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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新聞
Fastener + Fixing雜誌提供   www.fastenerandfixing.com

惠達編輯部整理

德國Böllhoff銷售連續9年提高

Böllhoff集團公布2018年綜合銷售額達6.516億歐元，比2017
年增加5.15%，是連續第9年出現成長。集團也公布投資金額創新
高，增加50%以上到6,510萬歐元。 

成立142年來，獨立自主一向都是Böllhoff的基石，現在也紮
根在第四代的接班人和管理團隊。 

Wilhelm A. Böllhoff 負責扣件服務供應、人資和品質管理。
他的管理夥伴 Michael W. Böllhoff負責緊固組裝技術和生產。團
隊中另外兩名主管，Jens Bunte博士負責研發、應用技術和智慧財
產權。 財務、管控、法務和智財由 Carsten Löffler博士管理。

集團在24國39個地點共有45間子公司（其中包括13座製造
廠）。2018年底集團聘用3,046名員工，比2017年底還多出254名。
在德國約聘用1,500名員工。 

英國Trifast：續抱成長佳音

在6月11日公布的初步財報中，Trifast確認結算至2019年3月31日的年度收
入為2.091億英鎊（約2.337億歐元），以一致的匯兌來算，年比增加5.8%。 

Trifast的歐洲據點年度表現強勢，受惠於8個據點，包括荷蘭（汽車領
域）、匈牙利（電子領域）和德國（一般工業領域）中6個的兩位數收入增加影
響，整體收入成長5.8%。由於義大利據點貿易狀況的影響所導致的國內家電
量減少稍稍抵銷了這些成長。Trifast在西班牙創建投資廠則首次成功達到100萬英鎊的年銷售。

某家電子代工的跨國中國企業客戶關廠倒閉以及美國追加關稅對一小部分在該區域運作的跨國企業所產生的連鎖效

應，某種程度抵銷了新加坡強勁的國內家電業成長。Trifast在亞洲達到年比2.6%的成長來到5,870萬英鎊。

整體來看，Trifast因為2018年四月併購Precision Technology Supplies（PTS），在英國的總收入非常強勁，成長8.4%
至7,910萬英鎊，不過因為英國汽車產量下滑的緣故，公司貿易水準稍稍下滑1.4%。除了這個之外，Trifast在多數成熟市場
因為在一般工業和經銷業務需求的刺激下表現都相當穩固。

在美國，年初時的遷廠反映於額外的收入成長，增加38.3%$至890萬英鎊。這反映在汽車和電子產業的獲利成長，以
及對現有跨國T1和代工客戶關係的善加利用。

稅前獲利增加5.9%至2,360萬英鎊。企業內成長約在2%，先前併購的PTS貢獻了3.6%的成長幅度。 

儘管受到預料中的英國採購價通膨以及對歐洲製造產能持續投資成本影響，毛利仍維持在30%的目標上。營運利潤
增加至11.6%的歷史新高。 

執行長Mark Belton和財務長Claire Foster表示：「Trifast表現相當穩定且主管經理對接下來財務年度的進展也非常
樂觀。我們具豐富經驗的團隊致力於研究、開發、行銷和銷售創新產品來滿足我們客戶對品質、價值和價格的高度期待。

儘管英國脫歐可能產生的潛在影響以及美中之間持續的貿易緊張，董事會對於其策略、人員和集團適應改變的彈性持續

維持高度信心。」

德國的銷售為3.125億歐元-將近集團總額的48%，年
比成長4.8%。2.038億歐元（31%）的銷售來自於其他歐洲
國家，增加了2.6%。美洲的銷售為7,550萬歐元，增加4.1%
（主要是受惠於南美洲經濟的小幅轉好）。亞洲銷售共

5,990萬歐元，只佔集團全部銷售的9%多，但年比增加超
過17%。

從產業類別來看，Böllhoff有58.4%的銷售來自汽車
業、39.4%來自工業和1.2%來自航太業。 

提到集團已經達到連續9年的銷售成長，Böllhoff管
理團隊表示：「我們現在首度看到更穩固階段的信號。這

些信號主要來自於地緣政治和歐洲政策的影響因素，而

非德國的經濟景氣循環。 」

縱使非常難以衡量，管理團隊仍表示對接下來的表

現很樂觀。完整的2018報告著重在對建築、機械和人工
智慧基礎設施的投資，在2018年總計6,500萬歐元。這些
論述在Böllhoff 附加價值鏈設下一道瓶頸-也就是九年穩
定成長的結果。許多計畫預計在2019-2020完成。

Böllhoff管理團隊總結表示：「我們有信心可以完美
地處理現在和未來的市場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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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MA第一
季銷售溫和增
加

NORMA集團
2019年第一季的銷售為2.756億歐元，比2018
年同期上升1.1%。因為汽車產業問題所造成的
較低企業內部成長藉由2018年的併購案和匯
兌獲利獲得彌補。 

企業內部銷售下滑4 . 2 %。2 0 18年的
Kimplas和Statek併購案分別貢獻了2.3%和
620萬歐元。貨幣效應貢獻了3.1%給銷售成
長。該季調整後稅息攤銷前獲利下滑13.3%至
3,960萬歐元（2018年第一季：4,570萬歐元）。
調整後稅息攤銷前獲利為14.4%（2018年第一
季:16.8%）。淨營運現金流增加1,350萬歐元來
到負30萬歐元。

NORMA解釋道：「2019年第一季的業務
發展主要可歸因於在三大市場區域中汽車產

銷數據下滑。尤其歐洲/中東/非洲和亞太區域
被列為非常劇烈波動的市場環境：歐洲汽車產

業2018年夏季因實施標準化和更嚴格的排放
測試標準所遭遇困難而產生的產量下滑以及

中國汽車產業的需求驟降。」

歐洲/中東/非洲區域受到持續的排廢測試
問題和較低的汽車產量影響銷售下滑2.8%至
1.284億歐元（2018第一季：1.322億歐元）。 

美洲銷售穩定地增加4%至1.116億歐元
（2018年第一季：1.073億歐元）。NORMA表
示水資源管理產業在2019年初出現強勁成長；
在商用車輛和農用機械的業務也持續穩定發

展。不過，北美汽車產業的生產數據則呈現負

向發展。

NORMA亞太銷售增加7.5%至3,560萬歐
元（2018年第一季：3,310萬歐元）。當中國汽
車產業經歷了顯著的生產下滑，併購印度的

Kimplas貢獻了額外的銷售收入。

集團執行長Bernd Kleinhens評論道：「有
鑑於全球市場狀況的不確定性以及比預期變

化更激烈的市場環境（尤其是歐洲/中東/非洲
和亞太區域），我們已經證實了我們對2019年
調整後稅息攤銷前獲利的預測。我們有信心市

場的狀況在接下來幾季將會有所改善以及在

未來的廣大產品項目和對電動和水管理等關鍵

市場的變化做好準備。」

NORMA確認全年度預期的穩固企業內
部成長介於1-3%之間。來自Kimplas和Statek
的銷售預計達到約1,300萬歐元。該公司證實
調整後稅息攤銷前獲利的預測介於15%和17%
之間，但預期會是該範圍內較低的數值。 

Hilti前4月銷售上升6.2%

Hilt i公布了集團銷售在2019年前4季銷售增加
6.2% 至19.31億瑞郎。以本地貨幣計算，成長了7.6%。 
Hilti執行長Christoph Loos解釋道：「整體來說，我們
到2019年前4個月期間的銷售有非常正面的開始，且銷
售也在預期之中。以整年度來看，雖然在某些區域建

築業的動能已經趨緩，我們持續預期會有中至高水準的個位數成長。 

在歐洲和北美，Hilti集團先前都能夠在持續發展正面的市場環境下保
持強勁成長，以本地貨幣計算銷售分別成長9.6%和8.1%。拉丁美洲的銷售成
長5.6%，亞太區域成長3.2%。歐洲/中東/非洲區域面對俄羅斯、土耳其和波
灣國家的緊張情勢則成長3%。 

印度Sundram Fasteners公布新高營收和獲利

屬於TVS集團的Sundram Fasteners公告
結算至2019年3月底的單獨營收達到403.4億
盧比，比去年同期的341.9億盧比增加16.3%。 

國內銷售受惠於商用車產量增加，成長

15%至246.915億盧比。Sundram也表示為了增
加在對成長有貢獻度的工業領域的銷售，已經拓展了國內的經銷商網絡。

出口銷售增加18.4%至138.299億盧比，Sundram表示這部分是因為量
的成長以及部分來自有利匯率的貢獻。不過第四季銷售只增加4.8%，雖然
淨獲利增加15%。全年稅後淨利為43.712億盧比，比前一年增加18.9%。  

該公司宣布其位於Mahindra World City的新廠於2019年1月16日開
始跨界休旅和迷你貨卡鍛造及車修件的商用生產。Sundram正在Andhra 
Pradesh州的Sri市建造新廠，用以製造高精密零件。該廠將會是使用來鞏固
該公司打入非汽車產業（包括出口用越野車）的樞紐。 

前英國扣件製造廠擁有者承認賄賂

英國重大詐欺案辦公室最近公布A L CA 
Fasteners Ltd 前總經理和主要持有人已經在五
月底承認進行賄賂。Carole Ann Hodson今年5月
30日在 Walsall Magistrates法院坦承進行賄賂來確保ALCA Fasteners Ltd
能保有價值1,200萬英鎊的供貨合約。 

這樣的違法行為發生在2011至2016年間，Hodson當時是該公司總經理
和主要持有人，以30萬英鎊金額賄賂ALCA客戶 Würth集團所聘僱的採購經
理Terje Moe。依照這個進行到他退休的計劃，Moe可以在每一筆其所屬集團
向ACLA Fasteners所下訂單的總額收取2.5%的回扣。賄賂金被分成64個月以
現金支付。Terje Moe也於2018年7月6日針對兩項違反挪威犯罪法的賄賂指
控進行認罪。

假發票被開立來正當化在ALCA Fasteners帳戶中被紀錄為銷售傭金支
付或是其他與真正支付不相干的現金轉帳，Hodson之後則對所屬公司的查帳
員扯謊以掩蓋相關付款的實際用途。為了讓該公司在2017年出售之前可以維
持原本的價值，Hodson接著又欺騙採購者該公司從未涉入不合法的行為。

英國重大詐欺案辦公室經理Lisa Osofsky表示：「Hodson小姐已經承
認其犯行部分並對其不檢行為表示認罪。賄賂在英國企業是不被允許的。

這種貪污賄賂侵蝕了信任感且干擾市場運作，使公司無法正常運作且傷害了

英國身為法治國家和可以安全進行商業活動的聲譽。」英國重大詐欺案辦

公室從2017年12月起在該公司目前持有人和經理指示下開始調查這家企業
所發生的事件。該辦公室正持續與該公司和新主管經理合作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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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lten獲永續企業金質獎

Bulten AB已經獲得EcoVadis永續企業排名金
質獎，在所屬產業排名前百分之一。

EcoVadis是專門針對企業在其所屬產業整合
永續要素程度進行評估、評比和排名的獨立國際

組織。這類評估以4個領域21項標準為基礎：環境、
公平作業條件、企業道德和供應鏈。使用的方法

是根據國際企業社會責任標準（像是GRI和ISO 
26000）。 

Bu l t en資深人資和永續發展副總Ma rlene 
Dybeck表示：「Bulten的抱負和永續發展策略是整
個企業應該沉浸於具永續導向的思考模式中。我

們相當自豪能取得此認可，這也鞏固了我們在永續

經營發展中最佳產業之一的地位。」 

Bulten集團的銷售因汽車業的逆境而
受挫

Bulten集團2019年第一季淨銷售額8.1億克朗，
與表現強勁的2018年第一季相比下跌了5.1%。調
整後的營業收益（息稅前利潤）跌至5,900萬克朗
（2018年第一季為6,700萬克朗）。調整後的營業
利潤率為7.3%，比2018年同一季下跌了7.8%。稅後
收益落在4,400萬克朗（2018年第一季為4,800萬克
朗）。集團的訂單額也上升了5.9%，達7.33億克朗
（5977萬歐元）。 

新上任的董事長兼最高執行長A n d e r s 
Nyström先生提到，2018年第二季全球新車銷量的
走低趨勢仍持續到2019年，在中國的走低情勢最
顯著。他將歐洲汽車業增速減緩的原因歸因於「顧

客對可能的硬脫歐所帶來的後果以及新的環境法

規感到擔憂，他們擔憂的不是整體的經濟下滑」。

經濟敏感性高的重型車市場仍很強勁的現象則坐

實了這項觀點。

董事長強調，用以增加產能和生產力的投資長

期而言會增加收益的潛在可能性。集團在哈爾斯

塔哈馬市的熱處理產線在三月底開始生產，承諾在

第二季期間強化效率。他提到過去六個月來集團在

中國遷廠的資金增加，且正如預期進行中，也提到

為脫歐做準備、增加新企畫以及市場需求的減緩。

他說：「集團的活動正在持續進行，以將庫存的水

準正常化並改善庫存的控管。」

在營業收益方面，他解釋說2018年急遽增加的
原物料成本如今已趨穩，雖然成本的水平仍很高。

集團已簽訂一份全面服務提供商合約，將提供扣件

給一項新車企劃，年金額價值達1300萬歐元左右，
將在2019年尾開始供應，在2021年達到全面產能。

Cooper & Turner 及Beck Industries計畫合併

Andaray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Cooper & Turner已經與
Beck Industries （Beck）達成協議將進行兩個集團的合併。整合後
的公司目標在成為第一個真正是全球安全關鍵扣件的製造商，替

再生能源、隧道、建築、鐵道、重型設備、下游油氣、發電和核能等

產業提供一系列產品支援。

Cooper & Turner服務全球客戶，在歐盟、中國和北美都有製
造和經銷地點。這樣的全球網絡讓Cooper & Turner可以提供滿足
最高品質標準工業扣件的無縫及一站式解決方案。法國具全面認

證的高安全性栓合零件製造經銷商Beck已經打造了與Cooper & 
Turner相輔相成的全球據點。Cooper & Turner和Beck整合後將會
擴大延伸雙方公司的市場，讓其17座位於歐洲/北美/亞洲/北非的策
略性工廠順利供應世界級的產品和服務。

Beck Industries 董事長Hugues Charbonnier 表示：「這對
Beck來說是非常令人興奮的時刻。公司發展持續強勁，我們訂單量
持續成長，而且我們也有機會可以和Cooper & Turner一起整合彼
此互補的市場、技術和產品來打造一個無與倫比的平台來服務我

們本地和國際客戶。」

Cooper & Turner 集團執行長Tony Brown 表示：「我們對於與
Beck團隊一起在高品質具任務關鍵性扣件領域創造全新的全球領
導地位的可能性感到精力充沛。在來自Watermill 集團的夥伴支持
下，我們看到了可以進一步服務全球能源市場的龐大機會。」

Cooper & Turner和Beck的合併尚須走完慣例程序，包括相關
作業委員會的諮詢並取得必要的法規同意。

KEIL交棒新生代

新生代的總經理團隊目前已經就定位準備

接手領導KEIL Befestigungstechnik GmbH。
該公司也將會遷入新的公司總部。緊固專家

KEIL以品質和穩定度聞名超過50年。KEIL在
1980年初所開發出的下切壁虎也已經發展成
全球品牌。無數的建築師、規劃師、建造者和客戶都信賴K EIL 
Befestigungstechnik 的技術解決方案。全球數千棟房屋樓面也隨
處可見安裝有KEIL Hinterschittanker的扣件產品。

這家家族企業多年來一直由擁有人Petra和Jürgen Bergfelder
進行管理。2019年5月1日，管理團隊也加入Gerda Söh ngen和
Christian Schmidt兩位新經理。

Gerda Söhngen是公司擁有人的女兒，從小即對公司事務耳濡
目染。Söhngen小姐目前是管理公司的第三代，負責技術和製造部
分。負責銷售和行銷的Christian Schmidt在技術產品的銷售上有
廣泛的全球經驗。在Akzo Nobel擔任13年不同職位後，Schmidt
先生最近是擔任位於Oberursel的SFS intec GmbH的銷售經理，
且已經擔任了7年。在2019年6月底，KEIL Befestigungstechnik 
GmbH遷移到德國Engelskirchen的新企業總部。Petra和Jürgen 
Bergfelder將會按時程交接給新經理團隊。他們將持續提供KEIL 
Befestigungstechnik GmbH諮詢確保交接程序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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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鋼鐵進入破產接管程序

今年5月22日在英國鋼鐵擁有人確定無法獲得英國政府緊急救助資金挹注後，英
國法院指派EY為英鋼的官方指定破產接管人。 

在此前一日，新聞媒體報導雖然英鋼擁有人Greybull積極向已經對其提供1.2億
英鎊貸款來支付環境合規成本的英國政府尋求額外緊急支援，英鋼仍將陷入倒閉險

境。據報導Greybull原本尋求多達7,500萬英鎊的額外資金協助，但最後將其金額降至
3,000萬英鎊。 

英國商業司秘書Greg Clark發表言論表示：「政府不眠不休與英鋼、其擁有人
Greybull Capital和領導團隊合作以找出確保提供英鋼合適解決方案的潛在選項。我
們已展現出誠意並且已經提供該公司一座價值1.2億英鎊的過渡性貸款來滿足其排放
交易合規成本。」

「政府只可以在法律允許下且在商業的基礎上提供鋼鐵企業財務支援。我也被告

知對該公司或其他相關部門所做出提議做保證是不符合法規的。 」

他接著補充：「我將會與官方指定接管者、英鋼管理支援團隊、貿易聯盟以及供應

鏈和當地企業一起努力追求每一個可能的步驟程序來確保Scunthorpe、Skinningrove
和Teeside據點的未來發展。」

英鋼聘僱約5,000名員工，主要在Scunthorpe和Teeside，但不一樣的評估則指出有
高達5倍的人員仰賴這些據點運作來謀生。

英鋼表示：「這消息對公司、員工和其所之稱的英國社會來說是顯著的打擊。英鋼

並非獨立於世的企業而是英國廣大鋼鐵業的關鍵部分。」不過英鋼接著表示：「破產接

管至少還留有一些檯面上的選項，包含給予時間來找尋新買家。我們有絕對信心政府

會投資每一個可能的機會並排除障礙來確保找出一個可行的解決方案。」

英鋼相信縱使當前產業面臨眾多挑戰，對於英國鋼鐵需求的展望仍維持正項。英

鋼政策和代理主管Richard Warren評論表示：「當然，我們面臨的許多挑戰並不只限
於鋼鐵業- 整個製造產業都希望在脫歐議題上能趕快確定。無法在僅僅5個月的時間
內搞清楚英國與其最大幾個市場的貿易關係、規劃和做出決定已經成為複雜的夢魘。

Bossard面臨更具挑戰的情勢仍出現成長

Bossard集團財報顯示，即使面臨更具挑戰的情勢以及比較的基線相對
拉高，2019年第一季銷售仍成長5.4%，達2.322億瑞郎（2.034億歐元）。集團
表示第一季整體上很強健的表現很出色，因為集團是在一個經濟動能轉弱的

環境中達成此成果，而且上一個年度的基線相對還很高。 

集團在歐洲與亞洲的活動大幅挹注自身的銷售向上發展的趨勢，但在美

洲的事業則出現停滯。在歐洲的銷售成長了5.1%，達1.389億瑞郎（以當地幣
值換算則是成長7.3%），即使在缺乏生氣的的經濟景氣下仍推升了市占率。

繼2017與2018年在美洲呈現充滿活力的事業發展，集團表示2019年初並
無法再有進一步的銷售成場。以當地幣值換算，在美洲的銷售額下跌4.9%，
落在5810萬瑞郎。集團指出下跌的兩個原因，今年初集團面臨到銷售給幾間
主要客戶的量轉少，且無法透過「鼓勵新事業的成長」來彌補。 

在亞洲，集團前幾年以來的前置作業和產能擴增有了收穫，2019年第一
季的銷售成長了16.6%，達3520萬瑞郎（以當地幣值換算成長了17.7%）。成長
主要是來自於中國與印度。隨著第一季的銷售步上軌道，集團的全年銷售目標

是9～9.2億瑞郎。但集團表示最近公布的採購
經理人指數下跌顯然反映出經濟動能弱化，

這讓目標的達成更充滿挑戰性。

Bossard集團深入擴展3D列印技術

Bossard集團已取得瑞士Ecoparts Ag公
司30%的股份，持續擴展集團在積層製造領
域中的地位。Ecoparts在這項創新科技的金屬
領域中已有多年的3D列印服務之經驗，是此
領域中具領先地位的瑞士企業。集團持有的

Ecoparts股份具有策略上的重要性，試圖鞏固
未來在積層製造市場中的地位。此投資拓展

集團的專業並使之得以在新計畫的規劃階段

協助顧客。

E c o p a r t s是積層製造技術的先驅。自
2006年起，Ecoparts提供金屬零件衍生設計，
以及客製零件與系列零件，例如原型、工具製

造、輕量零件、混合式結構以及積層製造工

我必須再次確定地表示英國

必須盡快地與歐洲達成協議，

盡全力避免無協議脫歐。在脫

歐陰霾下，長久以來英國國內

面臨的問題（像是無競爭力的

電價和地稅）也持續影響投資

意願。在政府的工業策略下，

這也是政府要優先考量的部

分。」

英鋼位於Scunthorpe的線
材廠供應一系列建築用和汽車

用高品質冷鍛頭線材。在去年

年底，該線材廠宣布已經投入

資金要進行大規模升級，包括

安裝全新現代化高速線材產

線，目標是要大幅度提升產品

範圍和製造品質能力。 

2017年9月，英鋼曾併購位
於荷蘭的FN Steel，該公司也
是扣件製造產業所需材料的主

要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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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ma集團銷售升至11億歐元

Norma集團在2018年度的銷售比起前
一年度增加了6.6%，達到10.8億歐元（2017
年度為10.1億歐元）。有機銷售成長率強
勁，達7.7%。此成長的動能主要來自2018上
半年美國商用車和農機市場的強力復甦、

美國水利產業的復興以及中國對高品質接

合產品的高度需求。

集團併購的Fe ng fa n、K i mpla s與
Statek等企業也對2018年的銷售增長多挹
注了1,650萬歐元。另一方面，負面的匯率
影響使得成長減少了2.8%。淨營業現金流
為1.244億歐元，其中包括併購Statek公司
與Kimplas公司後的影響，以及營業活動
帶來的資本支出增加 。該2018年度的現
金流比前一年度還要少（2017年為1.329億
歐元）。由於原物料市場的環境多變，開

始興建擺放成品以及加工產製品的倉庫。

集團最高執行長Bernd Kleinhens先
生表示：「我們在2018年度的有機成長強
健。」「我們在2019年會繼續把企業模式
的焦點放在未來的電動車市場和水資源

管理。此外，合理的組織員額精簡措施讓

我們組織和全球的程序能更加協調化，讓

有利潤的成長得以持續。」 

SFS集團面臨市場動盪仍預測將有3%~5%的成長

由於中美貿易情勢緊繃以及近期全球精氣活動趨緩，SFS集團預測2019年的市場會有動盪。
健全的計劃管理架構代表集團仍預測銷售總額成長率會在2019年達到3%~5%。若考量不定的經
濟現況，集團預測2019年調整後的折舊及攤銷前獲利率會落在13%~15%之間。集團將會支出一
次性的開銷用於試運轉中國南通市的製造廠，但也預測會藉由拋售不動產來獲得會計收益。

集團在2018年度達成6.5%的銷售成長，將合併銷售推升到17.39億瑞郎。該年度的成長基礎
來源廣泛，集團的扣件部門發展力道最強。該年度下半年的成長速度比上半年慢，部分是因為較強的對比基礎，另一部份是

因為第四季出現預期之外的需求減緩，尤其是來自汽車和電子產業的顧客需求。

程。作為瑞士最大級及具領先地位的積層製造供應商，Ecoparts在此未來市場擁有豐富經驗，包括所使用的科技和材料。

Bossard集團已從Ecoparts的兩位創立者手中取得30%的股權，這兩位創立者先前共同控制50%的資本。作為事業發展夥伴
以及簽約製造商，集團透過對Ecoparts的投資獲取更多積層製造領域的專業。2018年，集團訂購了德國3d-prototyp公司49%的
股權，該公司是複雜塑膠零件與模型積層製造領域的專家。集團繼代理銷售三家知名3D列印機製造商的產品到瑞士市場之後，
也宣布與他們結盟。這強化了集團的專業用以支援顧客進行複雜金屬與塑膠零件的設計至製造。此外，在選擇最合適的3D列
印機與相關製造技術方面，Bossard集團是一個創新的事業夥伴。

集團相信3D列印會擘畫數個製造領域的未來，例如原型、複雜工具、輕量工業零件的製造，亦即非大量製造的產品。有越
來越多新的材料正用於積層製造。

Bufab集團2019年第一季成長15% 

Bufab集團2019年第一季起步
的表現強勁，持續穩健成長，利潤

攀升。集團在國際市場部門的表現

達標，但在瑞典的表現欠佳。集團

的淨銷售成長了15%，達10.91億克朗（8896萬歐元），成長動力來自併購、
市占率增加以及穩定的市場需求。有機成長率為6%。營業利潤（息稅折舊
攤銷前利潤）增加到1.19億克朗（2018年第一季為1.06億克朗），營業利潤
率為10.9%（2018年第一季為11.2%）。

國際市場部門是集團最大的營運部門，其第一季表現特別強勁，仍持

續搶攻市占，搶下取多訂單與顧客。該部門的有機成長率為8%。集團的成
長動能特別強勁的地區是歐洲中部，英國、北歐和南歐，但在東歐地區則

稍弱。董事長兼最高執行長Jorgen Rosengren表示：「價格的上升讓我們
保有穩定的毛利率。」透過有效的成本控制和提升效率，我們得以達實現

該部門史上最高的營業利潤率。因此，營業利潤上升了2成。

反之，集團在瑞典的季度表現「低於去年，原因是毛利率明顯弱化」。

由於瑞典貨幣持續弱化，2018和2019年初的價格調升仍不足以應對。面
對第二季，有機成長的幅度很「有限」。雖然實施了有效率的成本控制，

營業利潤和營業利潤率仍比2018年還要低得多。董事長強調：「我們對此
發展完全不滿意。」他承諾進一步為顧客調升價格，並整合採購節支的方

式，意在年內使毛利率回升。

即使在瑞典的表現不佳，董事長仍對集團的季度收益表示滿意。「我

們新併購的企業正在挹注增加銷售和利潤，同時大幅強化我們對顧客提

供的服務。我們的策略其中一環是在未來新增加有附加值的企業併購。」

董事長結束時說：「我們對今年初的表現很滿意，總體經濟的不確定性仍

存在，但我們對2019年其他季度的表現仍感到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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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ürth集團建設創新中心

跨國Würth集團的母公司Adolf Würth GmbH & Co KG正在德國
金策爾紹市建造一座研發中心，已於2019年3月底舉辦動土典禮。投資
額達7千萬歐元，該中心將囊括先進實驗室與工廠，占地1.5萬平方公尺。
配備的錨栓專用人工氣候箱、最新3D列印機和地震測試裝備未來也將
提供更多強化選項先進的內部研究。該中心將會有約250名員工，包括
母公司研發部門的員工，集團旗下的製造業公司員工、外部的研究者。 

集團與卡爾斯魯爾理工學院與因斯布魯克市和司徒加市的大學

合作，將創造專業與技術知識。「我們與這些大學合作，得以採用科

學方法，藉此打開全新的商機。」母公司產品、採購與出口的常務董事

Thomas Klenk表示集團想從貿易商發展成製造商。「我們的目標是大
幅縮短創新研發的週期，以更快速地把更新更深化的研發帶到市場，得

以為顧客帶來具有真正附加價值的產品方案。」

該創新中心會為集團添增作為雇主的吸引力，並制衡高技術工作

者短缺的問題。母公司管理階層的主席Norbert Heckmann表示：「這也
是我們在鄉村地區面臨的挑戰。該創新中心會大幅增加集團作為雇用

技師與工程師的創新與外向型企業的魅力。」

集團的營業利潤成長4.2%，達2 .431億瑞
郎。獲利能力在下半年大幅改善（息稅前利潤率

14.4%），高於上半年（息稅前利潤率13.6%）。集
團該年度的折舊及攤銷前獲利率落在14%，稍微
低於前一年度的14.3%。此縮福的主因是銷售組
合的影響增加，例如因為該年最後一季扣件與經

銷物流部門的成長率較高以及需求大幅降低。該

年度的淨利潤成長21.9%，達1.939億瑞郎，相當
於淨銷售額的11.2%。

SFS集團收購建築扣件經銷商

SFS集團最近併購了Tr ia ng le  Fa s t ene r 
Corporation（TFC）公司，TFC總部位於匹茲堡，
是美國商用建築扣件與其他產品的領先供應商。

TFC的2018年銷售額超過7千萬美金（6,250萬歐
元），有大約200名員工。此併購意味著SFC集團
可將觸角擴大到美國建築業市場與其顧客。

TFC成立於1977年，供應全系列為顧客量身
打造的扣件與其他用途之解決方案給商用建築

產業的終端用戶。TFC透過15州23個分支據點銷
售產品給約6千名線上顧客，是美國東部其中一
家領導供應商。TFC將被納入SFS扣件產品部門
下的建築部門繼續運作，接受TFC現有管理階層
的領導，以確保其事業之延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