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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中國大陸工業經濟回穩，
新能源汽車增速第一

2022年1月17日，中國統計局公佈的數據顯示，2021年工
業增加值比上年增長9.6%，兩年平均增長6.1%。12月當月，
工業增加值同比實際增長4.3%，已連續三個月呈恢復態勢。
高技術製造業、裝備製造業增加值分別增長18.2%、12.9%。

出口交貨值高位放量帶動工業消費品的生產，工業部門整

體已恢復至疫前水平，但行業復甦不平衡，部分中下游企業仍

面臨供給瓶頸、關鍵零部件短缺，原材料及物流運輸成本壓力

及局部能源供應緊張等挑戰，預計2022年中國工業增加值增速運行在5.5%-6.0%的穩增長區間。

2021年製造業的最大亮點，當屬新能源汽車的全面爆發，連續保持三位數的高增長態勢。中汽協
數據顯示，2021年，新能源汽車產銷同比均增長1.6倍，新能源汽車的市場佔有率達到13.4%，高於上
年8個百分點。不僅是新能源汽車，整個汽車行業也在12月份結束了連續7個月負增長，從-7.1%提升至
3.4%。

中國2021年GDP增8.1% 
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中國2021年的國內生產毛額（GDP）為人民幣114兆3,670

億元，年增8.1%；第一季年增18.3%、第二季7.9%、第三季4.9%、第四季4%。

以美金計，中國全年國內生產總值達17.7兆美元，居世界第二。根據國際貨幣
基金（IMF）預測數據，美國2021年經濟增量約為2兆美元，中國的增量相較美國高
出約1兆美元，將進一步縮小與美國的經濟規模之間的差距。2020年，中美兩國的
GDP差距為6.2兆美元，2021年縮小了1兆美元左右。中國「GDP總量」也可望達到
美國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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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日本螺絲扣件出口現復甦
日本財務省公布了2021全年鋼鐵製螺栓、螺帽等扣件的出口數據。去年1月至12

月的出口量為34萬3,411噸，比2020年增加23.9%，出口金額為3,208億7,633萬日幣，
同年上升26.3%。出口量與出口金額皆恢復到疫情爆發前的水準，顯示復甦跡象。

2021年扣件的物價指數比起2020年呈現上升趨勢。根據日本銀行，鐵礦石的平
均物價指數增幅為79%、銅礦為61%、鎳礦為39%、螺栓螺帽為2%、螺絲為3%。近
期物價指數上升的品項佔了一大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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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扣件產業趨勢分析  
隨著我們踏入扣件產業另一個令人興奮的一年，瑞典專業不鏽鋼扣件製造廠BUMAX

總經理Lars Holm分享了他對於2022年所觀察到的三大最重要的產業趨勢觀點:

1. 永續性越來越重要

許多產業正面臨到對永續性和循環性的更大需求-包括產品生命週期分析(LCAs)和環
境產品申明(EPDs)。不鏽鋼具高度回收性，意謂不鏽鋼扣件在許多應用中相較於碳鋼是
更加具永續性的材料選擇。企業、產品和計畫將會面臨更多來自客戶、合作夥伴、負責

人和社會大眾對要盡可能達到永續性的壓力，其中包括使用環保和可耐用更久的扣件原

物料。

隨著產業更加了解產品生命週期分析(LCA)成本、長期價值和永續性，我們希望新的
市場機會以及對不銹鋼材料需求的成長。事實上優質的不鏽鋼扣件可以撐更久的時間也

需要更少的保養和替換，這彰顯出其永續性的特色。因此，我預期會有一次從標準品轉

換成優質扣件的變革，尤其是從碳鋼扣件轉換成不鏽鋼扣件。

2. 持續創新

由於新性能和產能的緣故，近幾年優質不鏽鋼扣件的交易大增，而且我預計這樣的趨

勢在2022年會持續下去，因為這些新產品是被開發出來滿足更多這類扣件需求的應用。
我們已經看到了更強大且更能滿足很多產業領域抗腐蝕需求的新扣件。

3. 持續不穩定的市場

不過，經濟的不穩定、供應鏈議題和不穩定性看起來應會在2022年持續發生，主要是
因為新冠疫情的持續性影響。我們將持續看到以更高鋼鐵和物流成本形式展現的供應鏈

定價壓力，而且產業所面對的挑戰將會抑制住這些影響。有些廠商會處理得比其他人更

好。勝出者將是那些與供應商維繫長期良好關係、有自己的生產設備和有大量產品存貨

可以立即出貨給客戶的扣件製造商。很有可能市場價格在2022年間會持續上升。

Lars Holm是瑞典領導性優質不鏽鋼扣件製造廠總經理，擁有10年之久的全球物流、
製造、黏著劑和模具產業背景。

電動車浪潮湧進日本扣件開發市場  
繼特斯拉之後，電動車新創Lucid以最強勁敵之姿殺出程咬

金，以最高續航里程520英里（約839公里）成為電動車續航王。
電動車浪潮如海嘯般襲來，湧向日本零部件企業，其中也包括扣

件相關的製造商。

電動車市場的白熱化使得日本的扣件也必須做出改變。一部

燃料車使用3萬個零部件，電動車只需使用一半的量。若要改善電
動車的電耗量，必須走輕量化來減少汽車重量。這代表零部件必

須大量使用重量輕的樹酯，而不是鐵。

同樣的輕量化要求也會反映在扣件上。螺絲每減重0.5克，可
為汽車減輕超過一公斤的重量。目前已有日本扣件廠商開發出重量只有鐵螺絲三分之一的鋁螺絲。由於鋁遇熱時的收縮

程度與樹脂相近，因此鋁螺絲與樹脂製車用零件的相容性很好，甚至還有開發出碳纖維增強複合材料製的扣件產品。此

外，還有日本廠商開發可用於電動車的鈦螺絲，這種螺絲可像彈簧一樣回彈力道強，抗振且不易鬆脫。但它的罩門是成

本高，價格是鐵螺絲的30倍，且不容易加工。

除了螺絲之外，用於鎖固螺絲的起子也必須重新設計，才能將螺絲鎖入電動車的小型電子零件。由於電動車需要在

狹小空間內鎖固扣件，市面上已出現螺絲搭配使用黏合劑並採用熱焊接的方式，才能防止螺絲鬆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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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Bossard 2021年銷售財報  
由於在強健經濟環境市佔率的進一步增加，Bossard集團2021年的銷

售達9.951億瑞郎(2020年: 8.128億瑞郎)。這相當於在貨幣和併購活動的
正向影響下仍有21.1%的企業內部增長。全球各區域在2021年第4季的表現很好，Bossard集團的第4季銷
售增加了17.9%至2.508億瑞郎(2020年: 2.128億瑞郎)。

Bossard集團從2020年第4季開始出現反彈成長，並一路延續至2021年第4季。同一時間，歐洲和亞
洲也出現破紀錄和令人印象深刻的雙位數成長。在不同市場中持續增加的新冠感染率也持續增添不確定

性。同時強大的全球需求也持續拉緊採購市場的緊繃情勢，造成價格上揚和交期變更長。Bossard將在
2022年3月2日公布完整版年報。

日本上櫃大廠Torq將於4月啟用業界最大扣件物流中心
Torq原名為小林產業株式會社。該公司正在大阪市大正區建設占地3,000坪、業界最大的扣件物流中心，投資額超過

40億日幣，是該公司創業以來的最大投資。該中心備有最新設備，預定在2022年4月啟用，出貨量將會是現有物流中心
的兩倍，生產力會是三倍以上。該公司計畫將庫存量從3.5萬件擴大到10萬件，預期
帶動2023年度營業額成長10億日幣。

此外，Torq正在開發電子商務系統，預計在今年4月對日本全國啟用，可在2023
年度將生產效率提升30%以上。它將透過網路銷售打入B2C市場。

耐落螺絲獲頒江蘇省成長型企業獎  
第二十屆中國（蘇州）電子信息博覽會開幕式，暨第三屆江蘇省

“紫峰獎＂頒獎儀式，2021年11月19日在金雞湖畔隆重舉行。紫峰獎是
大陸唯一面向台資企業的省級表彰獎項。

耐落集團榮獲“紫峰獎＂成長型企業獎。該公司提供客戶專業的業務工程諮詢服務和生產管理服務，成立中國技術

中心以及通過CNAS認證的防鬆檢測中心，以力求提供高品質的產品應用和品質驗證服務，亦由於團隊的專業度和客戶
的滿意度，被提名加入預塗防鬆的國標委員會，協同行業各界翹楚共同擬訂預塗防鬆國家標準。

索斯科(Southco)深圳模具中心正式開工投產  
索斯科是全球領先的工程硬件解決方案供應商，包括各式緊固件、快速釋放緊固件、鑲嵌

件與其它應用配件，廣泛應用於汽車、航太、交通運輸、工程機械、建設、醫療等行業。

索斯科深圳模具中心在2021年11月30日正式開工投產，亞太區執行董事陸劍軍主持慶典儀式。該模具中心在今年初
開始籌畫, 在7月開始試營運， 現有投產設備22台，員工34人，占地約1,100平方米。將主要進行鋅/鋁壓鑄模具、衝壓模
具以及注塑和包覆成型模具的設計與製造。

廠
商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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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件訂單旺 多家大廠年營收破百億 
從2021年起台灣扣件業就感受到強勁的歐美客戶需求，縱使去年底貨櫃荒和

塞港問題仍未解，但由於銷售量和出口單價有明顯成長，去年台灣扣件業整體出

口量和出口額皆再創新高。根據台灣海關數據庫顯示，2021年台灣共出口近170
萬噸螺絲(年增約18%);若以金額計算，則約55.5億美元(年增約34%)。

台灣許多知名扣件外銷大廠(包括大國鋼、恒耀、春雨、聚亨…等)2021全年
營收表現都突破新台幣100億元，表現獲利非常亮眼。其中大國鋼更是超越200
億的水準。多家大廠也表示，因為歐美亞等汽車和建築相關產業需求持續強勁，

外銷訂單也十分充足，加上塞港問題預計今年第二季後應會有所好轉，因此看旺

2022的發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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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明2021年營收攀高 
不鏽鋼緊固件大廠東明2021年12月合併營收為14.32億新台幣，創新高，月增

約10%，年增36.21%，去年第四季營收39.42億台幣創新高，季增約8.8%。2021年
營收達132.72億新台幣，年增44.49%。去年第四季以及全年營收同創新高。

東明以中國為主要市場；展望今年，預料中國大陸持續推動基建計畫，公司

也將陸續增加產能，有助營運再攻新高。

中國政府計畫未來五年內將投資10~17.5兆人民幣在5G、工業互聯網、資料中心、人工智慧、新能源汽車充電站
等；為迎接商機，東明-KY也於浙江展開新廠計畫，預計未來3~5年的年產能達8萬噸。目前東明每年約有12萬噸的產
能；預計未來總產能共增加10萬噸。其中，新廠區主要生產小螺絲與螺帽，預計2022年第四季可落成啟用。

Trifast擴大投資強化歐洲製造產能   
隸屬Trifast plc集團的專業扣件廠TR VIC spa再一次因為強化投資義大利中部的製造廠

而受益。在擴大TR Viterie Italia Centrale (TR VIC spa)在Fossato Di Vico的據點後，Trifast又
進一步增加產能來滿足成長中的歐洲白色貨品市場。因為疫情期間居家修繕需求大增，助

益他們體驗到前所未有的需求。這次投資主要著重在從在地義大利製造商採購各式新機，

這將讓產能增加約33%。也讓其在接下來12個月內有能力每年多生產5億支扣件。

這個據點專注在「遵循工業4.0的要求」，以創造更環保效率的工作空間並提供一個現代化、耳目一新和多樣的環
境。這次的作業期程將分2022年和2023年兩期完成。 

TR Fastenings的歐洲區總經理Andrew Nuttall表示: 「過去兩年來訂單已極遽增加。隨著越來越多人居家辦公，他們
開始投資一些室內家電以及開始加強居家修繕。這意謂對白色家電的需求已經出現顯著增長。我們主要的客戶想要看到

更短和更快的供應鏈。因為疫情關係亞洲以外的交期拉得很長。這些投資策略讓我們可以更符合客戶現在和未來的需

求。這項投資計畫已獲在地歡迎，創造出新的就業機會，這也激起當地政府和媒體的興趣，認可我們為義大利關鍵領域

的重要製造廠。我們也相當自豪選擇了這些義大利企業供應新機器。」

TR VIC的據點服務全球24個國家。TR VIC是歐洲扣件經銷商協會會員之一且已取得IATF 16949認證。

韓國孝東機械社長獲頒金塔產業勳章  
韓國產業通商資源部與韓國機械產業振興會在2021年10月19至22日召開「2021

數位轉型線上暨實體展覽會」。產業通商資源部次官朴真圭表示，自2015年起連續
六年，機械業都是韓國的第二大出口產業，為了因應貿易保護主義、數位轉型與碳

中和的要求，機械產業導入了先進科技，具有重要的功用。

孝東機械社長在會中榮獲金塔產業勳章。他開發大型鍛造成型機，投入智慧化生

產，引領韓國機械產業技術發展，且被公認是革新並確保了韓國機械產業國際競爭

力的人物之一。

NORMA集團與義大利水處理企業啟動生產合作  
NORMA集團已經與義大利飲水、灌溉和下水道接合技術專家SAB S.p.A (“SAB＂)簽訂

策略夥伴合作協議。自2021年11月起，SAB將為NORMA集團生產飲用水應用領域用的高品
質NORMA PN 16壓縮緊固元件，之後也會推出更多產品。此外，達成的協議規定NORMA
集團和SAB將會共同開發新產品。透過這樣的合作，NORMA集團正在強化其在歐洲的水處
理領域事業，尤其是可以進一步拓展其在飲用水應用領域的地位。

NORMA集團執行長Michael Schneider博士表示: 「SAB在產品領域專業的傑出表現是有
目共睹的。透過這次合作，我們取得額外的生產資源，也能在歐洲提供客戶更好更快的水處理產品方案服務。珍貴水資

源的效率化使用越來越重要，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持續在各區域拓展我們的水處理業務。」



TriMas併購TFI Aerospace 
TriMas Corporation和TriMas Aerospace已經完成併購加拿大

安大略橘郡的TFI Aerospace。TFI是專營航太和其他工業末端市場應用特殊扣件的領導製造供應商。TFI
之前是一家私營家族企業，去年營收約600萬美元。這項併購在TFI因為新計畫成功和整體市場復甦所促
成傲人成長的利基產品加入下將進一步拓展TriMas Aerospace的扣件產品項目。TriMas也希望TFI的客戶
可以藉由TriMas Aerospace所提供的附加創新力和製造深度而受惠，同時TriMas Aerospace的客戶也能享
受到更多的產品項目。

TFI Aerospace將在目前加拿大的據點持續由副總經理Thomas Squires領導並以獨立製造廠的身分繼
續營運。TriMas Aerospace總經理John Schaefer和其他關鍵的TriMas Aerospace資深領導者將繼續與TFI
團隊配合在接下來幾個月把TFI整合進 TriMas Aerospace。雖然相較於TriMas其他據點和事業體的規模較
小，TFI在接下來幾年有一些讓人相當興奮的成長機會，TriMas也期待給予更多支持。

美國MW Industries併購Ideal Fasteners拓展螺紋扣件業務  
美國精密零件供應商MW Industries宣布併購螺紋扣件製造商Ideal Fasteners。Ideal 

Fasteners的併購案於2021年12月10日完成，將讓向全球經銷精密零件MW Industries在
美國的製造廠進一步拓展。整合後的公司將提供更多標準/客製化的螺紋產品和高精密
工程金屬和塑膠零件供選擇。

MW Industries 執行長Simon Newman表示: 「Ideal Fasteners加入MW Industries這個大家庭是相當完美的組合。同時
在客戶想要比先前更快取得零件的時候，企業必須要可以快速地從單一平台取得各種零件。Ideal Fasteners讓我們可以提
供更多更廣的產品，如此一來才能滿足客戶所需的產品多樣性。我們非常開心可以整合Ideal Fasteners的產品線到我們的
供應品項之中。」

惠達特搜全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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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學材料學院科研團隊成功研製世界首款19.8級
超高強度緊固件 
由上海大學材料學院領銜的高性能鋼鐵材料團隊、河北龍鳳山鑄業有限公司、七豐精工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舟山市7412工廠、江蘇冶金技術研究院、上海大學（浙江）高端裝備基礎件材料
研究院、上大新材料（泰州）研究院等七家單位經過一年多的聯合攻關，研製出世界首款19.8級超高強度螺栓，成
為世界最高強度等級的緊固件。透過材料和熱處理工藝優化，19.8級螺栓室溫抗拉強度滿足1900~2070MPa。剪切測
試（依據GJB 3376-1998）結果表明，19.8級螺栓剪切力達到115KN；室溫拉伸疲勞強度測試（依據GJB 3376-1998及
GJB715.30A-2002）結果表明，研製的緊固件滿足疲勞壽命要求（平均疲勞壽命不低於65,000次，單個疲勞壽命不低於
45,000次）；耐延遲斷裂性能試驗（根據GJB 715.12-1990，大氣環境下恆定拉應力保持96小時）結果表明，螺栓在測試
時間內未發生斷裂破壞，卸載後螺栓表面及螺紋處未發現裂紋；新研製的超高強度螺栓綜合性能滿足使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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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螺絲業協會新主席
上任 

2021年12月3日，香港螺絲業協會舉辦
會員大會，並於會中選出第十屆理事會成

員。由徐炳輝先生接任新一任主席，林晶文

先生、徐福生先生和楊俊峰先生擔任副主

席。香港螺絲業協會將在徐主席的帶領下，

偕同所有理事會成員，持續拓展會務，並與

各友好商會機構持續強化互動和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