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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航太扣件廠獲Tech-
navio評選為全球航太
扣件市場前五大供應商

根據Technavio最近一份針對2016-2020年所做
的的全球航太扣件市場預報，五家航太扣件廠獲選

為將對全球市場造成廣泛影響的前5大供應商。

這5家廠商所開發出的扣件皆獲得相關政府單
位(例如國防部、聯邦航空署以及歐洲航太安全機
構)的認證，這些單位皆鼓勵開發應用於高度競爭
航太產業先進且具成本效益扣件的開發。

 這5家廠商為: 3V Fasteners、Alcoa、B&B Spe-
cialties、KLX及Lisi Aerospace。

歐洲扣件批發商
協會理事長Volk-
er Lederer針對

歐盟撤銷對中國碳鋼扣件反傾銷措施的
回應

歐洲扣件批發商協會2009年就反對針對中國
進口碳鋼扣件實施反傾銷措施，也反對2012年再
次修改後的措施，批評其反傾銷調查過程缺乏透

明度。我們的產業也因此受到高達74%不公平的反
傾銷稅率所苦，這稅率徹底地也不必要地扭曲了

扣件市場機制。事實上，來自中國的進口產品在原

本的反傾銷措施實施後幾乎從歐盟市場消失。對

歐洲扣件進口商來說要面對這些實施中的措施真

的很艱難，我們的產業也非常努力去適應扣件市

場的扭曲。

 在這74%反傾銷稅完全且驟然取消後，自2009
年起就深受反傾銷措施所苦的歐洲扣件批發商又

成為反傾銷訴訟的二次受害者。歐盟執委會對世貿

組織判決的反應也會對其原本的措施產生傷害性

影響，對扣件批發商造成嚴重的經濟傷害、不確定

性和嚴重扭曲扣件市場、危及歐洲許多工作機會。

 歐洲扣件批發商協會認為執委會不應該這麼
快撤銷措施，而是應該採取一些餘裕和時間來減少

其至合適的水準。這也符合洲歐扣件批發商協會一

向堅持的自由公平貿易原則。

近海鑽油平台的扣件工安

美國安全與環境執法局更新了2014年一項關於海鑽油
平台扣件失效的技術評鑑報告。該局表示，必須要做更多研

究，以預防扣件失效的問題持續發生，並強調自2003年起已
出現三次(用於固定住鑽井隔水導管的)螺栓與螺帽失效的
案例，導致導管與組裝結構分離。扣件(包括連接件與螺栓)
若失效，會對近海工作的工人帶來危險。該局說研究的對象

將包括扣件的物性，塗層和環境條件。報告中提到:「環境腐
蝕導致的海底扣件失效的問題仍持續影響近海工安以及環

境保育。」

瑞士Hatebur公司併購了
義大利 Carlo Salvi公司

Hatebur Umformmaschinen AG公司併購冷成型機械
製造商Carlo Salvi公司，並於4月1日生效。Hatebur 公司表
示併購Carlo Salvi公司所有的股份和員工，「Carlo Salvi公
司的所在地和其成功的品牌名稱都不會變。由於我們兩者

的產品範圍有少許重疊，所以我們的顧客能夠從單一的採

購來源就能取得種類更廣的產品，尤其是在冷、溫、熱成

形創新科技和服務方面。」。

Carlo Salvi公司成立於1939年，是一間全球性的冷成
形機械研發、製造和經銷商，目前雇有92名員工。該公司總
部在義大利，在美國、中國和英國都有據點。Hatebur公司
也是全球性的冷成型機械研發商與製造商。該公司成立於

1930年且是百分百的家族企業，目前在瑞士；中國、日本、
德國設有辦公室，雇用180名員工。

英國Boltight的螺栓拉伸器應用多樣性使其獲
得更多新訂單

Boltight最近有許多非標準螺栓拉伸器的訂單，顯示
出其高品質液壓螺栓拉伸器應用的多樣性，同時也顯示出

企業在不同產業替客戶設計不同工具的能力。該公司最近

獲得供應NASA、波音和西門子的訂單。 以彈簧回復拉伸
器、空氣幫浦和管件組成的螺栓拉伸系統最近已經被送至

美國太空總署位於休士頓強森太空中心的White Sands測
試所。Boltight也供應專用拉伸工具給西雅圖波音做全球
最大最有效率雙引擎噴射客機777X組裝線治具使用。另
一個比較特殊的訂單是要設計特殊的液壓筒，讓西門子可

以在組裝MRI掃瞄機時改善預先壓製關鍵零部件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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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製造產業協會理事會聯合組織一員

美國扣件批發商協會已經正式成為美國製造產業協會理事會聯合

組織(NAM)一員，將使其會員得以在華府許多會影響美國製造業的相關議題和公共政策上取得更多的
代表角色。這些製造業領域包括：能源及自然資源政策/人力資源政策/國際經濟事務政策/法規和基礎
建設政策/稅、技術和國內經濟政策。加入後將可取得經濟表現週報、全球經濟趨勢月報以及來自NAM
關於勞動雇用權益和政策實施的更新報告。美國扣件批發商協會很高興能成為這個擁有250家會員以
上且代表美國各產業組織協會的成員。

併購扣件經銷商
House of Threads公司

Würth集團宣布併購位
於美國阿拉巴馬州的House of Threads公
司(以下簡稱HOT公司)以及其位於墨西哥
克雷塔羅州的姊妹企業。HOT公司現在已
是Würth美國分部的一部份，Würth美國分
部是美國最大級組裝科技供應商之一。被

併購的HOT公司供應種類廣泛的組裝原料
與C零件給OEM廠與商業建築公司，支撐
Würth美國分部的成長策略並擴增開發周
邊市場。HOT公司成立於1963年，2015年銷
售額達4,210萬美金，擁有108名員工與超
過1,200位顧客。

HOT公司將強化Würth集團在美國東
南部的市場地位並幫助集團打入墨西哥中

部的市場。Würth美國分部是由9間公司組
成，主要服務OEM市場，透過旗下的專利
品牌「CPS® C-Parts Solutions」提供供貨
商管理庫存系統。HOT公司是Würth美國分
部在過去兩年內併購的第四家企業。

Würth和Intershop擴大合作
Würth和Intershop Communications 

AG宣布擴大雙方合作。Würth身為全球組
裝和緊固材料產業領導品牌，正規劃擴大

現有成功的線上業務。為了實現這個充滿

野心的計畫，該公司從2015年的供應商中
選擇了Intershop。雙方同意在B2B的領域
上共同進行產品開發。甚至，也包括使用

Intershop商用系統的全面授權協議。其核
心Intershop商用管理B2X全頻方案已經有
許多適合商業客戶的特色。

Würth集團目前在80多國有400多家公
司，員工數超過69,000名。根據臨時財報顯
示， Würth集團2015財務年度營收110.5億
歐元，核心業務專注於應用於各產業運作

125,000以上產品，包括螺絲、螺絲配件、
合板釘、工具、化工產品和職安產品。

2022年全球緊固件市
場需求將達950億美元
據英國調研公司BriskInsights

發佈的報告預測，2015至2022年，全球
工業緊固件市場將以5.23%的複合年增長
率增長，至2022年總需求達到950億美元。

該報告指出，2015~2022年，全球工業緊固件市場有望出現高
速增長，主要得益於生活水準的極大提升，從而刺激耐用品的需

求。另外，市場需求主要來自發展中國家。

此外，全球維修與建築行業的增長亦將推動緊固件需求的上

升。印度、中國、巴西等新興國家汽車行業的快速發展也起推動

作用。

由於機械OEM、建築業、汽車應用等行業對緊固件需求的增
加，外螺紋緊固件的需求將出現高速增長。同樣地，隨著各地政

府大力投資於航空航太業、基礎設施以及國防建設，航空航太用

緊固件亦將出現增長。

Bossard公布2015年財報
 Bossard集團2015年業績持續成長。儘管瑞郎升值，集團的

銷售業績仍然創下新的紀錄達到6.563億瑞郎或者增加了6.2%(以
本地貨幣計增加10.1%)。不過，獲利在關鍵市場(尤其是瑞士)受到
一些負面衝擊像是瑞郎升值或需求不佳等因素影響。營運獲利比

2014年下降3.4%至7,030萬美元，營業獲利利潤為10.7%。在這樣
的情況下，執行長David Dean強調很重要的一點: 「Bossard集團
的獲利能力持續高於整體產業平均值。我們將這個實際狀況視為

近幾年我們獲利導向策略成功的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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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投資210萬美元擴增洛克福德市的據點

Rocknel公司成立於1989年，是Elco Industries Inc.和日本Nagoya 
Screw Manufacturing Co. Ltd.公司之間的合資公司。1980年尾，有
些日系企業在當地設車廠，當時Elco 公司想與那些日系企業做生意，
Nagoya Screw公司就幫助了它打入市場。從1998年至今，Rocknel公
司成為日本汽車航太扣件商Meira, Inc.公司下的全資公司。

R o c k n e l公司營運主任艾德 ( E d 
Vaughn)表示，公司目前雇用了188人，擴
增後將至少再增加10人，預計將在3月底開
始執行擴增工程。他說建設工程將耗資210
萬美元，總投資額將達770萬美元。該公司
將在多出來的空間上安裝新的金屬電鍍產

線，屆時將會需要投資新設備。該公司也正

計畫在未來五年內再度擴張。

美國Southwest Fastener在德州新開據點
Southwest Fastener公司宣布在德州大草原城啟用第四座經銷

倉庫，４月１日起正式運作，該倉庫將服務德州達拉斯市。董事長Ken 
Lubbering表示：「我們收到許多顧客要求希望在達拉斯設點。」銷售
經理Bobby Ramirez補充道:「剛開始，我們將會庫存所有關鍵品項，
之後會持續增加當地顧客

要求的產品。我們也會提

供免費出貨服務，供給達

拉斯市。」

Southwest Fastener
公司在鳳凰城、土桑市、阿

布奎基市、還有現在的達

拉斯市都有設點。該公司擁有1萬4千個庫存單位(SKU)，是一家貨色
齊全的扣件、五金、工具經銷商，供應給工業、太陽能業和供水產業。

美國Sherex Fastening Solu-
tions併購DISC-LOCK, Inc.
全球工程扣件、治具和自動化領導廠

商Sherex Fastening Solutions宣布併購
DISC-LOCK, Inc.，並自2016年3月1日開

始生效。DISC-LOCK是楔形防鬆技術的始祖也是保全耐用抗震緊
固系統設計製造的先驅。

Sherex執行長James Pickren表示:「擁有35年成功應用歷史
和高度專利技術，DISC-LOCK創新技術解決了全球最具挑戰性的
振動鬆脫緊固問題。個別公司優勢的組合將創造出更廣的工程方

案，同時也提供客戶最低的總安裝成本。」

在美國、墨西哥和台灣擁有據點，Sherex和DISC-LOCK都生
產符合TS16949、AS9100和ISO 9001:2008認證的最高品質產品。

在接下來幾個月，DISC-LOCK營運和業務流程將轉至Sherex
位於紐約Tonawanda總部。DISC-LOCK, Inc.將會繼續以 DISC-
LOCK, LLC名義繼續業務營運。

瑞士Bossard取得法國航太認證
瑞士Bossard集團已經在法國取得航

太認證。這份正式核可證明是成為航太

產業供應商的先決條件。Bossard已經更
進一步強化在這需求領域的活動。該集團

活躍於美國航太產業並在2016年2月在瑞
士取得AS9120標準認證。

 在近幾年的購併策略進程中，
Bossard集團已經建立起其航太專業。
2015年它併購了Aero-Space Southwest, 
Inc。現在在法國取得的認證對Bossard
在這技術需求領域拓展的努力是重要一

步。法國航太產業在全球扮演重要角色，

產品上廣義包括飛機、直升機、引擎、和

電子產品以及衛星和導航系統。

 對航太產業來說正向的展望的理由
是Bossard在這產業的積極投入。因其優
異的產品服務，Bossard得以持續在航太
領域站穩腳步，並達到比平均值還高的

獲利能力。

 甚者，集團打算採取合適的步驟穩定
強化在航太領域的涉入。目前也積極在加

拿大申請航太產業的正式認證，預計會

在2016年第2季完成。

美國Lawson公司
併購位於密西根市
的Perfect Prod-
ucts Company

L awson公司是一家供應扣件、五
金、工具產品與服務給MRO市場的經銷
商，該公司宣布併購密西根市的Perfect 
Products公司，此項交易在今年3月7日
結案。Perfect Products公司是一間家
族企業，經銷扣件、螺栓、螺帽、夾子，

專供應給國產與進口車。該公司的共同

所有人布魯斯 (Bruce Findlay)與麥克
(Mike Findlay)先生都各自有25年的業
界銷售經驗，他們將繼續擔任銷售代

表、而董事長吉姆(Jim Findlay)先生也
將續任原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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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頒通用2015供應商獎
美國MacLean-Fogg Compo-

nent Solutions 3月10日在密西根
底特律Cobo展覽館舉辦的第24屆通用年度供應商獎頒獎典禮中獲頒年度供
應商獎項。通用從17個國家中挑選出110家持續超越通用期待、創造傑出價
值或替公司帶來創新思維的最佳供應商。這次是該供應商獎自1992開始頒
發以來供應商最多的一次。這也是MacLean-Fogg Component Solutions成
立以來首次獲得此獎項。

通用全球採購及供應鏈副總Steve Kiefer 表示:「我們專注於建構正面的
供應商關係，帶來全新以客戶為中心的創新並成為供應商的代工首選。我們

所表揚的企業不只帶來創新，他們也帶給客戶應得的品質。」

2015年通用供應商獎廠商家數比2014年的79家成長了40%。獲獎供應商
是由通用採購、工程、品質製造、後勤執行的全球團隊所挑選，並根據其產品

採購、間接採購、客戶關懷和售後服務和後勤表現標準選出獲獎者。

螺絲業不景氣 管碧玲發聲
促擬對策

螺絲與扣件等產品整體外銷

量減少了11%，民進黨立委管碧玲
為業者發聲，要求經濟部成立專

案小組，協助螺絲業者因遭受國

際不景氣以及歐盟撤銷中國大陸

反傾銷稅的問題。

管碧玲指出，去年螺絲與扣件

等產品整體外銷量下降11%，對歐
盟市場下降了5%，產業面臨景氣
寒冬有7到8家業者歇業。她說，
螺絲零件外銷歐美英日是亮點產

業，希望政府輔導業者轉型，將來

朝航太、汽車等高品質螺絲產品

為主。

管碧玲表示，在國際市場中，

大陸的製造業者通常以壓低成本

的方式打敗市場競爭對手，而國

內的螺絲業者比較注重品質，所

以歐美國家傾向使用台灣製的產

品；但若僅維持當前的製造水準，

恐會被中國大陸趕上。

她說，目前國內能提供高階螺

絲螺帽產品的業者僅占28%，若
遇到成本上漲、國外低價搶單，許

多外包廠商就要度小月。

經濟部長鄧振中與工業局長

吳明機允諾成立專案小組研擬解

決對策。

反傾銷風暴 春雨不受影響
歐盟取消對大陸螺絲扣件85%的反傾銷稅，對台灣螺絲廠

造成很大衝擊，但春雨、恆耀等是少數處於暴風圈外的大廠，

市場競爭力將更上層樓。

春雨總經理李明晃表示，歐盟市場重新對大陸開放，台灣螺絲業受到威

脅的主要為小螺絲以及一般品件，春雨長期來加強技術研發，以特殊件的訂

單為主流，加上大陸廠可以轉向出口歐盟，因此受到的影響十分有限。

李明晃指出，歐洲市場近期表現不如預期，除了難民潮因素外，德國最大

德意志銀行的財務風波也令人側目，金融界銀根緊縮對企業不利，反而美英與

東南亞經濟不錯，螺絲需求穩定增長。

法人分析指出，春雨競爭策略高度進化，雖然營業額不見得暴衝，但獲利

能力將比去年傑出，尤其近來中鋼連續二次調漲鋼價，市場追漲的氣氛轉強，

春雨第二季外銷報單順利提價，將充分反應在財務面。一旦未來兩岸貨貿能

暢行無阻，則春雨東莞廠與台灣母廠將更靈活調配，可把台灣球化線材送往

大陸加工。

提摩太精專於螺絲及螺帽精密加工

成立近30年的提摩太公司，精專於螺絲、螺
帽、汽機車及航太等零件精密加工，其廠內擁有

CNC電腦車床及綜合加工機近50台，以及2.5D投
影機、二次元、三次元等電腦測量儀器。該公司

全面導入自動化生產，跨足螺絲、螺帽精密加工，

成為國內多家扣件業者合作廠商，並於2012年榮
獲國內汽車扣件專業大廠-穎明工業董事長劉文村，所贈與「惠我良多」優良
協力廠商獎牌，備受客戶肯定。

該公司堅持ISO的精神「高效率、優品質、準交期」。提摩太總經理蔡詠欽
表示，「誠意、創意、滿意」是該公司的精神。不斷追求品質提升，在每一個環

節都控管嚴格，力求完美，更透過訓練與宣導讓每個部門及全體員工都秉持

著該公司的精神，為客戶提供更優質的服務。

蔡詠欽指出，現階段整體大環境不佳，先求穩定，既有客戶絕對要服務

好，有時不論量大或量小皆要接單，或不管有無賺錢還是要做，這是對客戶一

種服務的堅持。

歐盟對中國、菲律賓、台灣
地區不銹鋼緊固件產品反
傾銷措施到期情況的公告

2016年4月14日，歐盟發佈公
告，對外告知原產於中國、菲律

賓、台灣地區的不銹鋼緊固件產

品反傾銷措施將於2017年1月8日
到期。成員國內企業可在自本公

告發布之日起至正式到期3個月前
的時間內向歐盟委員會提交反傾

銷日落複審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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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達科主要產品為航太扣件，訂單能見

度長達3~5年，主要大客戶為引擎大廠GE，近
幾年再打入德國航太引擎大廠MTU，帶動公
司近年營收向上。隨著工業扣件、航太車削件

出貨增溫，豐達科今年前2月營收年增逾17%，
3月營收預估續旺。展望今年，豐達科今年航
太相關應用仍可穩健增長，加上近年布局航太車削件也逐漸收得成效，以及工業

扣件可望隨著車市持穩，挹注今年成長動能。

以產品比重來看，豐達科航太扣件與車削件產品約佔營收比重8成多，其餘
則為工業扣件。

豐達科2015年合併營收為15.43億元，年增12.06%；2015年EPS 4.53元，較前
年受業外衝擊致虧損明顯轉好。豐達科今年營收比去年成長可期，若台幣匯率

走穩，豐達科今年獲利可望同步成長。新台幣若走貶對公司則是相對有利的。

俊鈦JUNTI鈦合金螺絲 市場肯定
隨著鈦合金應用普及化，俊鈦科技不

斷厚植研發鍛造實力，突破技術瓶頸，克

服64鈦鈦合金（Ti-6Al-4V）螺絲難以鍛造
的技術，其鍛造螺絲技術獨步國內，輔以

多角化發展，其自有品牌JUNTI鈦合金螺
絲，深受許多大廠肯定。

俊鈦科技總經理紀文忠表示，由於鈦

合金成本過高且少量多樣，一般大廠都不

願較大研發成本，在此機會點下，便著手

研發鈦合金鍛造技術，並大量生產，更自

行研發出半自動特殊鍛造機。

由於鈦合金材料乃為提高航空機具飛

行性能而開發的高性能材料，隨著工業技

術、科技的進步，應用領域也由早期的航

太工業逐漸擴展至其他領域，像是自行車

個性化商品越趨流行，在鈦合金螺絲使用

量上，就相當多。

他說，近幾年，國內自行車風潮漸退，

汽機車修補市場會是未來發展重點，由

於鈦金屬成本較高，汽機車應用面需求

量是相當可觀，為因應市場需求，目前已

可鍛造出自行車、摩托車及汽車常用螺絲

(M5~M12)，且M2.5技術也達成熟階段。

他指出，所鍛造出的鈦合金螺絲，以

自有品牌JUNTI行銷市場，由於具輕量
化，耐腐蝕，高精度等特性，獲許多大廠

肯定及採用，並能提供符合DIN912規範
的鈦合金螺絲，適用於各行各業。

目前已有東南亞、韓國、日本等國均

尋求經銷代理，未來也將積極佈局海外市

場，期許成為鈦合金螺絲精品代名詞。

捷禾拉帽 不懼陸企低價競爭
高雄捷禾企業主要生產尼龍拉帽、橡膠拉帽及金屬拉

帽等產品。捷禾企業董事長陳明哲表示，該公司以多樣化產

品、重視產品品質、高效率生產等特色，並以滿足客戶需求為

最高經營策略，因此從不畏懼市場的競爭。

此外，面對歐盟取消對大陸螺絲產品的反傾銷稅，是否

衝擊捷禾未來外銷歐盟市場，陳明哲強調，該公司拉帽產品

在外銷名稱上被歸類為「鉚釘」產品，並非螺絲，預期影響

不大；且去年起各項外銷歐盟市場產品數量普遍減少10％∼
20％，並移轉到其他市場，可望降低對捷禾的衝擊。

捷禾的拉帽產品，主要應用在太陽能板、電子主機板、汽

車零組件、電冰箱、風扇馬達座、遊艇電子儀器與內部裝潢、

LED街燈、風力發電、造船
業等。

陳明哲說，隨著全球市

場變遷，他從代理商變為

製造商，並以JET FAST品
牌行銷國際，經營30多年
來感觸最深的是專業化，

他認為，「唯有專業才能

專精」，加上積極轉型，捷

禾產品不僅成功打進汽車

零件市場，而且申請通過

TSl6949認證。

豐達科2015年每股賺4.53元 配息1.8元
航太螺絲螺帽廠豐達科(3004)公布去年財報，稅後純益

2.38億元，成功由虧轉盈，並創下歷年新高水準，EPS為4.53
元，決議配息1.8元，現金殖利率約2.8%。

豐達科2014年因認列訴訟和解金，導致營運虧損，2015
年成功轉盈，今年則受惠大客戶引擎大廠GE陸續交貨，以及
德國航太引擎大廠MTU試單出貨，隨著亞太維修及飛機汰舊
換新潮起飛，營運可望穩健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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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螺絲工業協會的不鏽鋼螺絲部
會前往馬來西亞做市場視察

日本螺絲工業協會在2月16~18日派遣視察
團前往視察馬來西亞市場。該團除了訪問駐檳

城的日本大使館了解當地市場之外，也前往參

觀東和(馬來西亞)工廠。該團成員共計8人。

日商八幡製鐵推出螺絲螺帽巧克力

「八幡製鐵」可以說是

日 本 發 展

鋼 鐵 工 業

的一個重要

里程碑，為

目前日本最

大、全球第

二大的「新日

本 製 鐵」前

身。為了紀念

日本八幡製鐵所獲登錄為世界文化遺產，特別

請為GRAN DA ZUR甜點店設計製做此款巧克
力，除了仿鋼鐵生鏽感的外觀，它也可以真的

拿來鎖呢。

日本中島田鐵工所與National Ma-
chinery德國分支簽訂代理銷售合約
創業超過百年的中島田鐵工所已與美國

National Machinery LLC公司的德國分支簽訂
合約，推動在德國、英國、斯堪的納維亞、比利

時、愛爾蘭、東歐等歐洲各國的代理銷售。

上海集優今年參與股權激勵子公司增至6家
國資背景的上海集優(02345)自2014年起實施股權激勵計

劃。董事長兼總經理周志炎表示，參與該計劃的子公司須實現

淨資產回報率超過8%，集團旗下的8家境內子公司當中，去年已
有4家符合資格，較早前僅2家有所增加；該計劃調動了旗下子
公司工作的積極性，預計2016年將有6家子公司達到參與標準。

另外，繼早前完成收購荷蘭緊固件製造商內德史羅夫後，

他指出，目前仍在繼續尋找合適的海外收購目標，尤其在緊固件

及工具兩個市場呈碎片化的領域，存在較多機會。

 檳城新廠落成 強化亞洲布局
全球表面處理藥劑及設備供應商Atotech宣布其馬來西亞

檳城新廠落成。幾個月前，該公司也才剛在中國廣州大規模投

資新設備製造廠-顯示該區域對相關產品的需求持續成長中。

先進的廠房是以最高標準、安全性和永續性原則建造。是

Atotech馬來西亞據點的全新里程碑。此次的拓點目標在替該
區域開發下一世代電子產品的龐大客戶群提供技術支援。在面

臨成本壓力且快速變動的產業，此次5,000萬令吉的投資符合
Atotech的本土化策略。透過更聰明的原料使用替客戶開發新方
法來達到效率改善，同時也能管理輸入原料和成品的品質。

總經理Reinhard Schneider 在檳城的開幕式中表示：「新廠
讓我們可以強化既有聯盟並成立新聯盟。」

Atotech也計畫在檳城新廠內設立技術中心深化在該區的
技術服務能力。訓練精良的專家將進行開發測試、原型評估和

替客戶或代工廠進行試驗生產。

越南扣件需求旺盛

越南正成為外國製造商雲集地，這個東南亞國家到處都是商機。資料顯示，

越南2016年前兩個月實現貿易順差8.65億美元，新增外商投資28億美元，同比
增長135%。歐洲貨幣投資機構亞洲行政總裁Tony Shale 表示：「越南正成為亞
洲地區增長速度最快的經濟體之一。東南亞中心的戰略位置以及迅猛的發展速

度使越南成為外商眼中極具吸引力的投資目的地。」那麼緊固件人士如何能快

速打入越南市場？

 其一是工程機械及其零配件領域。根據越南規劃與投資部提供的資料，越
南在未來十年的基礎設施建設總值將達到1,600億美元，包括總長超過5,000公
里的高速公路，300至400公里的鐵路和大約12座機場。隨著越南市場的蓬勃發
展，建築機械、設備、材料、推土機、壓路機、液壓機、築路機等需求強勁，而越

南金屬加工和工業產品只有6%是他們自己生產的，剩下的94%均依賴進口！

 其二是汽車、摩托車及其配件領域。摩托車是越南百姓日常代步的最主要的
交通工具，在過去的5年裡，摩托車的年銷售量超過250~300萬台，越南也成為
世界第五大摩托車製造戰略市場，越南政府鼓勵國內企業組裝生產摩托車，隨

著該國基礎設施建設的逐步完善，城市對轎車和貨車的需求也在上升。越南經

濟發展態勢良好，但由於該國工業基礎薄弱帶來的裝備製造落後，這是一個值

得緊固件企業關注的市場！

特斯拉Model 3爆單，
概念股「拉」風

特斯拉平價電動車款Mod-
el 3引發搶購熱潮，特斯拉3月
股價漲幅近2成，3月31日開始
接受Model 3電動車預購，前3
天預訂量超過27.6萬輛，估計
上看30萬輛，帶動相關概念股
逆勢強勁演出，世德(2066)股
票4月6日即拉上漲停。

世德為特斯拉扣件及車

體零件二階供應商，也持續是

Model 3供應鏈之一。該公司
前2月營收年減6.5％，3月可望
回溫。屏東新廠目前試運轉，

在台電供電完成後，6月預計
全面量產，下半年出貨將大幅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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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Sundram 
Fasteners退出
旗下德國據點經營

印度Sundram Fasteners已經決定退出由
其全額持股子公司Peiner Umformtechnik和
相關組織所管理的德國據點。Sundram已經
選擇Hanse Industriekapital-Hamburg為全新
的經營者，因其對德國產業有充分經驗和了

解，也是成功的私募基金單位。Sundram相信
新的德國持股者絕對適合滿足Peiner、供應商
和客戶的需求。Sundram也相信新的領導者將
非常有競爭力地將Peiner帶往更成功的未來。

日本SDC田中公司的專利螺栓獲天文界
採用，SDC田中公司的獨家專利產品「SDC  
C l e a n  B o l t」螺栓目前正供應給建造中的
「KAGRA」(神岡重力波探測器)大型建案。該
產品具備的高純淨度獲得認可，抗磨耗抗腐

蝕，此後該公司將擴大該產品的應用範疇。該

產品採用的Plasma浸炭表面處理技術也獲國
際航空站認可。(“KAGRA”是一部叫引力波望
遠鏡，由東京大學、國立天文台等的研究小組

在岐阜縣飛驒市神岡町的地下建造。研究小組

計劃在2018年3月之前開始利用“KAGRA”進
行全面觀測，並希望與歐美的觀測設施合作推

進未知天體現象的解析工作。

展望佳 華祺漲停
不鏽鋼小螺絲專業製造廠華祺(5015)去年

EPS估達2元水準，穩定的現金股利可期，今年
以來，訂單逐步回溫，前2月營收年增1成，隨著
國際鎳價穩定上揚，第二季展望優於第一季。

華祺去年前三季EPS為1.39元，去年第四
季營收為全年最高一季，受惠原料價格處於低

檔、台幣匯率貶值，加上公司持續優化產品組

合，華祺去年第四季獲利可望攀上全年高點，

去年EPS預估突破2元，可望維持8成的配息
率，隱含現金股利殖利率逾6%。

今年以來，旗下印尼、泰國廠來自歐洲接單

續旺，華祺2月合併營收僅月減6.11%，年增率
達38.3%，隨著國際鎳價反彈，3、
4月整體接單續穩，配合近期不鏽
鋼價格回升，漲價效益可望將於

第二季顯現，華祺上半年營運展

望趨明朗；加上部分資金轉往中小

型鋼鐵股，今帶量衝高，盤中大漲

逾2元，最高漲停板24.75元。

引進陸低價鋼料 歧見大
螺絲業促專案進口 強化銷歐競爭力 
中鋼反對 憂心遭反傾銷牽連
中鋼（2002）第二季棒線盤價平均

每公噸上漲300元，由於台灣螺絲外銷
競爭激烈，市場要求專案進口大陸低價

盤元供螺絲業所用，中鋼表示反對，中

鋼說，專案進口會造成不公平競爭、被

反傾銷牽連以及無助長期發展，期待上

下游共同開創螺絲業藍海市場。

沙鋼遠東貿易公司董事劉廷烈指

出，世界貿易組織（W TO）認為歐盟對
大陸螺絲反傾銷制裁違規，應取消高達

75%的反傾銷稅，若成真將直接衝擊國
內螺絲工業，如果能開放更多大陸物美價廉線材進口供螺絲業使

用，能讓大小螺絲廠同步受惠。

中鋼執行副總王錫欽表示，大陸盤元線材具價格優勢，關鍵在

於大陸政府補貼，這不是公平競爭，中鋼不怕競爭，但拒絕不公平

的遊戲規則。其次，世界多國已經對大陸多項鋼材展開反傾銷制

裁，過度採用大陸料源將使台廠陷於險境，極可能受到傾銷牽連，

在鋼鐵國際貿易上處於不利地位。

第三，台灣螺絲業近年積極努力產業升級，並見到成效，如果

不自我提升，反而再依賴低價料源從事來料加工，這是連大陸都逐

漸不要做的事情，台廠也不應走回頭路，中鋼有能力滿足用戶需

求，不必外求。

劉廷烈表示，中鋼價格無法令人滿意，成本偏高影響競爭力。

全球大鋼廠不斷傳出停工減產，包括新日鐵住金、神戶製鋼、美國

鋼鐵公司的部分高爐都吹熄燈號靈活調整，尤其當外購條件更好

時，台灣不一定要自產，創造台灣產業最大利益比較重要。

市場人士指出，是否開放大陸鋼材進口，是既得利益的較勁， 
之前曾發生中鋼盤元降幅不夠，螺絲廠請立委施壓，當時中鋼前

董事長鄒若齊最後讓步。目前則以專案價格降低價差，但僅少數

大廠享有專案，多數中小螺絲廠無福消受，引發加工廠反彈聲浪。

龍頭要多溝通 化解誤會
螺絲圈產業上下游的矛盾逐步浮上檯面，除了進口商希望開創

供料商機外，少數螺絲大廠享受多數資源，也引起廣大中小型加工

廠不滿，中鋼以產業龍頭高度多溝通交流，不僅可化解誤會，更能

帶來更多正面能量。

數家岡山知名螺絲加工廠表示，台灣有世界螺絲王國美名，

是包括抽線、成型、熱處理、電鍍等產業鏈各環節共同創造的成

果，但目前大廠掌握最多資源，遇到歐盟可能開放大陸螺絲進口

等還沒有發生的問題，就急著向加工廠殺價，耗損產業鏈之間的

互信。

另一方面，長期來業界普遍感受，螺絲公會的資源共享似乎有

先後之別，很多中小型會員獲得利多資訊時都已經接近截止日

期，完全來不及程序準備，中鋼的專案優惠被認為以大廠為主。

中鋼表示，重視產業上下游之間的溝通不會偏頗，只有上下

游共榮才有未來性可言，尤其景氣低迷時更要團結合作開創外

銷商機，創造更多正能量。上市鋼廠主管說，這波國際鋼市長期

蕭條，景氣緩慢回溫，除了螺絲產業外，各鋼材系統供應鍊之

間的問題，考驗業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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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鐵類股添增新兵 世豐螺絲銷全球
鋼鐵類股日前添增新兵，扣件大廠世豐螺絲（2065）於3月17日登錄興

櫃，儘管近年來鋼鐵景氣低迷，世豐還是找尋到另一片藍海，繳出不錯成績。

該公司在去年彌陀廠的擴廠及增加全製程設備加持下，使得自製率提高3倍
至50％，其橋頭、彌陀及永安三個廠之合計年產量為18,000公噸。總經理陳
駿彥表示，世豐未來將持續擴廠及增加全製程設備，以迎合全球市場之需，

並朝掛牌之路邁進。

走過42年歲月的世豐螺絲公司，為國內建築用螺絲大廠，是台灣第一
家生產鑽尾螺絲與獲QC-080000綠色生產認證的螺絲廠，並建置業界最完
善從打頭、成型、搓牙、熱處理、電鍍、烤漆、包裝等一條龍生產製程，其鑽

尾螺絲和烤漆螺絲採客製化設計製造，且因具耐腐蝕特性，已成為外銷至

全球上百個國家的主力產品，更成為台灣廠商在美國市場最大供應商。除

此之外，也是地板、建築、複合等螺絲類別的領導品牌，每年全世界有千分之五的螺絲，出自世豐之手。

該公司向台積電、鴻海等公司看齊，於3年多前自德國引進一套SAP管理系統，以強化公司管理，透過電腦科技讓世豐
好比是螺絲界的台積電。陳駿彥指出，藉由智慧化生產管理系統導入，進而落實生產力4.0生產模式，透過生產資訊與ERP
系統的結合，將製程資訊數位化，作為日後製程改良之依據，以提升生產效率及穩定品質，並迎合市場趨勢，成為全球值得

信賴的螺絲供應領航者。

中鋼揪團 打造綠能鏈
綠能產業商機發燙，政府預定未來15年投資逾1,000億元開發離

岸風電，中鋼（2002）將結合春雨、恆耀等高端扣件廠以及東元等關連
產業組成團隊布局綠能產業。

法人表示，新政府將能源產業列為重點發展目標，中鋼若能帶頭

將具有號召力，中下游可同步受惠。中鋼總經理林弘男說，中鋼擬定策

略參與風電與輕軌工程，終極目標不是為自己，而是要建構台灣全新

的產業供應鏈，深度扎根為台灣經濟發展盡到應盡的責任，相關策略

藍圖持續有步驟的執行中。

法人指出，根據國家型能源計劃第二期規劃，台灣風電產業希望

由中鋼帶頭，與馬達機電大廠東元，高階螺絲扣件主力廠商恆耀、春

雨等結合，形成新的產業鏈，屆時除了執行國內的風電計畫外，假以時

日還可擴展到中國大陸等海外市場，建立台灣全新的風電產事業鏈。

法人表示，中鋼領軍具有信賴度與號召力，台灣風電事業鏈成軍，

將是新的投資群組概念，隨著新風力發電場域不斷建立，技術更趨成

熟，投資潛能不能小覷，相關個股都有想像空間。

在地化做起 放眼全世界
中鋼看好風電事業發展，將結合中下游產業力量打世界盃，風電

發展藍圖從在地化做起，遠眺到2026年以後，推動離岸風電國際化，
落實建立全球性的風電品牌。中鋼總經理林弘男說，台灣有很好的鋼

鐵金屬材料供應鏈，將其組織、連結後可發揮極大效益，風電事業是

值得深耕的目標。

中鋼高層說，台灣要培植自己

的工業能力，國際工程大廠賣台灣

捷運一袋螺絲要價600萬元，結果
這批螺絲還是台灣岡山製造的，只

收取50萬元，錢都給外國人賺去
了。台灣發展風電或許剛開始只有

70分，但經驗累積後一定會達到
95分以上，再到國際間把錢賺回
來，這才是真本事。

英蒔國際無錫新生產
基地3月啟動

2016年3月1日，英
蒔國際無錫新工廠正

式揭幕。以英蒔國際

首席執行官Paul De-
Mand先生為首的公司
董事會成員、全球管理

運營團隊成員、從各地趕來的英蒔國際的新老

客戶以及行業媒體悉數到場，共襄盛舉。

Paul DeMand先生還在慶典儀式上特別強
調了無錫工廠對公司的重要性，他表示：“自

2002年在無錫建廠以來，這裡就成為英蒔國
際在中國的中心，它不僅見證了我們持續為

客戶提供高品質的緊固件產品和全方位的解

決方案，更昭示著經過在華近十五年的風雨磨

礪，英蒔國際已經與客戶建立起了深厚的合作

關係，互相信任合作共贏。全新的無錫工廠擁

有先進和高效的生產和檢測設備，功能齊全的

實驗室與嶄新的生產加工環境，這一切將為公

司的新征程開啟新的一頁。”

英蒔國際中國區總經理黃必豪先生也在

工廠參觀環節向來訪嘉賓們介紹了工廠的生

產情況及公司提供的專業的緊固件解決方案。

他表示說，緊固件產品應用領域廣泛，其中汽

車領域的占比在不斷攀升，目前汽車領域的銷

售額已超過總份額的一半以上。他還補充說，

中國市場給了英蒔國際很大的拓展空間：一是

因為英蒔國際能夠提供高品質緊固件產品及

最優化的解決方案，憑藉這些優勢能夠贏得本

土乃至全球各地客戶的青睞；二是因為無錫工

廠的建立能夠讓英蒔國際及時應對客戶回饋，

滿足他們的更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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