 「我們非常開心
可以透過零件供應和維修服務與馬航

持續維持合作關係。尤其在這充滿挑戰

的時候，空巴將努力提供最高品質、價

值和客製化產品方案給航空公司夥伴來

支援他們並強化其機隊的每日運營。」

SOUTHCO拓展印度運作據點    
SOUTHCO®正式宣布位於印度Pune Ranjangoan的

廠區已經完成擴充啟用。20,000平方英呎的擴充廠區於
2019年開始動工，辦公空間增加三倍，製造和經銷空間也
增加兩倍，為Southco在未來全球快速成長的市場打好基
礎。歷經在印度市場10年的傑出表現，Southco印度廠增加
的產能以及持續在銷售、工程設計和行銷資源的投資讓其可以提供在地客戶更

好的服務。Southco將持續為印度引進更多新的製造技術並在當地生產更多零
件來支持印度政府推行的「印度製造」政策。Southco印度廠總經理Prakash T. 
John 表示: 「我們在印度據點的擴張為Southco促進全球業務成長的政策做出
貢獻。這不僅可以為該區帶來更多工作機會，也是Southco長久以來在為客戶創
造更多價值和滿足印度市場成長中需求的責任。」

法國LISI集團2021年第一季銷售達3.094億歐元
2021年第一季的銷售相較於去年同期下滑22.2%。全球新冠疫

情進一步對該集團各事業體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

• LISI航太部門 : - 38.5 %， 其中在2020年第一季銷售不錯
的「扣件」業務受到最嚴重的影響。

• LISI汽車部門 : + 2.9 %，從2020下半年起就觀察到正向發展的趨勢。

• LISI MEDICAL : - 15.1 %，雖然銷售下滑，但發展前景也受惠於朝正
向發展的業務現況。

義大利Growermetal取得EN 9100航太品質認證  
義大利Growermetal宣布已經正式取得航太產

業的EN 9100:2018航太品質認證。EN 9100標準是
由國際航太品質組織IAQG制定。該組織建置了一個
可由航太產業直接管控的品質管理系統。取得該項

品質管理認證後，Growermetal將獲得被納入線上
航太資訊系統OASIS資料庫的機會，這是一個讓該產業主要廠商挑選其供應商
的平台。

美國Grainger宣布新任北美事業單位財務長及董事長   
美國維修保養運營產品領導供應商Grainger宣布管理職務

異動。目前擔任北美銷售服務部門資深副董兼董事長的Deidra 
(Dee) Merriwether被任命為財務長。目前為資深副董及技術、行銷、策略長的Paige 
Robbins則被指派為由美加墨和波多黎各Grainger事業體所組成綜合事業單位的資深副
董和董事長。這個綜合事業單位將整合所有Grainger品牌在北美的商業運作為單一組織。
全新的架構將促進更高的獲利市佔以及更好的客戶產品方案。Merriwether和Robbins的
新職位自公布日起即刻生效。

美國Optimas完成全球據點IATF認證    
全球工業製造商/經銷商和服務提供商O pt i mas 

Solutions宣布已經完成旗下全球據點的IATF認證，包
括新加入位於印度Pune的卓越中心和位於墨西哥Mexicali和美國俄亥俄州
Lockbourne的新經銷據點，讓它晉升成為扣件產業中具備領先品質認證水平
的廠商。IATF認證是汽車產業和相關進階產業中最高水平的品質認證。這是繼
Optimas取得ISO 9001認證後，該公司再次提高品質認證水平，讓旗下全球據點
都達到IATF的認證。Optimas執行長Marc Strandquist表示，這個新里程碑將為

公司打開更多新業務的大門，並

讓公司可以用更高的水準與現有

客戶合作。他接著說:「我們是少
數幾家有IATF認證的扣件供應
商和製造商，這項認證在非車用

產業領域也被視為重要的品質認

證。我們去年8月宣布的製造方
案策略再一次向客戶和供應商證

明是非常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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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pson Strong-Tie宣布Mike 
Olosky為新任營運長  
美國精密結構連接件和建築解決方案領導廠商

Simpson Strong-Tie近日宣布指派Mike Olosky為Simpson 
Manufacturing Co., Inc.的新任營運長。作為在亞歐地區
有超過10年全球管理經驗的資深主管，Olosky上一任職務
是Henkel北美據點的董事長和該公司工業和電子部門的
主管。之前Olosky則擔任Henkel黏著劑事業創新部門主管
和Henkel亞太地區董事長一職。Olosky具有密西根技術
大學和奧克蘭大學機械工程學位，另外還有密西根州立大

學商學院企管碩士學位。Simpson Strong-Tie是Simpson 
Manufacturing, Co., Inc.的主要子公司。

美國Jay-Cee Sales and Rivet Inc.
取得ISO 9001:2015認證
美國拉釘和其他螺紋扣件大型批發商Jay-Cee Sales 

and Rivet Inc.宣布已經取得ISO 9001:2015 的認證許可。國
際標準化組織一直維持著針對品質管理和品質保證的ISO 
9001:2015認證。為了取得這樣的認證，申請者需要展現其
能持續提供滿足客戶和相關法規要求產品服務的能力。這

項認證目標在透過有效系統的應用來提高客戶滿意度，包

括系統改善流程，並確保有滿足客戶和

相關法令的要求。Jay-Cee Sales & 
Rivet, Inc. 副董Greg Weitzman 
表示: 「我們對這樣的成就感
到自豪。這項認證驗證了我

們的產品品質，也展現我們

對客人的用心和責任。」成立

於1948年的家族企業Jay-Cee 
Sales and Rivet Inc.是拉釘和其
他螺紋扣件的大型經銷商，供貨

給汽車、醫療和航太等產業。

Master Automatic併入MFCS Engineered Solutions Group   
MacLean-Fogg Component Solutions (MFCS)和Master Automatic共同宣布Master Automatic已正

式併入MFCS Engineered Solutions Group。合併後的新公司名稱為MacLean Master LLC，據點設於普利茅
斯和Livonia。MacLean-Fogg董事長Duncan MacLean表示: 「相當興奮，因為Master Automatic是家企業文化

與我們類似的優秀家族型企業。這項併購案讓我們可以進一步讓我們的客戶資料庫更加多元涵蓋更廣，同時提升

我們在精密車修的能力、技術和產品。在更廣泛的高值產品和服務下提供客戶更好的支援。」成立於1942年，Master 
Automatic是精密車修零組件和組裝件的首要供應商，也是關

鍵汽車推進和駕駛零件市場領導者，提供指標汽車代工和一階廠

商廣泛製造實力、設計等支援。

Novaria Group宣布併購The Young Engineers, Inc. 
Novaria宣布併購The Young Engineers, Inc. (TYE)。TYE是航空器和航太五金的設計

製造專家，主要著重在扣件和嵌件。交易條件未公布。這項併購案將延續Novaria擴展至航太
扣件領域的腳步。Novaria執行長Bryan Perkins 表示: 「我們從2020年四月起完成許多併購
案，這些併購案對我們業務的發展都產生不少貢獻。併購TYE也是我們拓展供應給客戶專利
合格產品項目策略的一部分。」TYE的營運據點、技術員工以及前負責人和董事長都將繼續
在南加州的廠區服務運作。

George Hunt當選美國中西部扣件協會理事長   
Brighton-Best International 區域經理George Hunt III日前獲提名並當選美國中西部扣件協會

(MWFA)2021年新任理事長。全新的協會董事會成員包括Matt Delawder (SWD Inc.公司)副理事長、
Bob Baer (Abbott Interfast Inc.公司)財務長、 Jake Davis (BTM公司) 秘書。理事成員則有 Glen Brin 

(Innovative Components Inc.公司)、Rich Cavoto (Metric & Multistandard Components
公司)、Paula Evitts (Avante Imports公司)、David Gawlik (Stanley Engineered 
Fastening公司)以及Bobby Wegner (Beacon Fasteners and Components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