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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達特搜全球新聞

     產業動態

阿根廷對中國碳鋼緊固件作出第二次反傾銷日落

複審終裁

9月22日，阿根廷生產發展部發佈第573/2021號公告，對原產於中國的碳
鋼緊固件作出第二次反傾銷日落複審終裁，維持2015年第1181號公告所確定
的反傾銷措施，繼續設定4.67美元 /千克的最低離岸（FOB）限價，對涉案產
品徵收相當於最低限價與報關價差額的反傾銷稅，公告自發佈之日起生效，

有效期為5年。 

涉案產品為依照ASME B16.9、ASTM A234及同等標準（例如IRAM 
2607等）製造、外直徑大於等於60.3毫米小於等於 323.8毫米的標準或超標
準厚度碳鋼緊固件，不包括180度彎頭、異徑彎頭和碳鋼三通，涉及南共市稅
號7307.19.20和7307.93.00項下的產品。 

中國能耗雙控政策  鋼鐵業限產、停產

九月初中

國發佈能耗雙

控政策，即能

源消費總量和

強 度 雙 控 制

度，按省、自

治區、直轄市

行政區域設定

能源消費總量

和強度控制目

標，對各級地

方政府進行監

督考核。多部

門持續加碼鋼鐵行業限產政策，

多地都在嚴格落實減產措施。例如，廣西、江蘇、雲南等地要求多家大

型鋼企在9月份排產計劃的基礎上，再壓減20%的產量。因此限產成效初顯，

惠達編輯部 整理

惠達特搜全球新聞

據中國鋼鐵工業協會統計，9月上旬，重點
統計鋼鐵企業粗鋼日產量為204.49萬噸，
環比下降0.38%；鋼材日產量為193.37萬
噸，環比下降7.61%。

展望後市，近期各地鋼廠落實產量控

制任務，減產力度不斷加碼。港口庫存下

降速度放緩，且壓港情況嚴重，後期供應

面呈穩中增加趨勢。在供強需弱背景下，

鐵礦石價格反轉的動力不足，預計鐵礦石

價格維持下調趨勢。

2020-2021年中國扣件業市

場分析

2021年歐美疫情因應疫苗普及率陸
續解封，各國都在拼經濟重啟基礎建設，

受惠於這波趨勢，鋼鐵、扣件業順勢回

溫。但因歐盟宣布針對中國進口的特定鋼

鐵製扣件進行反傾銷調查，納入調查範

圍的商品，包含：木螺絲釘、自攻螺絲、還

有其他螺絲釘，帶有頭型或是墊圈的螺栓

等，出口勢必受到影響。

根據中國海關總署數據顯示，2020
年中國扣件出口總量約為306萬噸，同比
下降3.47%；出口總額約為69.7億美元，同
比增長了2.05%。2020年中國扣件進口總
體較為平穩，總量約為27.2萬噸，同比增
長1.87%；進口總額約為27.9億美元，同比
下降6.06%。總體來看，中國扣件附加價
值與出口均價較低，2020年出口均價為
2.33美元/千克，而進口均價是出口均價的
近5倍，達到了10.83美元/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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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年進口統計

總量(萬噸) 同比(%) 總額(億美元) 同比(%)

2019年 26.7 -15.7% 29.7 -7.70

2020年 27.2 1.87% 27.9 -6.06

資料來源：中國海關署

2019-2020年出口統計

總量(萬噸) 同比(%) 總額(億美元) 同比(%)

2019年 317 -3.7% 68.3 3.7

2020年 306 -3.47% 69.7 2.05

資料來源：中國海關署

2019-2020年中國扣件進出口均價

2019年 2020年

進口均價(美元/千克) 11.24 10.83

出口均價(美元/千克) 2.08 2.33

資料來源：中國海關署

美國, 12.13%

越南, 7.02%

俄羅斯, 5.67%

德國, 4.46%

日本, 3.93%

韓國, 3.54%

其他, 63.25%

2020年中國扣件出口主要市場

美國 越南 俄羅斯 德國 日本 韓國 其他

開發一帶一路多元化市場

歐美為中國扣件出口的重要市場，但受歐盟反傾銷措施

以及中美貿易戰影響，使得對其出口有所收縮。由於扣件出

口市場集中度不高，未來行業可能會進一步開發「一帶一路」

市場。因與非洲國家關係的升溫有助於一帶一路發展，且對

於扣件業具有其優勢。首先為國家政策支持，具有相應的優

惠政策和條款，如烏干達、肯尼亞都有新的工業園區在建；

第二個因素是這些國家的產品價格不低，中國扣件佔價格上

風；另外，這些國家的基礎建設都需要大量的扣件、五金、

機械、高端裝備、汽配等，市場龐大，利潤空間較大。扣件

業者或許可以考慮「一帶一路」帶來的好處，積極開拓多元

化的出口市場。

中國1-8月汽車零配件出口量激增

根據海關總署發布的新數據顯示，2021年1-8月汽車零
部件產品出口金額為人民幣3165.8億元，同比增長34.6%，
而相比2019年同期人民幣312.2億元的出口額更是增長了
9倍多。在全球汽車產量不斷下滑的背景下，中國前八月
汽車零配件出口卻增長超過三成。其中之一的因素是以往

訂單的恢復，另外是由於海外終端市場整體的庫存率比較

低，所以整個市場的訂單量在下半年有非常顯著的增加。

因應歐美汽車晶片短缺，全球汽車產量都在下滑，車

廠提供配套服務的零部件需求有所減少，但是新能源車

和維修售後市場需求依然旺盛。中國汽車流通協會售後零

部件分會指出，主機配套OEM減少，因為汽車的銷售在下
滑，加上新能源車的轉換，很多零配件會產生變化。如機

油、發動機相關與變速箱相關，隨著新能源車發展會發生

下行，但是其他方面，比如底盤、電機、電池、電控這些部

分可能會上去。售後呈增長趨勢，且上升快速，隨著車齡的

增長和汽車普及容量上揚。

上海海關統計處資料顯示，上海口岸出口汽車零配件

達人民幣966億元，同比增長36.4%，主要出口美國、歐盟、
日本等國家和地區。雖然汽車零部件出口訂單爆棚，工廠

生產繁忙，但是企業依然喜憂參半，原材料漲價、海運費

居高不下等問題依然突出。因此追求創新研發、提高新產

品定價也是目前零配件企業的普遍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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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貿委員會裁定續課南韓、馬來西亞、阿曼、台灣和越南鋼

釘反傾銷稅5年 

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已經裁定若撤銷現有對進口自南韓、馬來西亞、阿曼、台灣和越南鋼鐵

釘的反傾銷稅和反補貼稅命令，可能會導致在可預見的未來對當地產業持續造成實質損害。因此

委員會通過現有對進口自南韓、馬來西亞、阿曼、台灣和越南鋼鐵釘的反傾銷稅和反補貼稅命令

將持續有效。委員會主席Jason E. Kearns、副主席Randolph J. Stayin和委員David S. Johanson、
Rhonda K. Schmidtlein和Amy A. Karpel都投下同意票。這次的動作乃根據烏拉圭回合協議法案
所要求的5年日落複審過程進行。

委員會的公開報告中將會清楚載明複審過程中委員會的意見和闡述的資訊(調查編號701-TA-521、731-TA-1252-1255和
1257 (複審))。報告已於2021年6月18日公開，並且可上委員會官網查詢(https://www.usitc.gov/commission_publications_li-
brary)

2021年前5月越南鋼鐵輸往歐盟成長5倍

根據越南海關資料，2021年5月越南鋼鐵出口量達98萬噸，出口金額達8.33億美元，較2021年4月出口量及出口金額分別下
降4%及增加8.2%。累計2021年前5個月，越南全國出口鋼鐵達488萬噸，出口金額達36.1億美元，較2020年同期出口量及出口
價值分別上升61.6%及117%。歐盟、中國大陸、柬埔寨、馬來西亞及墨西哥為越南鋼鐵前5大進口國。其中，2021年前5月越南
鋼鐵出口至歐盟、中國大陸及墨西哥分別增加5倍（71.3萬噸）、2倍（110萬噸）及2.5倍（29.3萬噸）。

越南鋼鐵出口至歐盟市場呈現明顯增長，主要原因是受越南-歐盟自由貿易協定（EVFTA）之積極影響。這也代表越南企
業已達到標準化生產線，有能力滿足進口國對產品之嚴格標準及要求。

俄羅斯對金屬原料課徵

15%臨時出口稅 

俄羅斯已宣布計畫自今年8月1日起
至今年年底為期半年的時間對鋼鐵、

鎳、鋁和銅的出口課徵至少15%的臨時
出口稅。銅每噸課徵1,226美元、鎳每噸
課徵2,321美元、鋁每噸課徵254美元。
另外鋼鐵稅率因品項不同而異，但熱軋

鋼品每噸至少課徵115美元。

該措施主要是為保護俄羅斯國防

和建築產業不受材料成本上漲的影響。

由於俄鋁(United Co Rusal Internation-
al)的鋁產量佔全球10%，諾鎳(Norilsk 
Nickel)的鎳產量佔全球20%，再加上俄
羅斯本身也是世界第三大鋼鐵出口國，

主力銷歐，預計該措施將大幅影響全球

金屬供應市場。

有分析師稱，因為很多台灣和亞洲業者使用的廢鋼、半成品鋼胚、熱軋都從俄羅斯進口，而近期中國的出口量又銳減，估

計對亞洲市場的供應量能將更為緊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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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大陸台商1000大  四家五金扣件業者入列

中華徵信所台商企業資料庫統計2021年大陸台商1000大排名，其中有四家為五金扣件業者。千大台商總體在2018年與
2019年連續兩年純益衰退後獲利首度轉正，平均創下5.76%稅前純益率歷史新高。另台灣四間扣件業者從2019年至2020年排
名皆往前。接續看營收成長率的部分，華新麗華與濱中松琴工業皆有三成多的成長。其中濱中松琴工業的稅前純益率來到四

成為最高，展現高度競爭力。

2020下半年扣件產品價格與數量皆漲，後疫情時代台商從美中貿易戰中面臨轉型，在美中競爭關係中追求大陸內需市場
的熱度。將逐漸打破「重外貿而輕內需」的模式，形成內需與外銷並重的新趨勢。

2021
排名

2020
排名

2019
排名

營收淨額
(千元人民幣)

營收
成長率
(%)

稅前純益
(千元人民幣)

稅前
純益率
(%)

公司簡稱 隸屬集團

27 60 76 20,211,861 39.63 61,604 0.30 南京華新有色金屬 華新麗華

283 346 381 1,688,108 0.58 255,019 15.10 欣日興精密電子(蘇州) 新日興

433 680 701 966,936 32.32 412,351 41.36 濱中元川金屬製品(昆山) 濱中松琴工業

793 989 989 383,810 -1.92 10,556 2.75 春雨(東莞)五金製品 春雨

          廠商動態

制動器螺栓存隱患 部分邁凱倫車型召回

邁凱倫汽車銷售（上海）有限公司召回部分2019年7月2日至2020年2月13日期間生產的2020年款進口邁凱倫
570S SPIDER、720S（COUPE和SPIDER）、600LT SPIDER和GT汽車，共計9輛。本次召回範圍內車輛車輪制動
鉗上的製動器撓性軟管空心螺栓可能未正確加工通孔，使得車輛相應車輪可能沒有製動。這可能導致車輛在製動

時向一側牽拉，特別是在高速制動時會增加碰撞風險，存在安全隱患。

邁凱倫將免費為召回範圍內車輛檢查每個制動鉗上的製動器撓性軟管空心螺栓，如果發現未正確加工則予以

更換，以消除安全隱患。應急處置措施：駕駛員如果發現車輛制動時出現向一側牽拉的問題，應停止使用車輛並聯

繫經銷商處理。

久陽6月營收年增327%；2021下半年續看樂觀

久陽公告6月合併營收新台幣3.62億元，較去年同期成長327%；累計
1-6月合併營收為新台幣17億元，年增283.09%。久陽表示，近期歐盟對大
陸緊固件實施進口登記，針對進口產品追溯徵稅，因反傾銷措施助力，加上

全球鋼市供需吃緊，鋼價屢創新高，使得螺絲接單力道強勁，公司因應訂

單增加，已向春日機械訂購螺絲成型機、輾牙機設備各11組，每月產能預計
可增加10~15%。久陽董事長表示，螺絲本業下半年營運可望持續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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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雨訂單能見度 看到年底

中鋼第3季棒線新價漲幅低於市場預期，春雨低
成本優勢獲得加持，營收獲利大進補，隨著全球螺絲

需求穩步增溫，在耶誕節前將達到高峰，接單能見度已

經推進到第4季。

春雨董事長林輝政表示，受惠於歐美、大陸疫後

強勁需求，加上台商回流等因素帶動，拉升鋼鐵需求，

第2季接單持續熱絡價量齊揚，台灣、大陸及印尼三大
生產基地線材扣件拉貨熱烈。春雨5月營收新台幣9.7
億元創歷史新高。

另一方面，工業車用扣件廠恒耀接單排程進到第4
季，同樣享受到原料低成本優勢。線材廠聚亨中長期

遠景也看旺到第4季。

日本日東精工的印尼第二廠完成一

條龍生產體制

印尼廠PT. NITTO ALAM INDONESIA是在1985
年以7億印尼盾的資本和30名員工的規模成立。它位於勿
加泗縣的第二廠在2018年8月啟用，致力於導入自動化產
線以提供高品質和更短的交期給汽車產業為首的客戶。

所謂的自動化產線，是指工廠具備打頭機、搓牙機、熱

處理機、電鍍處理、檢查、包裝製程。該廠花費三年的時

間構築出一條龍生產體制，將交期縮短了三成。該廠將

鎖定雅加達郊外的勿加泗縣的日系製造業聚落，提供螺

絲、螺栓、鉚釘等等特殊冷鍛加工產品。

          併購資訊

Bülte併購 Werit扣件部門

2021年夏季是Bülte成立史的嶄新里程碑。
從1956年就開始生產塑膠扣件和保護類產品
的Bülte集團正透過收購德國Werit公司的專業
塑膠扣件部門來拓展其活動觸角。Werit公司
的Schneider和Stein先生以及Bülte集團董事長
Stefan Bülte先生之間的協商已於2021年6月完
成。這項併購代表了Bülte未來業務方針和新
方向的策略轉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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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Bolt and Screw現有的客戶提供服務和合作。Steel City 
Bolt and Screw的運作將被併入其位於阿拉巴馬州Birmingham
企業總部的製造廠。如此一來，他們可以提供客戶的服務水平將

獲得提升。客戶服務一直是Birmingham Fastener最重要的事。
所有Steel City Bolt and Screw的客戶都將成為 Birmingham 
Fastener重視的客戶並成為優先服務對象。

    協會動態

Jim Derry獲頒NFDA 
2021年扣件專業人士獎

美國扣件經銷商協會(NFDA)
宣布2021年的扣件專業人士獎得主
為伊利諾Field公司的Jim Derry。年
度扣件專業人士獎是由NFDA所創
立，旨在表揚對人們生活有顯著正面

影響的個人或企業。

Jim和其兄弟Bill在1990年買下 Field Fastener公司。身為董
事長和執行長，Jim專注在Field公司的長期策略規劃並確保他
們的夥伴都熱愛Field公司。他致力於提升Field公司，創造一個
讓其團隊成員可以發展茁壯的環境的世界級文化，也是其在市

場的競爭優勢。Field的文化被Great Places to Work和Inc. Mag-
azine兩個組織機構認可為美國最佳工作小型企業之一。Field的
文化是其成長關鍵，從1990年開始平均每年成長19%，過去10年
來共8次獲Inc. Magazine評比為成長最速企業之一。

Field的10年策略規劃整體目標是要改善人們的生活，而Jim
也努力在改善Field團隊成員、家庭、客戶、供應商和其所在據點
社區的生活。2020年在Jim的領導下，Field創建了「做好事(Do 
Good)」團隊。這個計畫倡議讓其團隊成員可以每年撥出高達40
小時的志願時數專注於本身感興趣的慈善活動上。所產生的好

處主要是讓團隊成員可以利用充足時間投身所服務社區的志工

活動上。

Jim和 Bill Derry一起創立了 Derry基金會，目的在支持具
教育性的計畫倡議。該基金會提供基金給位於伊利諾Rockford
的Rock Valley學院蓋工程大樓並資助獎學金計畫。Jim目前是
Carpenter’s  Place的現任董事會成員和前董事長，該組織主要
提供街友生活重建所需的必要資助。Jim擁有伊利諾大學機械工
程學位。他於9月10日的線上表揚會獲頒年度扣件專業人士獎。
此獎項下一次的提名將於2022年一月正式開放申請。

隨著這項投資的進行，Bülte持續拓展其工
廠工模具等級，這也讓其可以進一步改善品質和

生產效率。這也將強化其在東歐和北歐市場的定

位。Bülte將持續保留現有且主要位於德國的製造
設施，來維繫和確保其更高品質、彈性和反應力的

「德國製造」標準。

如同Bülte一樣，Werit集團是一家生產據點遍
布歐洲的家族型企業。由工程師Wilhelm Schnei-
der及其子Helmhold共同創立於1949年，總部位於
德國的公司今年喜迎成立72周年。跟今年也在慶祝
成立65周年的Bülte很相似。專精於熱塑射出成形
技術的Werit將專注於其他業務領域。Bülte集團將
透過併購這家立足市場已久的夥伴來進一步強化

其在塑膠領域扣件的市場地位。

美國TFC併購

GLR Fasteners Inc.
美國Triangle Fastener Corporation (TFC)高

興地宣布併購位於加州聖荷西的GLR Fasteners 
Inc.。GLR是屋頂和鑲嵌玻璃用扣件的經銷商，從
1977年就為舊金山灣區提供服務至今。此次併購將
可以拓展GLR公司在灣區的產品覆蓋項目，提供客
戶就地取得TFC公司完整產品和服務的管道。

GLR將即刻轉為TFC旗下第24個分部。為了
確保延續性，Gloria Rubalcava和其整個GLR團隊
將持續維持公司的每日正常運作。該分部位於1425 
Koll Circle #104, San Jose, CA 95122。

美國Birmingham Fastener併購

Steel City Bolt and Screw
Birmingham Fastener日前宣布已經併購Steel 

City Bolt and Screw。他們非常期待可以與Ste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