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6 惠達特搜全球新聞

惠達特搜
全球新聞

惠達編輯部 整理

歐盟可能對美國的扣件做出報復
歐盟公布了一份名單，列載歐洲從美國進口的產品項目。歐盟

揚言，除非美國總統川普把歐盟從鋼鋁關稅的課徵對象中排除，否則

歐盟可能將對名單中的產品，向美國課徵25%的進口關稅。此名單還
包括某些扣件的關稅編碼。這份名單包含的扣件關稅編碼分別是73181410、73181491、73181499、
73181640、73181660、73181692、73181699。涉入的扣件產品包括自攻螺絲、寬牙螺絲、拉帽、自
鎖螺帽和螺帽。路透社轉述某位歐盟發言人的說法，稱拒絕接受美國試圖讓解決的辦法和市場管道

以及貿易談判掛勾，並強調歐盟不會在這種條件之下與美國做關稅豁免的協商。

產業動態

中鋼公布2018年第二季
內銷鋼品盤價

根據台灣中鋼公司2月27日所
召開的2018年第二季內銷鋼品訂
價廠盤會議，在衡量全球主要市

場經濟發展成長將持續走強、鋼

鐵需求將繼續增長以及台灣鋼市

旺季來臨及各項基礎建設需求陸

續釋出後，會中決議如下:

項目 平均調整金
額(元/公噸)

鋼板 +543
棒線 +1 ,000
熱軋 +994
冷軋 +621

電鍍鋅鋼捲 +1 ,000
電磁鋼捲 +1 ,000

熱浸鍍鋅鋼捲 +912

晉禾企業蔡永裕董事長: 
螺絲前景看好 決定加碼投資

螺絲生產大廠晉禾

企業董事長兼台灣螺絲

工業同業公會副理事長

蔡永裕先生日前在一場

業界會議中表示，由於

未來螺絲市場前景持續

看好，2018年將擴大投資計畫，更新
相關設備並招募新人才。蔡董事長分

析指出，大陸線材價格走勢持續大幅

上漲，出現過去10年來大陸線材價格
首度超越台灣線材價格的現象，且因

為相關環保法規日轉嚴格，大陸螺絲

廠的製造成本並不算低。蔡董呼籲業

者務必對自己有信心，因為台灣螺絲

外銷價格一定會有所提升。

2017中國大陸螺絲產品
(含鋼鐵釘)相關出口數據

2009年金融危機之後，中國大陸的
螺絲(含鋼鐵釘)出口基本上皆維持於300-
400萬噸之間，總出口值在45-68億美元之
間波動，每公斤平均價格約1.4-1.7美元。
2017年出口重量更創下波段新高，總出
口重量達3,988,801,173公斤，較前一年
成長0.20%；總出口值達6,631,145,795美元，較前一年增加
5.32%；平均價格為1.662美元，前一年上升5.11%。

2017年中國大陸螺絲產品(含鋼鐵釘)主要出口至美
國、俄羅斯、日本、南韓、德國、加拿大、阿聯酋、澳

洲、英國、印度、墨西哥、葉門、義大利、荷蘭、印尼、

波蘭、西班牙、馬來西亞、南非等國。除美國佔中國總扣

件出口的21.70%(共出口約86萬噸，約13.8億美元)，其餘前
20大出口目的國大概介於1%~6%的佔比。

2017年中國大陸出口前十大主要螺絲(含鋼鐵釘)項目
為: 73181590其他螺釘及螺栓(抗拉強度小於800MPa)、
73170000鐵釘、73181600螺帽、
73181510 其他螺釘及螺栓(抗
拉強度大於或等於800MPa)、
73181900 未列名螺紋製品、
73181400 自攻螺釘、73182200
其他墊圈、 7 3 1 8 1 2 0 0  木螺
絲、7 3 1 8 2 4 0 0銷及開尾銷、
83082000開口鉚釘。前五項就佔
了總扣件出口的80%以上。

印度對台螺絲成型機台
採購需求續強

根據相關統計，台灣工具機在2018年一月
和二月的出口成長表現以印度為其主要採購客

戶，出口額約達2,600萬美元，年增達98%，位
居第一位。義大利則以年增率45.1%和約1,700
萬美元的表現位居第二位。某些機械業者表

示，台灣小螺絲成型機台外銷至中國的市場已

經逐漸飽和，其採購數量僅有印度的一半，因

此印度非常可能在未來幾年後成為螺絲業界的

下一匹黑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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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Aero-Space Southwest喬遷
新址

美國Aero-Space Southwest已經把位於
亞歷桑納州鳳凰城的據點遷移至新址(909 
West Pinnacle Peak Road)。新辦公空間達
15,000平方英呎，倉儲空間達25,000，全新
的據點將近是舊據點的兩倍大。並於去年

12月初完成喬遷。

這次喬遷將提供Aero-Space Southwest
員工和其美國Bossard母公司主管更多工作
空間。開放式的樓板、輔以現代和具當代

感的風格，將讓未來成長更具潛力。廣大

的會議室也是辦公區域的一大特色。

新倉儲地點也做了許多升級。在先前

的據點，倉庫和辦公處位於不同大樓。而

現在全部整合至同一地點。貨品輸送帶也

新增更好的收貨和載貨甲板設計。此外，

也有專為工具展示和智慧工廠物流展示的

區域。

廠商動態

佛州州長頒發Cornerstone Tool & Fastener
州長商業大使獎

在近期一場佛州內閣會議中，佛州州長Rick Scott頒發「州
長商業大使獎」給當地一家手工具和扣件企業Cornerstone Tool 
& Fastener。總部設於佛州的Cornerstone Tool & Fastener主要經
銷各式手工具和扣件產品給商用、工業用、組織企業用和家居建

築用市場。在當地Tallahassee和Crawfordville設有兩處據點並聘
用15名員工。

州長Scott表示: 「我非常驕傲可以頒發商業
大使獎給Cornerstone Tool & Fastener。這家企業
過去30多年持續為佛州當地家庭創造就業機會。
我們也會持續確保佛州當地像 Cornerstone Tool & 
Fastener這樣的企業都可以持續成長和獲得業務
上的成就。」

Cornerstone Tool & Fastener共同負責人Steve 
Trainor也表示: 「我真的非常榮幸可以代表整個
Cornerstone Tool & Fastener團隊從州長Scott手中
接下商業大使獎。我們也非常驕傲過去30多年來
可以持續為客戶、員工和周邊社區打造強健和穩

定持續的合作關係，並且我們也期待能持續在佛

州發光發熱。」

州長商業大使獎主要是頒發給那些過去幾

年為佛州當地家庭努力創造工作機會的個人或企

業，藉此表揚他們的努力和貢獻。

美國Dynamic Fasteners發給員工稅制改革獎金
美國的稅制改革為Dynamic Fasteners公司的員工捎來了福

音。該公司銷售金屬板專用螺絲和鉚釘到金屬建築市場，公司

負責人預期經濟的爬升正帶動更多金屬建築的建設。該公司旗

下有一百名員工。董事長Kevin Perz先生相信減稅對經濟的助益
之大讓他想要好好犒賞員工的忠誠。

他說：「我們最多提供給每一位全職員工1000美金。你在
這間公司待上一年以下就能拿到200美金，如果你待了4年又多
一天就能拿到1000美金。兼職員工可以拿到一半。」他說員工
薪資當中的稅金支出已經減低了約2.5%的幅度。

該公司表示，由於節省了稅金，所以將在拉斯維加斯啟用

一座噴漆廠。這也代表將雇用更多員工並投資新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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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工業零配件供應商Accuride新增Robin Kendrick為董事會成員
專門供應北美及歐洲商用載具產業零部件的供應商Accur ide  Corpora t ion宣布

BorgWarner Inc.公司的副總Robin Kendrick已經被選派為該公司董事會成員之一，將擔任獨
立經理一職並即刻生效。他具備廣泛的汽車供應鏈、金屬成型和緊固產業全球據點領導經

驗。Kendrick目前也是全球動力傳動應用高精密零組件及系統領導供應商BorgWarner旗下
渦輪增壓機事業單位的董事長兼總經理。 他在2011年九月加入該公司後曾擔任BorgWarner 
動力傳動系統事業單位的董事長兼總經理。

 在進入BorgWarner之前，Kendrick曾經擔任全球汽車、航太和工業應用緊固系統供
應商Acument Global Technologies歐洲業務單位的副總兼總經理。在American Axle and 
Manufacturing (AAM)陸續擔任營運、銷售和工程管理職10年後，他於2008年正式加入
Acument。

TriMas Aerospace
獲空巴頒發供應商獎

TriMas宣布旗下Monogram Aerospace Fasteners事業體
剛獲法國空中巴士頒發2017年供應鏈及品質改善獎。

該獎項最近在法國土魯斯舉辦的典禮中頒發給

TriMas航太管理團隊。

TriMas的Monogram Aerospace Fasteners事業體主要是
獲頒「進步最多供應商(Best Improved Supplier)」，充分
展現其2017年相較於其他空巴供應商在產業表現上的長
足進步。這些進步成果包括完成要運送貨品的程序規劃

和準時運送的改善。Monogram的優異品質和運送表現使
其從約650名供應商中脫穎而出。

TriMas Aerospace有四個主要品牌:包括Monogram 
Aerospace Fasteners™、 Allfast Fastening Systems®、Mac 
Fasteners™、和Martinic Engineering™。它也設計、開發
和生產精密工程零組件(包括盲螺栓、扣件、實心盲拉釘
和液壓氣壓系統)來為商用航空器廠商、供應商、配銷商
和美國及聯盟軍隊提供服務。

福特召回近140萬輛特定車款進行方向
盤螺栓更換檢修

福特近日在北

美發布安全性召回通

知，將召回約130多
萬輛2014-2018年產
Fusion和林肯MKZ車
型進行檢修，因為這

些車型方向盤的螺栓

有潛在鬆脫風險，可

能導致方向盤從方向盤中柱脫離。

受影響的車款中，其方向盤螺栓可能無法維持

扭力，會隨時間慢慢鬆脫，且若沒有妥善處理，方向

盤可能會脫離導致失控和撞車的危險。

Ford也注意到目前有兩件事故的其中一件據稱與
此事有關。

受影響的車款包括:

•2014-17年式福特Fusion車型(2013年8月6日至2016年
2月29日於Flat Rock組裝廠打造)。

•2014-18年式福特Fusion車型(2013年7月25日至2018
年3月5日於Hermosillo組裝廠打造)。

•2014-18年式林肯MKZ車型(2013年7月25日至2018年
3月5日於Hermosillo組裝廠打造)。

美國Falcon獲頒品質服務優異獎
美國專業扣件供應商Falcon日前宣布獲

得由Fab Fours Inc.所頒贈的品質服務優異獎。
Fab Fours是專為頂級卡車和吉普車用客製化車
輛保養維修零件的領導製造商。

 Fab Fours營運副總Mary Bruce表示: 「我
們相信Falcon可以提供我們高品質部件。不過，他們真正的價值來
自於其可靠度和產業知識。我們真正相信Falcon是我們品牌以及我
們對重視品質、準時出貨等以客戶為導向重點承諾的延伸。

Würth集團北美分支的新總部即
將正式亮相

Würth集團北美分支將展示位於格林伍
德的新總部。該公司是德國Würth集團集團的
子公司，它在2016年底動土建造新總部。預
計新總部在2020年會提供60個新職缺。它的
總部原先是位於印第安波利斯。

新總部占地 2 3萬平方英尺，位於
Southpoint 商業園區內。該公司在2016年首
度宣布遷址。它在北美的據點涵括了超過50
個庫存點，提供扣件零件與服務，其中包括

工程支援、認證評鑑和品管系統。

此次召回包括美國和其他聯邦領地約1,378,637輛、加拿大
62,479輛和墨西哥 14,172輛。此次召回的查詢編碼為18S08。

經銷商將會協助免費幫客戶將車輛方向盤螺栓更換成具有更

強螺紋嚙合和更大尼龍補丁的更長螺栓來達到適當的扭力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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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為扣件等等的
金屬電鍍廠帶來可觀收益

SWD公司在美國伊利諾州設有占
地16.5萬平方英尺的廠房，每天有超
過150名員工處理上百張訂單。它專為
扣件、金屬沖壓件和其他金屬零件的

製造商提供電腦控制的電鍍、浸旋塗

佈和扣件分檢服務。顧客包括了汽車

和農機OEM廠商。

2015年，該公司董事長Rick Delawder先生做了一項他認為能為公
司帶來競爭優勢的大筆投資。他說數據的挖掘和分析軟體，讓公司的

管理階層能以異於同業的觀點來看待事物。「這種獨立運行的軟體深

入我們的數據庫，讓我們的管理者更能了解廠區的狀況，並做出決定

來提升效率和一致性。取得數據和高階的數據分析後，我們也能優化

排程和生產計劃，並改善與顧客之間的溝通。」

許多作業須經過多道工序，分析軟體可以查詢資料庫並提供特定

報告，讓管理者知道某個特定的工作擺在哪個環節更有效率。例如一

個大批量的工作可以先發給塗飾部門，然後拆分成兩個或三個批量發

給浸旋塗佈部門，再拆成幾個批量發給分檢部門。「這種專為我們的

作業做深入且特定的報告分析能讓我們專注於改良，有助於規劃產能

並為下一項設備投資提供指引。」

北美日立電動工具將更名為
Metabo HPT

北美日立電動工具宣布將把旗下針對北

美市場的全系列電動工具、扣件、零配件和

戶外電動設備產品的商標名從Hitachi Power 
Tools變更為Metabo HPT。過渡期將從2018年
9月要發表的MultiVolt產品開始，其他主要產
品將在2018年12月後進行更換。 

Hitachi Power Tools銷售行銷資深副總
Joe Leffler, Sr.表示: 「我們品牌的傳統已經建
立多年，在更名為Metabo HPT之後將會超越
所有期待。除了品牌名稱外，其他部分都會

照舊。」

產品將維持目前的品牌認同 :  相同顏
色、相同型號、相同保固和相同電池互換

性。它們會由同批人在同工廠用相同規格生

產出來，並專注於客戶所期待的創新。 

所有產品將會包含相同的業界領先保固

和服務。Hitachi Power Tools的產品將可以與 
Metabo HPT的產品進行替換。而 Metabo HPT
的產品也可以與Hitachi Power Tool的產品相
互替換。 

在過渡期，Metabo HPT對外銷售的包裝
和招牌都會同時呈現兩家公司名和商標以清

楚傳達Hitachi Power Tools已經更名了。消費
者將可以簡單地了解這是用Metabo HPT新名
稱後的老品牌。

Kamil Başaran先生接任
土耳其Norm集團新任最
高執行長

身為土耳其扣件市場龍頭的

Norm集團擁有2千名員工，年產
量9.4萬噸。該集團已指派Kamil 
Başaran為新任最高執行長，他接任
之前是集團的其中一位資深主管。

集團委員會主席表示：「他的職涯

大部分都投注在汽車產業。我們的

集團事業群與全球汽車大廠合作，

期望擴大在我們這個產業中的市

場。我們非常有信心他可以帶領集

團達成未來的目標。」

德國Böllhoff集團銷售再創新高
在全球五大洲24國擁有40處據點與3,000名

員工的德國Böllhoff集團去年1月才剛歡慶完成立
140周年，今年營運表現再創捷報。

在銷售額的部分，其2017年財報年度銷售創
該公司歷史新高。這家總部設於Bielefield的家族企業成長強勁，銷售成長
了8%來到6.2億歐元。

Michael W. Böllhoff 先生表示:「我們善用健康的經濟發展來拓展我們
在歐洲、亞洲、北美和南美相關市場的活動。」Wilhelm A. Böllhoff 先生
也說:「透過在更多產能和更有效率加工流程中的新應用創新和投資，我
們得以達到這麼突出的成長表現。」

目前在Bielefield的Archimedesstraße，
該公司共聘僱1,100名員工，整個德國共聘
用1,375名員工。Böllhoff 穩定地訓練自家
的年輕員工。在17個不同專業和5個雙研
究計畫中針對商業、技術和後勤任務每年

訓練60名年輕員工。這可以確保該公司的
成長可以大部分由年輕員工所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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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地利BECK扣件集團執行長
異動

自今年2月1日起，已經擔任BECK
公司執行長許久的Dipl.-Wirtsch.-Ing. 

Günther Beck正式將管理公司的重責大任交給其兒子
Dipl.-Kfm. Christian Beck。 

Christian Beck先生接掌執行長的命令自公布起即
生效，且將以第4代之姿繼續延續家族傳統。 

其兄弟Dipl.-Ing. Dipl.-Wirtsch.-Ing. Marcus Dickow
也會進一步持續負責運作領域的部分。Christian Beck
也會根據當前公司結構基礎，在所面臨的市場挑戰上

進行相關調整。 
英國Francis Kirk集團
計畫將位於登頓的倉
庫擴建一倍

Francis Kirk集團為了投
資位於登頓的全球供應經銷中

心，正在當地興建新倉庫。這間由第五代家族經營的扣

件事業在今年歡慶成立第150周年，它正在建造第二座
倉庫，占地30萬平方英尺，可望將庫存量擴增一倍以
上。它坐落在現有廠房(占地24萬平方英尺，建於2004
年)的隔壁。該集團營業額在2017年底超過了7百萬歐
元，期望新的倉庫將帶領集團邁入下一個階段的成長。

Francis Kirk集團供應的產業包括汽車、鐵路、石
油、採礦、推土機，且擁有自家的「Philidas」自鎖螺
帽。它是Holokrome和Unbrako這兩個大品牌的凹頭螺絲
主要供應商，也是「Durlok」防震螺栓在歐洲的唯一供
應商。它也有庫存Draper、Dormer、Gedore、Makita、
Stanley等等頂級品牌的產品。

瑞士Bossard Holding AG董事會成員異動
Bossard Holding AG於今年4月9日的年度股東大會上

進行董事會成員異動。在Bossard Holding AG的董事會服
務長達16年，Helen Wetter-Bossard決定不再接受續聘。
為了尋找接替人選，取代她的職缺，董事會已經提名

Martin Kühn來擔任此職務。, Martin Kühn自2010年起就
在KIBAG集團服務，並自2014年起擔任財務長。

日本扣件上櫃大廠Yamashina公司導入
物聯網套裝軟體

Yamashina公司在慶祝一百周年後的隔一年與日
本RAD公司簽約，將在自家工廠導入RAD公司開發
的套裝物聯網系統。此系統專為製造業的工廠設計，

針對感測器、通信、軟體等等提供解決方案。它可以

協助工廠分析並管理生產進度、運轉時數、每小時產

量、各台機械運轉狀況、設備狀態、異常訊息等等。

Yamashina公司導入該系統後預計將在今年4月開始運
轉，即可擁有預測性維修和回溯產品履歷的能力，提

高生產效率和產品的品質。

美國BTM加入美國扣件經銷商協會
美國密蘇里州BTM Manufacturing日前正式

成為美國扣件經銷商協會(NFDA)一員。成立於
1968年的美國扣件經銷商協會是扣件產業非常重
要的協會，一直以來都是產業觀點的領導者。

BTM過去50多年持續為北美客戶提供服務。
作為ISO 9001-2008認證的企業，它持續地努力滿
足和超越客戶期待。其持續追求提供給客戶產品

服務的品質、價值和可靠度改善。

BTM現今是客製彎折件和螺紋產品的領導製
造商。產品項目包括U型螺栓、J型螺栓、螺柱、
錨栓、魚眼螺栓、彎折/螺紋產品。尺寸從3/16”
至4”線徑都有，以各式鐵和非鐵材料生產。

不管在軋紋、彎折到焊接和鑽孔，BTM都有
訓練精良和有經驗的人員可以確保產品皆符合規

格和可以準時出貨。

公協會資訊
2018歐洲螺絲扣件經銷商協會大會將於鹿特丹舉辦

歐洲扣件經銷商協會(EFDA)將於2018年6月13-16日在荷蘭鹿特
丹舉辦三年一度的會員大會。該會議舉辦的目的是讓協會會員針對綜

合性螺絲產業和全球貿易發展的議題和動態進行討論。這是一個可以

與來自各個歐洲國家扣件代表接觸交流的絕佳平台。

該協會表示: 「我們也邀請到來自中國、台灣、韓國、美國、歐
洲夥伴協會組織的貴賓講者以及歐盟執委會和荷蘭政府代表到場參

與。」

大會也將會與EFDA年度代表會議一起舉行。EFDA的協會成員
荷蘭扣件協會(NEVIB)也會在大會會議結束隔一天舉辦其年度會議。

會場設於Mainport飯店。該飯店就位於Maas河河
畔，可以俯瞰整個鹿特丹的天際線。該城

市以現代化和未來感的建築和歐洲最大港

以及世界最繁忙港口之一的稱號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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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購及策略聯盟 

美國EDSCO Fasteners併購
Tower Support Services

EDSCO Fasteners日前宣布併購了Tower Support Services, LLC。總部
設立於德州Denton的EDSCO是重要基礎建設(像是電線桿或變電所結構)
安裝用基座鉚固系統領導供應商。EDSCO自2017年一月起成為納許維爾
LFM Capital公司合資計劃組合中的一部分。

總部位於田納西McKenzie 的Tower Support Services, LLC (“簡稱
TSS”)則是電力傳送設備、變電所、風能、照明和通訊市場基礎結構系
統的領導製造供應商。

EDSCO總經理Richard Butler表示: 「EDSCO持續尋找改善服務水平
和客戶增值服務的方式，而TSS的能力和地緣關係對我們來說也是完美
的結合來擴大服務範圍和能力。我們非常興奮可以有TSS的加入，來對
我們在德州、猶他和北卡的服務產生互補作用。」

TSS總經理Craig Schaal也補充表示:  「我們非常興奮可以加入
EDSCO這個大家庭和成為LFM共同投資的一部分。透過加入EDSCO，
我們可以持續提供優異的服務、品質和價值給所有客戶群。」

美國Red Hawk公司併購
Kyocera Senco公司的複合式
扣件事業

Red Hawk Fasteners公司完成併購
Kyocera Senco公司所有的扣件事業資
產，包括旗下的工具、扣件和相關備

件產品，並計畫維護Senco 現有的事
業合作關係。此併購預期可以強化Red 
Hawk的品牌、全球銷售和行銷定位。
該公司自2014年起專門供應複合式扣件
和工具，這兩類產品在設計上可互相搭

配，可免除重複的勞力程序，降低製造

成本、提高產品品質和產出量。

美國Reliance Steel & Aluminum Co. 
完成併購DuBose
美國Reliance Steel & Aluminum Co.宣布從2018年
3月1日起已經正式併購DuBose National Energy 

Services, Inc. ("簡稱DuBose Energy")及其附屬公司 DuBose National Energy 
Fasteners & Machined Parts, Inc. ("簡稱DuBose Fasteners")的所有在外股權。
DuBose Energy及DuBose Fasteners專營金屬和金屬產品的生產、供應和配
銷，且主要供應給核動力產業(包括電力)、零組件製造商和相關包商使用。
DuBose Fasteners成立於2010年，總部位於俄亥俄州克里夫蘭。根據結算至
2017年6月30日的財務年度報告，兩家公司的加總淨銷售金額為3,630萬美
元。相關交易細節並未公布。

Reliance公司總經理兼執行長Gregg Mollins表示: 「併購DuBose Energy
和DuBose Fasteners兩家公司符合我們想取得可提供高附加價值能力並可創
造優渥報酬利基事業的成長策略。兩家企業在過去幾年的產能持續地成長，

且我們也期待可以在重要市場繼續擴大市佔率。DuBose強健的管理團隊和與
Reliance公司一致的企業文化讓其在產業內獲得穩固聲譽。我相當開心可以
歡迎他們加入Reliance的大家庭。」 美國一級扣件經銷商G.L. 

Huyett公司併購ITW公司旗
下的包裝商品事業
無螺紋扣件產品的一級經銷商G . L . 
Huyett公司宣布，收購了ITW公司防
震工業產品部門的「HANDI-CHEK」
包裝商品事業。併購的範圍包括設

備、庫存、資產和智慧財產，也包

括「HANDI-CHEK」商標名。G.L. 
Huyett公司計畫把旗下現有的包裝商品
轉換到「HANDI-CHEK」名下。

ITW公司的防震工業產品部門 ( ITW 
Shakeproof Industrial Products)專門製造
特殊的冷打頭產品、開口銷和拆分式鎖

緊墊圈。

美國Colony Hardware公司併購佛州的Allied 
Fastener & Tool公司

Colony Hardware公司最近宣布收購了Allied Fastener & Tool(以下
略稱AFT)公司，價碼並未公開。Colony Hardware公司經銷工具、設
備、扣件、用品，也提供租借和維修，服務商用建築業和工業客戶。

該公司庫存了來自超過750間製造商供應的2.5萬種產品。

AFT公司成立於1982年，零
售專業級扣件產品、動力工具和

其他建築產品。該公司提供工地

的現場服務、保固維修、人員訓

練、認證課程和產品展示。



42 惠達特搜全球新聞

美國Capital Corporation宣布出售
THG Corporation給KLX, Inc.

美國The Capital Corporation日前開心地
宣布出售總部設於麻州Northborough的THG 
Corporation給位於佛州威靈頓的KLX。THG是
Parker Hannifin動力控制解決方案的供應商之
一，服務麻州、康乃狄克州、新罕布夏州、佛蒙

特州、緬因州和羅德島市場。而KLX則是全球知
名的航太扣件、消費性產品和後勤物流服務領導

供應經銷商。

 過去60多年來，THG已經在新英格蘭市場
為自己建立起具附加價值動態控制零部件和系統

市場領導者的地位，並供應給各式末端市場。

THG專業技術銷售團隊的策略、為廣大製造代工
市場客製化零組件和系統、供應各式產品、提供

具業界領導性的客戶服務和運用系統設計/工程
方案來支持成長中的客戶群已經創造出一個有數

千家忠實客戶為後盾的業務運作系統，很多這些

客戶皆是財富雜誌評比前1,000大企業(包括代工
製造廠和售後維修市場MRO客戶)。 

 談到THG的能力、產品類別和市場據點方
面，THG和KLX兩家公司之間存在許多可以在未
來創造更多成長途徑的協同增效作用。

美國Agrisolutions併購Trinity
隸屬Venanpri集團且主要以Ingersoll和Bellota品牌服

務全球農業市場的Agrisolutions宣布併購Trinity Logistics 
Corporation (“Trinity”). 位於美國的Trinity主要提供與扣件和
其他零部件有關的供應鏈解決方案給全球領導性且專門替農

業和建築末端市場生產關鍵任務型機械的代工廠商。相關交

易細節尚未公布。

總部設於愛荷華州Davenport的Trinity在美國設有10處策
略性服務廠。專注於透過供應商管理庫存系統供應符合客戶

需求的標準和客製化零部件。Trinity運用產業領導技術來改善
產品、服務和資訊在整個供應鏈的順暢性，讓客戶的運作更

具優異性。

Tr in i ty的效率化庫存管理以及即時的供應鏈採購為
Agrisolutions全球客戶帶來顯著優勢。Trinity的系統讓代工廠
商可以更有效率地運作生產線，使其可以在降低成本的前提

下提供市場更好服務。不管是針對代工廠商的生產線或快速

運至後續維修市場客戶端，Trinity的獨特能力讓產品可以在對
的時間以最好的方式被送至對的地方。

併購Trinity進一步闡述了Agrisolutions為其服務市場提供
世界級解決方案、提供更好產品的決心。

美國FDH公司宣布併購
Blue Sky公司

FDH (Fastener Distribution Holdings)是一間
業界領先的航太扣件和其他C級零件經銷商，
透過旗下的阿林頓國際航工產品部門和機用扣

件部門，供應產品給商用飛機和軍用飛機製造

商、承包商和零件經銷商。它宣布完成併購

Blue Sky Industries公司。Blue Sky公司位於加
州，經銷C級零件到航太業和國防產業的MRO
與OEM客戶。此併購會強化FDH公司在MRO
經銷市場中的地位，將它的事業足跡拓展到歐

洲。Blue Sky是第三間被FDH併購的公司。

英國Trifast plc併購Precision Technology 
Supplies Limited

國際工業緊固產品集團Trifast (倫敦證交所代碼: TRI)宣
布透過併購英國不鏽鋼緊固產品關鍵供應商和經銷商Precision 
Technology Supplies Limited (簡稱“PTS”)擴大產品經銷品項，
這家被併購的公司是歐洲相關產品範圍最廣的供應商之一。

此次併購案重點:
• 創造集團在不鏽鋼扣件市場市佔的機會。
• 強化對核心代工廠客戶的供應並支援經銷商的銷售成長。
• 延伸Trifast的客戶群和服務面向。
• 提供電子商務平台。
• 以更具效率的採購創造協同合作優勢。

Trifast執行長Mark Belton表示: 「我們相信
這次併購將有助於強化截至2019三月底之財務
年度的營收。這將讓我們可以在客戶網絡中提

供更好的產品項目且在談到採購協同作用和後

勤物流時同步強化我們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