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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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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中國緊固件技術趨勢分
析，輕量化或成重心 

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旺盛的生產建設需求將

帶動緊固件行業的大幅增長。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和

積累，中國緊固件行業技術水平有了明顯提高，在實

際應用領域主要體現為：近年來中國緊固件企業加

大了對原材料的開發應用，原材料的熱處理技術攻

關取得成效，使得一批10.9級高強度緊固件被成功開發並廣泛應用於汽車、柴油機、

壓縮機等行業；為了適應風力發電設備國產化的需求，大規格（M30-M65）10.9級高

強度緊固件在材料選用、熱墩、熱處理及表面處理等技術方面取得進展；另外，在耐

高溫材料、熱墩及熱處理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在生產工藝上取得眾多突破的同時，中國緊固件技術研發也在不斷進步，緊固件

相關專利數量迅速提高。2008-2017年中國緊固件相關專利技術申請數量不斷提高，

2012年緊固件相關專利技術申請數量達到7751項，同比增長40.5%，為近年來最大增

幅；2017年，緊固件相關專利申請數量為13171項。

在國際市場上，隨著汽車、機械、建築、輕工等行業的發展，對緊固件材質提出了

越來越高的要求，如汽車的高性能化、輕量化以及建築結構的高層化、大橋的超長化

等等，對緊固件提出了更高的設計應力和輕量化要求。在美國，汽車使用的螺栓強度

級別均在9.8級以上，一些汽車、機械用緊固件甚至要求抗拉強度大於1400MPa。

因中國緊固件行業技術與國際先進水平的差距在原材料供給上體現較為明顯，

因此，未來中國技術開發重點將集中於對原材料的開發上，例如中國緊固件用原材料

基本是熱軋狀態，採用在線軟化處理技術和研發高潔淨度鋼、非調質鋼、微合金化

鋼、超細晶鋼、FM雙相鋼和低碳馬氏體鋼是生產緊固件用鋼的技術發展方向。

除此之外，當前中國高檔緊固件只能部分滿足，一些特殊要求的緊固件都需要進

口，如90%的電子螺絲是進口的，因此高檔緊固件產品開發將成為技術研發重點。

浙江台資緊固件廠涉違法
傾倒危險廢棄物 涉案人
遭重罰判刑

安徽蕪湖鏡湖

區人民法院9月2 8
日針對某台資緊固

件企業涉嫌跨省傾

倒危險廢棄物汙染

長江環境一案進行

一審宣判，判決中表示，針對該廠所涉

汙染環境罪判處1,000萬人民幣罰金，

負責人及另外兩名涉案情節重大之被

告分別處以6年至5年9個月不等有期徒

刑，並處罰金20萬元人民幣。其餘被告

也分別被處以有期徒刑或拘役，外加

罰金。連帶附加民事賠償費用合計逾

665萬人民幣，以及在安徽省及新聞媒

體上進行公開道歉。

近年來大陸環保意識逐漸抬頭，

相關環保法規也日趨嚴格。許多企業

紛紛因不符合環保規定遭勒令停工關

閉。呼籲有意前往大陸投資設廠之相

關產業務必遵守當地環保法令規範，

避免產生難以估計的損失和重罰，損

人又不利己。

溫州龍灣緊固件行業產銷量逆勢飛揚 
近日，從有關部門獲悉，今年

溫州市龍灣緊固件行業經濟形勢

保持穩增長態勢。目前，該區銷

售總產值超過75億元，同比增長

5%；其中外貿總出口5954噸，同

比增長28.71%。

據介紹，溫州龍灣緊固件行

業嫁接互聯網，掀起自主研發風，不斷做精做細。「比如溫州中

特公司生產的高效能搓絲機系列，擁有5項發明專利。」溫州緊

固件協會秘書長吳傑升表示，他們積極幫助企業提升企業的核

心技術，提高企業和產品的知名度和美譽度，讓品牌效應成為行

業發展中的一面旗幟。

據瞭解，溫州龍灣緊固件產業「軟硬結合」，一手抓技術改

造，一手抓產學研合作，讓這一傳統產業實現鳳凰涅槃。通過品

類創新，溫州中特跟高等院校合作共建研發，創造性地改造了搓

絲機的傳統結構，製造出體積小、搓動力大、精度高的產品。

中國前11月新能源汽車產銷增長超過60％
根據中國汽車工

業協會最新統計顯

示，今年1到11月中國

新能源汽車產銷分別完成105.35萬輛和102.98萬輛，與去年同

期相比分別增長63.63%和68%，顯示新能源汽車產銷量保持

穩步增長的態勢。

而與新能源汽車近70%的增速相比，中國汽車市場整體

走勢放緩，今年前11個月，汽車產銷分別為2532.52萬輛和

2541.97萬輛，與去年同期比分別下降2.59%和1.65%，其中，乘

用車產銷2147.41萬輛和2147.84萬輛，較去年同期下降3.37%和

2.77%；商用車產銷385.10萬輛和394.13萬輛，較去年同期分別

增長1.97%和5%。

1到11月，純電動汽車產銷分別完成80.66萬輛和79.09萬
輛，較去年同期分別增長50.30%和55.66%；插電式混合動力汽

車產銷分別完成24.66萬輛和23.86萬輛，較去年同期則分別增

長130.27%和12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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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增長5% 

2018年10月30日下

午，溫州市緊固件行業

協會舉行第四屆二次會

員大會，回顧一年來行

業經濟穩定上升的態勢

及企業技術改造和行

銷模式創新帶來的高增

長。據悉，該行業今年總產值預計同比增長5%，出口同比

增長36.89%。

溫州作為“中國緊固件之城”，正經歷著轉型發展期

的陣痛，行業內企業努力探索著整合、重組的發展之路，

進行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的逆境突圍，特別是在技術創新、

技術改造以及行銷模式方面進行了不斷的嘗試，並取得一

定的成效。

據悉，2017年溫州緊固件行業技術改造投入近10億
元。在廠房、技術裝備及自動化方面進行了改造，特別是

當前網路資訊化時代，很多企業進行了傳統行銷+ABC、
B2B、B2C、C2C甚至O2O的行銷模式。企業對產品的品

質和智慧財產權也很重視，技術進步明顯。

溫州市緊固件行業協會會長、浙江明泰標準件有限

公司總經理吳金堯介紹，溫州緊固件行業「低、小、散」的

企業比率逐年減少，而企業數量和比率逐步上升，「專、

精、特」的特色企業逐步顯現。

2018上半年溫州市緊固件行業經濟形勢繼續保持穩

定增長的態勢，預計今年總產值超過228億元，預計同比

增長5%左右。據海關提供的資料，1 - 8月溫州緊固件總

出口14,421噸，同比增長36.89%，價值3,360萬美元，同比

增長42.98%。2017年出口單價2,352美元/噸，較全國平均

1,737美元/噸高出615美元。從抽樣調查結果分析，汽、摩

配套領域和非標緊固件製造企業增長貢獻率最大，預計

達到8%的增長率，非標異型件增幅最高，達10%。緊固件

設備製造業以及其他上下游產業鏈的銷售增幅達15%。

中國鋼製緊固件消費市場研究報告

2017年中國緊固件總消費量約505
萬噸(同比增長2%以上)。其中，汽車製造

行業是最大消費下游，約佔總消費量的

25%；其次是機械製造行業，消費量約佔

總量的18%；工程及建築、電子電器類、

能源及輸變電線路等行業緊跟在後。

根據中國機械通用零部件工業協會

緊固件分會初步統計，2017年其低檔標準緊固件約佔39%，中檔產

品佔比36%，高檔產品僅為25%。

目前中國緊固件製造業市場集中度較低，2017年前5家企業的

產值貢獻率不到10%。相反的，中國緊固件產業集群化趨勢比較明

顯，沿海地區相對集中，發展很快；從2015年規模以上企業統計口

徑看，浙江、江蘇和上海就集中了我國近70%的緊固件企業和65%
的緊固件產量，其中浙江省的比重最大，其次是江蘇省和上海市。

總體上看，目前受全球經濟緊縮和中國經濟下行壓力不斷增大

的影響，緊固件下游需求不足，尤其是中國緊固件低端產品產能嚴

重過剩，高端產品供給不足，產業結構調整迫在眉睫。

中國汽車產銷同比持續
呈現下降趨勢 

據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統計分析，

2018年11月，汽車產銷量環比均呈小

幅增長，同比降幅依然明顯。1-11月，

汽車產銷同比繼續呈下降趨勢，降幅

比1-10月有所擴大。

中國汽車產銷2018年11月，汽車生產249.84萬輛，環比增長

7.02%，同比下降18.89%；銷售254.78萬輛，環比增長7.05%，同

比下降13.86%。其中，乘用車生產212.29萬輛，環比增長6.03%，

同比下降20.46%；銷售217.35萬輛，環比增長6.19%，同比下降

16.06%。商用車生產37.54萬輛，環比增長13%，同比下降8.69%；
銷售37.43萬輛，環比增長12.32%，同比增長1.68%。

1-11月，汽車產銷2532.52萬輛和2541.97萬輛，同比下降

2.59%和1.65%。其中乘用車產銷2147.41萬輛和2147.84萬輛，同比

下降3.37%和2.77%；商用車產銷385.10萬輛和394.13萬輛，同比

增長1.97%和5%。

2018前10月中國鋼製銅製標準扣件
出口量價均出現成長 

根據中國海關最新扣件進出

口數據，2018年前10個月鋼鐵或銅

製標準緊固件出口噸數為270萬噸

(出口額約54億美元)，比2017年同

期分別在噸數和金額上成長14.5%及31.7%。

台灣外銷緊固件再創新高，前11
月出口突破44億美元 

台灣外銷緊固件再傳捷報，雖然近二個月受到

中美貿易大戰影響，外銷數量略有下滑跡象，但伴

隨今年外銷單價提高，累計前11個月外銷金額突破44億美元、折合台幣1,358.28億元，優於去年創歷史新高。

根據台灣螺絲公會統計，台灣外銷緊固件11月出口量為13萬1,354公噸，較10月減少8.09％，也較去年同期衰退0.98％；累計

前11月出口量達153萬多公噸，較去年同期增長5.14％。

同時，台灣外銷緊固件11月平均出口價格為每公斤為2.888美元，雖較10月下跌0.05％，但較去年同期上漲2.39％，累計前11
月平均出口價格為每公斤2.881美元，較去年同期提高7.53％。

螺絲公會表示，在前11月價量齊揚下，累計出口值為44億多美元，較去年同期大增13.05％。且去年外銷緊固件數量為159萬
6,639公噸，較前年增長3.97％，平均每公斤出口價為2.692美元，也較前年上漲8.88％，且去年出口值為42.97億美元，較前年大增

13.21％。統計前11個月出口值已超越去年全年，且為連續兩年創新高，預估今年出口量、出口值有機會雙創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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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台灣小
螺絲出口量創
歷史新高 

台灣自攻螺絲今年

前三季累積出口量已超

越16萬噸，相較去年同期成長10.87%；木

用螺絲較去年同期也有11.78%的成長，出

口平均價格分別是：自攻螺絲每公斤2.643
美元、木用螺絲每公斤2.562美元，與同期

相比皆有超過8%的漲幅。自攻螺絲出口

量已連續8年增長，出口價格則是突破5年
來的持續下跌絕地反轉開始上揚。木用螺

絲也不惶多讓，已連續兩年增量，出口價

格也是停止下跌開始上漲。

2018年初開始自攻螺絲與木用螺絲在

五大螺絲類產品外銷表現中脫穎而出，小

螺絲今年出口量創下歷史新高，自攻螺絲

將邁入第九年的增量，木用螺絲也將連續

三年增量，可以預期的是其出口價格也會

再度走高。

安普達為吉利中國電動汽車
作出領先貢獻

吉利是中國著名的汽車製造商，經營

12家汽車製造廠，員工超過50,000人。2017
年吉利汽車銷量超過124.7萬輛，比2016年
增長63％。與許多汽車製造商一樣，吉利不

得不適應新的電動化需求，例如採購所需

的緊固件。吉利選擇與安普達公司(Optimas Solutions)合作，為其設計和

採購合適的緊固件。

安普達是全球工業分銷商和服務提供商，為世界各地OEM製造商和

一級供應商提供高度定製和設計精良的緊固件、C類零部件和MRO產品。

安普達可以實現在精益生產和高效緊固件供應的服務水平上運營，將高知

名度的汽車製造商作為其客戶組合的一部分。安普達銷售和項目經理孔祥

東先生解釋:「該項目展示了我們如何利用我們在當地的全球經驗為倫敦

LEVC公司（一家位於英國的吉利子公司）設計並採購了用於混合動力計

程車的緊固件。我們應用這些知識來定義在當地運作的物料清單，從緊固

件的角度開拓中國電動汽車市場的新領域」 。

安普達的主要目標是以具有競爭力的價格提供高品質零部件，為吉利

實現利益價值最大化。為實現這一目標，安普達將中國100多個零部件實

現製造本土化，成功將每輛車的緊固件成本降低了60％。任何新產品推出

都必須加快產品上市速度。雖然某些零部件可以進行本地化，但其他特種

品牌部件則需要從英國進口。強大的供應鏈使安普達能夠迅捷提供從英

國到吉利的樣品，具有行業領先的交貨時間，成功將交付周期從120天縮

短到45天，這對於滿足汽車行業固有的硬性期限至關重要。

「但是，如果沒有我們在當地的實力，這一切都不可能實現。我們的

蘇州工廠幫助我們按時交付合適的零部件，同時將本地化和進口零件整合

到一個單一的來源中」，銷售兼項目經理孔祥東表示。 安普達融合了全球

能力，本地親密度和行業專業知識，幫助吉利以高效、經濟的方式進軍電

動汽車市場。

精湛︰德螺絲靠自動檢測 比台貨
貴3倍 

螺絲公會統計，台灣所生

產的緊固件平均每公斤單價

約80元，雖高於中國的每公斤

60元，但遠低於德國的每公

斤330元。「自動化檢測是關

鍵」，扣件光學檢測廠精湛表示，在德國，從成形、

抽牙、電鍍到熱處理，扣件的每個生產環節都有檢

測設備，因而良率大大提高，單價也更好。

精湛董事長吳俊男說，台灣緊固件廠的生產設

備落後，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精湛不少緊固件廠

客戶不良率高達3成，「這些不良品被退貨，都是成

本；而且良率差不只是不賺錢，也造成資源浪費。」

緊固件廠向上游中鋼採購線材，經過7、8道工

序，耗費許多電力、人力及原料，結果竟有3成的不

合格品要扔掉，是環保的一大挑戰。如果在第1道工

序就偵測出異常，不僅獲利可以提升，資源的運用

也更有效率。可惜目前台灣的緊固件廠多採作業員

肉眼檢測，「盯2小時以上就已疲勞，找不出瑕疵品

了。」

精湛指出，各國愈來愈重視自動化生產，美國

製造業復甦、中國工資成長，都有利檢測設備的需

求。目前精湛主力市場在汽車緊固件，而未來每部

電動車使用的扣件高達1.8萬個，比傳統汽車高出許

多，且單價更高。「電動車對緊固件的品質及精度要

求更高，無法以人工檢測，必須仰賴儀器。」

日本製造業成長 台灣
螺絲外銷日本數量跟長

今年7、8兩個月台灣出口日本

螺絲銷量連續低於6,000噸之後，

在今年九月回升至6,165噸，截至前

三季出口量累積突破5.5萬，相較於

同期成長6%，出口價格也比去年同

期上漲超過7%，拜日本製造業需求

所賜，今年螺絲外銷日本銷量有機

會可以連續兩年量價齊漲。

今年前三季螺絲出口至日本

共計55,0 77噸，較去年同期成長

6.03%，平均出口價為每公斤3.374
美元，比起去年同期成長7.34%。

馬來西亞2018年汽車總銷量
增加3.83%

馬來西亞汽車商公會(MAA)發表2018
年各類汽車總銷售量統計，共計銷售59萬
8,714輛，較2017年57萬6,635輛增加3.83%；
其中轎車53萬3,202輛，較2017年51萬4,679
輛增加3.6%；商業用車為6萬5,512輛。

2018年馬國第二國產汽車公司─「靈

鹿」( K a nc i l)蟬聯私人轎車銷售量(22萬
7,243輛)冠軍寶座，占總銷售量37.95%；日本

本田汽車(10萬2,282輛)占17.08%；日本豐田

汽車(6萬5,551輛)占10.95%；第一國產汽車

公司─「普騰」(Proton，銷售量6萬4,744輛)
為10.81%。

2018年馬國油電混合車（Hybrid Car）
銷量為1萬8,754輛，其中「寶馬」(BMW)汽
車銷量居冠，達7,434輛，其次為日產(5,826
輛)、本田(3,625輛)、富豪(Volvo，919輛)、豐

田(852輛)及「迷你」(Mini，98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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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M International中國無錫
廠完成翻新

PSM International中國無錫廠2018年
努力在拓展冷成型和機械加工能力和產能。

也取得一家國際級T1等級汽車供應商的重大策略性合作計畫。

除了產能擴張外，也打造了實驗室、CMM和光學檢測室。升

級了實驗室來改善原料化學分析和機械性能測試。全新的量測機

器也已經採購完成，用以量測精密部件和尺寸規格。同一房間內

也同步引進能夠分析表面平整度和輪廓的機器。在光學檢測室，

也引進全新設備來進一步擴大產能。這項拓展計畫已經於2018年
10月完成。

為了提供客戶更好服務，同時滿足客戶對部件品質、數量和

多樣性的需求，PSM無錫廠將繼續改善製造能力和提升產能。當

這些拓展計劃都完成後，PSM及其英國姊妹企業將可以提供全球

市場完整冷成型產品服務。

上海爵格工業的洩爆螺栓獲得美國FM認證
爵格工業自主研發的洩爆螺栓獲得著名第三方檢測機構美國FM認證。爵格工業成為全

球第二家、中國唯一獲得洩爆螺栓FM認證的企業。

FM是美國最嚴格的品質控制機構之一，FM認證是全球最高標準的檢測認證，它向消費

者表明該產品或服務通過美國和國際標準的檢測。FM認證的獲得意味著爵格工業洩爆螺

栓的性能獲得著名第三方檢測機構及全球客戶的認可，並可在全球範圍內銷售及使用。

洩爆螺栓應用於危化品倉庫、核電站、石化、電子、新能源、醫藥、軍事等易發生室內爆

炸的場所，用於確保洩爆門、洩爆窗、洩爆牆及洩爆屋面等瞬間精準洩壓，解決了目前矽酸鈣板洩爆牆、洩爆

屋面無法精準洩壓的疑難問題。

洩爆螺栓能根據量化洩爆壓力實現洩壓。建築防火設計規範要求有爆炸危險的廠房均應設洩壓設施。洩

爆螺栓的螺桿採用特殊化學防腐防鏽處理。洩爆螺栓的鋁墊片有一定的弧度且下面附著有EPDM橡膠，可防

水。洩爆螺栓的承載力從30kg到70kg可選，大大方便了洩爆螺栓的設計。

德國伍爾特將於中國海鹽打
造亞太地區最大供應鏈中心 

12月4日，伍爾特德國總部的團隊和中國相關嘉賓在海鹽經

濟開發區舉行伍爾特集團大中華區供應鏈中心二期項目的開業典

禮，共同見證伍爾特在海鹽的又一個新起點。

德國伍爾特致力於緊固件產品的研發、貿易及服務，為全球

客戶提供裝配技術解決方案，是裝配和緊固材料行業細分市場

的全球市場領導者，去年銷售額達127億歐元。伍爾特亞太區供

應鏈中心項目於2015年在中德兩國總理見證下簽約，2016年正式

進駐海鹽經濟開發區。海鹽的緊固件產業已經形成較為完善的鏈

條，伍爾特在海鹽的項目側重於五金件的倉儲、物流、貿易等。

伍爾特中國首席執行官萊瑞說，在中國考察了40多個地方後

最終選定海鹽，二期項目營業後，各類緊固件將由這裡銷往亞太

地區。收貨區和發貨區採用的是創新的小貨車自動傳輸帶系統、

利用光感分揀系統代替傳統的手工作業、所有操作人員用無紙化

手持設備完成作業。另外，為了更好接軌數字化時代，伍爾特在生

產運營中融入互聯網技術與數據智能，大大提高運轉效率。

英蒔精密部件(無錫)與韓國AFS舉行策
略合作簽約儀式 

2 0 1 8 年1 1月1 2日，P S M 
International與AFS Co. Ltd.在中

國無錫舉行策略合作簽約儀式。

PSM International執行長鈴木先

生和AFS董事長Seo先生共同參

與這場簽約儀式。

這次簽約儀式確立了對雙方皆有利的策略夥伴關係。

PSM和AFS將共同努力合作進行產品研究和行銷以提供韓國

市場高品質扣件和服務。這項長期和穩定的合作約定將可以

為PSM International打進韓國市場的道路打先鋒。

為了打造韓國市場更蓬勃的發展未來，鈴木先生和Seo
先生都表達意願將透過合作來深化兩家公司的關係。

德國Würth集團持續成長 
樂觀看待2019前景 

根據先前的年度財報，德國Würth集團公布2018銷售額

達到136億歐元(2017年: 127億歐元)。成長率達7.1%。排除外

幣因素後成長率達8.6%。過去一年在各區域的表現都非常成

功。在相關電子領域的配銷上都有高於平均的成長。

依據之前的計算，Würth集團的營運表現介於8.6億至

8.8億歐元，不僅比2017年的7.8億歐元還高，也創下新紀錄。

Würth集團中央董事會主席Robert Friedmann表示: 「對於

這樣的正向成長我們感到興奮。這是對我們在策略和服務

下仍然可以成為行業中非常重要合作夥伴的最棒肯定。集團

2018年的電商銷售達到24億歐元，相較於集團整體銷售，成

長也高於平均比例。」

Würth集團預期2019年的銷售會有持平的單位數銷售

成長，營運表現也會有相對應的增加。Friedmann針對新一

年的展望表示: 「因為經濟趨緩，2019年絕對會比2018年更

具挑戰。儘管如此，公司的發展基礎仍相當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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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協會資訊

江蘇省緊固件行業協會正式成立，助力行業轉型發展！ 
2018年11月28日，江蘇省機械協會緊固件分會一屆一次會員

大會暨成立大會在常熟市國際飯店舉行，江蘇省緊固件行業協會

宣告成立。常熟市標準件廠有限公司董事長蔣永峰當選江蘇省緊

固件行業協會會長。常熟市副市長徐海東、江蘇省機械行業協會

副秘書長賈杏林、中國機械通用零部件工業協會緊固件分會會長

薛康生、中國機械通用零部件工業協會緊固件分會常務副理事長

姚海光等出席會議並致辭。

會長蔣永峰表示，將帶領省內協會企業共同瞄準國內及國際

市場兩個高端，國內市場以重點項目為先導，瞄準航空航天、軌道

交通、高端建築、汽車製造、醫療器械等高附加值行業作為重點領

域。國際市場則以豐富產品種類和提升等級為突破，在高強度和特種材料緊固件上下功夫，提升出口產品的等級和附加值。與

此同時，全省緊固件行業堅持走全產業鏈共同提升之路，以高端緊固件訂單和需求促產業提升，以提升全省緊固件產品開發能

力和質量水準為中心，集中精力進行技術改造，努力趕超國內和國際標竿企業。

美國Asahi Kasei Plastics North America榮獲
SPE車用底盤/五金產業類創新獎 

塑膠複合零件全球領導廠商A s a h i 
Kasei Plastics North America, Inc. (APNA)
日前從塑膠工程師協會(SPE)手中獲頒底盤

/五金類別中的最創新塑膠使用獎。主要是

針對其先前與飛雅特克萊斯勒車業集團及

ITW Deltar Fasteners所共同開發之高強度

自攻複合螺帽中使用的工程材料而頒發。

該獎項於2018年11月07日於密西根舉行的第48屆SPE年度創新獎競

賽及宴會進行頒發。這個競賽被視為汽車和塑膠產業規模最大的其中一

個，有來自全球的代工廠、階段供應商和聚合物製造廠共同參與。

由Asahi Kasei所開發的複合式螺帽在底盤/五金類別中因為相較於

市場上現有的金屬或聚合物製螺帽競品有較高的優勢因而獲獎。Asahi 
Kasei這項創新產品可以讓重量減輕2.3磅、減少碳足跡並降低每生產一

輛車所需的成本。

APNA董事長Ramesh Iyer表示: 「很高興可以再次獲得SPE頒發此

獎。該獎是對Asahi Kasei的創造力和挑戰力的肯定，也是我們持續提供

創新塑膠零件服務以促進員工、客戶和社區成長的里程碑。」

Bossard北美和墨西哥分公司獲
John Deere頒發優秀供應商獎

Bossard北美和墨西哥分公司2018年再一次獲

得John Deere優異供應

商獎，取得夥伴等級供

應商殊榮，這也是 Deere 
& Company所頒發最高

的供應商評比等級。

Bossard所獲得的獎項主要用以表揚其長年致

力於提供傑出品質產品服務以及持續做出改善的

努力。Bossard是供應John Deere’s位於北美27座
廠房超過8,000餘種扣件產品解決方案的大型供

應商。

在John Deere優秀供應商獎中，所有供應商的

產品品質、成本管理、準時出貨、技術支援等關鍵

表現每年都會接受評比。John Deere供應管理部

門於1991年設立此獎以提供供應商評比和可促進

持續改善的回饋機制。

中國樂清市緊固件行業協會二屆三次會員大會隆重召開

2018 年12 月19 日，樂清市緊固件行業協會二屆三次會員大會在樂清市柳市鎮隆

重召開。樂清市緊固件行業協會會長陳景旺先生發表《堅定信心 臨風遠航》工作報

告，報告回顧了2018 年協會各項工作：及2019 年協會工作的規劃；樂清市緊固件行

業協會工會聯合會主席章華建先生發表《扛起新擔當，建功新時代》工作報告；樂清

市緊固件行業協會監事長聞金普先生上台匯報了2018 年協會財務收支明細情況。隨

後，大會宣讀了增補協會理事職務的公告。

其次，中國機械通用零部件工業協會緊固件分會顧問沈德山先生上台做《2018緊
固件行業情況分析介紹》講座，分別從以下幾方面對緊固件行業做了專業的講解：1、
改革開放40年緊固件工業進入新時代；2、中美貿易摩擦對緊固件行業的影響；3、從

緊固件產業鏈的下游看冷鐓鋼的形勢；4、淺說2018 年後緊固件行業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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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Bufab併購Rudhäll Industri AB
瑞典Bu fab已經併購年銷售約達2 .1億瑞朗的Rud hä l l 

Industri AB 公司(簡稱"Rudhäll")，包括旗下三家全權持有的子

公司。

Rudhäll集團是專門提供瑞典和其他歐洲市場相關零部件

和C部件的製造商和經銷商，尤其專注在先進車修零部件領

域。該公司在瑞典擁有三座廠房，在中國也有一座。大概一半的

總銷售金額來自經銷業務，一半來自廠內生產。Rudhäll成立於

1952年，從2004年起由現任總經理Jesper Emanuelsson全權持

有管理。在其領導下，該公司持續透過併購進行內部擴張，成功

成為許多全球產業客戶的供應鏈夥伴。

併購價約為1億瑞朗，且即刻生效，該公司未來將直接向

Bufab的瑞典分部進行報告。

Bufab將於2018年第三季的財報認列約500萬瑞朗的相關

併購成本。Rudhäll集團預計從2018年第四季起將可以為Bufab
的每股盈餘做出貢獻。

墨西哥Corporacion POK, S.A. de C.V. 
被美國Nucor收購 

美國Nucor Corporation
宣布將併購位於墨西哥瓜

達 拉 哈 拉 的 精 密 鑄 件 廠 
Corporacion POK, S.A. de 
C.V. (簡稱POK)。POK生產各

式油氣、採礦和糖業加工產業用精密加工車修鑄件。

POK生產鑄件主要以鋼鐵、銅、鐵和特殊合金製成。

成立於1894年，POK擁有悠久歷史和堅強的管理團隊，

與Nucor現在的低溫表面處理事業非常契合，也可與去年

Nucor所併購位於Monterrey的低溫表面處理廠相輔相

成。併購POK將讓Nucor可以擴大產品項目，也讓公司有

機會可以強化在新舊市場的銷售。POK目前在瓜達拉哈

拉的製造廠共聘有425名員工。

除了位於Monterrey 的Nucor ATP墨西哥低溫表面處

理廠外，Nucor目前在墨西哥的營運據點還包括許多板金

加工廠(是其與Mitsui & Co.合資成立的事業)以及鋼料銷

售辦事處。Nucor也正與其合資夥伴日本JFE鋼鐵合作成

立一條電鍍鋅產線來服務墨西哥車用市場。

康奈可併購馬瑞利，期盼世界排名大幅躍
升至第11名 

菲亞特克萊斯勒汽車(Fiat Chrysler Automobiles ，下文

簡稱FCA)同意以71億美元的價格將旗下高科技汽車零部件部

門馬瑞利(Magneti Marelli)出售給日本汽車零部件公司康奈可

(Calsonic Kansei)。

康奈可由美國私募股權基金KKR持有。2016 年，KKR 從
日產和其它股東手中購得這家零部件公司。

馬瑞利是一家專業從事照明、傳動系統和高科技電子產品

的公司，自1967年以來就一直是FCA的子公司。馬瑞利與FCA
的另外兩家子公司，即柯馬機器人技術公司(COMAU)和泰克

西鑄造公司(Teksid)，都隸屬於FCA的零部件部門。該部門在

全球約有4.3萬名員工，在19個國家開展業務。

雙方在 10月22日發布的一份聲明中透露，新公司將被命名

為馬瑞利CK控股(Magneti Marelli CK Holdings)。合併後的公

司將由康奈可的CEO貝達博澤尼斯(Beda Bolzenius)領導，總

部將設在日本。

在美國汽車新聞發布的2018年度全球汽車零部件供應商

100 強名單中，康奈可名列第29位，2017年總業務營收為90.61
億美元，馬瑞利名列第28位，2017 年的總業務營收為92.34億
美元。此次交易將促使康奈可的排名上升至第 11位，年營業總

收入達到175億美元，這也讓新公司有望躋身成為全球第七大

獨立的汽車零部件供應商。

美國Motor City Industrial併購Smith 
Fastener 

美國M o t o r  C i t y 
Industrial日前宣布併購

Smith Fastener，將與第

三代經營者Brian Smith
建構合作夥伴關係。這是Motor City Industrial的第三次

併購案，將會進一步拓展其對相關客戶的產品服務。 整
合後的公司，將會有135名員工、7個廠區，提供美國20州
以上客戶服務。

Smith Fastener是北美工業用相關零件經銷商，在

西維吉尼亞、賓州和德州共有3處據點。成立於1965年，

Smith Fastener提供超過20,000種供應鏈解決方案，包括

任務型關鍵零件的抗腐蝕塗層服務。該公司不僅提供供

應鏈工程和技術支援，Smith Fastener也提供廠內客製化

維修運營零部件急單生產，最小化因暫時停工對夥伴客

戶可能造成的影響。 

Motor City Industrial也受到Kian Capital Partners
和Oakland Standard Co.兩企業的支持。這兩家公司在產

業經銷方面都有長足經驗，並致力於提升可以拓展Motor 
City Industrial產品服務和事業版圖的夥伴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