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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5 月中国紧固件出口数量及出口金额统计
2021 年 1-5 月中国紧固件出口数量为 1833645 吨，相比 2020 年同期增长了 375232 吨，同比增长 25.8%；出口金额为 3994329 千美元，
相比 2020 年同期增长了 940589 千美元，同比增长 31%。
近一年，中国紧固件出口均价为 2.19 千美元 / 吨；其中，2021 年 5 月紧固件出口均价为 2.25 千美元 / 吨。
2020-2021 年 5 月中国紧固件出口统计
时间

紧固件出口数量（吨）

紧固件出口金额（千美元）

紧固件出口均价（千美元/吨）

2020年5月
6月

370459

757968

2.05

362751

1000786

2.76

7月

379124

838041

2.21

8月

370936

718140

1.94

9月

366999

712966

1.94

10月

345054

700570

2.03

11月

382883

826157

2.16

12月

404708

954978

2.36

2021年1月

410107

872238

2.13

2月

295245

618552

2.10

3月

322892

692972

2.15

4月

395387

888135

2.25

5月

410605

925444

2.25

◆

5 月份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 27.5%
海关总署统计显示，5 月我国机电产品进出口总额为 2452.1 亿美元，同比增长 30.3%，占我国货物贸易总额的 50.8%。其中，出口同比增
长 27.5% 至 1533.4 亿美元（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24.2%），占我国货物出口总额的 58.1%；进口增长 35.2% 至 918.7 亿美元（较 2019 年同期增
长 24.8%），占我国货物进口总额的 42.1%。
1-5 月，我国机电产品累计出口额同比增长 42.2% 至 7364.9
亿美元，同时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31.4%；累计进口额同比增长
31.1% 至 4418.1 亿美元，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25.7%。
前 5 个月，机电领域各重点行业出口额延续了今年以来的增
长趋势。其中，汽车（含底盘）同比增长 110.9%，照明设备同
比增长 66.3%，液晶显示板同比增长 54.2%，家用电器同比增长
53.7%，汽车零配件同比增长 48.1%，手机同比增长 38.8%，自动
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同比增长 29.9%。
同 期， 我 国 集 成 电 路 累 计 进 口 1599.2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27.3%，贸易逆差达 1055.1 亿美元，同比增长 26.1%。汽车产品
进口额持续增长，汽车（含底盘）和汽车零配件累计进口额分别
同比增长 73% 和 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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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决定对欧盟进口碳钢紧固件进行反倾销调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四十八条规定，商务部决定自 2021 年 6 月 29 日起，对原产于欧盟和英国的进口碳钢紧固件所适
用的反倾销措施进行期终复审调查。
2010 年 6 月 28 日，商务部发布 2010 年第 40 号公告，决定对原
产于欧盟的进口碳钢紧固件征收反倾销税，税率为 6.1% 至 26.0%；
2016 年 6 月 28 日，商务部发布 2016 年第 24 号公告，决定自 2016 年
6 月 29 日起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碳钢紧固件继续按 2010 年第 40 号公
告公布的税率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 5 年。2017 年 9 月 19 日，商
务部发布 2017 年第 50 号公告，将自荷兰皇家内德史罗夫控股有限公
司及其关联公司进口的碳钢紧固件所适用的反倾销税率由 26.0% 调整
为 5.5%；2021 年 1 月 29 日，商务部发布 2021 年第 3 号公告。根据该
公告，2020 年 12 月 31 日英国脱欧过渡期结束后，之前已对欧盟实施
的贸易救济措施继续适用于欧盟和英国，实施期限不变；该日期后对
欧盟新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及复审案件，不再将英国作为欧盟成员国
处理；2021 年 4 月 28 日，商务部收到中国机械通用零部件工业协会紧
固件分会代表中国碳钢紧固件产业提交的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申请书。
申请人主张，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欧盟和英国的进口碳钢紧
固件的倾销可能继续，对中国产业造成的损害可能继续，请求商务部
对原产于欧盟和英国的进口碳钢紧固件进行期终复审调查，并维持对原产于欧盟和英国的进口碳钢紧固件实施的反倾销措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有关规定，商务部对申请人资格、被调查产品和中国同类产品有关情况、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间被调
查产品进口情况、倾销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性、损害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性及相关证据等进行了审查。现有证据表明，申请人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十一条、第十三条和第十七条关于产业及产业代表性的规定，有资格代表中国紧固件产业提出申请。调查机关认为，
申请人的主张以及所提交的表面证据符合期终复审立案的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四十八条规定，商务部决定自 2021 年
6 月 29 日起，对原产于欧盟和英国的进口碳钢紧固件所适用的反倾销措施进行期终复审调查。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继续实施反倾销措施
根据商务部建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在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调查期间，对原产于欧盟和英国的进口碳钢紧固件继续按照商务
部 2010 年第 40 号公告、2016 年第 24 号公告、2017 年第 50 号公告和 2021 年第 3 号公告公布的征税产品范围和税率征收反倾销税。对各公司
征收的反倾销税税率如下：
欧盟公司：1. 卡马克斯有限两合公司 6.1%；2. 皇家内德史罗夫控股有限公司 5.5%；3. 内德史罗夫阿尔特纳有限公司 5.5%；4. 内德史
罗夫福罗劳顿有限公司 5.5%；5. 内德史罗夫海尔蒙德有限公司 5.5%；6. 内德史罗夫巴塞罗那有限公司 5.5%；7. 内德史罗夫贝京根有限公
司 5.5%；8. 其他欧盟公司 26.0%。
英国公司：所有英国公司 26.0%。
二、复审调查期：本次复审的倾销调查期为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产业损害调查期为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三、复审调查产品范围
复审产品范围是原反倾销措施所适用的产品，与商务部 2010 年第 40 号公告的产品范围一致，具体如下：被调查产品名称：碳钢紧固件（英
文名称为 Certain Iron or Steel Fasteners），包括木螺钉、自攻螺钉、螺钉和螺栓（无论是否带有螺母或垫圈，但不包括用于固定铁轨的
螺钉以及杆径未超过 6 毫米的螺钉和螺栓）和垫圈。被调查产品范围不包括螺母以及用于民用航空器维护和修理的紧固件。该产品现归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73181200、73181400、73181590、73181510、73182100、7318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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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复审内容
本次复审调查的内容为：如果终止对原产于欧盟和英国的进口碳钢紧固件实施的反倾销措施，是否可能导致倾销和损害的继续或再度发生。
五、登记参加调查
利害关系方可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20 日内，向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登记参加本次反倾销期终复审调查。参加调查的利害关系方应根据《登
记参加调查的参考格式》提供基本身份信息、向中国出口或进口本案被调查产品的数量及金额、生产和销售同类产品的数量及金额以及关联情
况等说明材料。《登记参加调查的参考格式》可在商务部网站贸易救济调查局子网站下载。利害关系方登记参加本次反倾销调查，应通过“贸
易救济调查信息化平台”（http://etrb.mofcom.gov.cn）提交电子版本，并根据商务部的要求，同时提交书面版本。电子版本和书面版本内
容应相同，格式应保持一致。本公告所称的利害关系方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的个人和组织。
六、查阅公开信息
利害关系方可在商务部网站贸易救济调查局子网站下载或到商务部贸易救济公开信息查阅室（电话：0086-10-65197878）查找、阅览、
抄录并复印本案申请人提交的申请书的非保密文本。调查过程中，利害关系方可通过相关网站或到商务部贸易救济公开信息查阅室查找、阅览、
抄录并复印案件公开信息。
七、对立案的评论
利害关系方对本次调查的产品范围及申请人资格、被调查国家（地区）及其他相关问题如需发表评论，可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20 天内将
书面意见提交至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
八、调查方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商务部可以采用问卷、抽样、听证会、现场核查等方式向有关利害关系方了解情况，
进行调查。为获得本案调查所需要的信息，商务部通常在本公告规定的登记参加调查截止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利害关系方发放调查问卷。
利害关系方可以从商务部网站贸易救济调查局子网站下载调查问卷。利害关系方应在规定时间内提交完整、准确的答卷。答卷应当包括调查问
卷所要求的全部信息。
九、信息的提交和处理
利害关系方在调查过程中提交评论意见、答卷等，应通过“贸易救济调查信息化平台”提交电子版本，并根据商务部的要求，同时提交
书面版本。电子版本和书面版本内容应相同，格式应保持一致。利害关系方向商务部提交的信息如需保密的，可向商务部提出对相关信息进行
保密处理的请求并说明理由。如商务部同意其请求，申请保密的利害关系方应同时提供该保密信息的非保密概要。非保密概要应当包含充分的
有意义的信息，以使其他利害关系方对保密信息能有合理的理解。如不能提供非保密概要，应说明理由。如利害关系方提交的信息未说明需要
保密的，商务部将视该信息为公开信息。
十、不合作的后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商务部进行调查时，利害关系方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利害关系
方不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的，或者没有在合理时间内提供必要信息的，或者以其他方式严重妨碍调查的，商务部可以根据已经获得的
事实和可获得的最佳信息作出裁定。
十一、调查期限：本次调查自 2021 年 6 月 29 日开始，应于 2022 年 6 月 28 日前结束。
十二、商务部联系方式：地址：中国北京市东长安街 2 号，邮编：100731，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 进口调查一处，电话：0086-1065198924、65198053，传真：0086-10-65198172，相关网站：商务部网站贸易救济调查局子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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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反倾销最新动态！对中国钢铁紧固件实施进口登记
一、简介
2020 年 12 月 21 日，欧盟发布官方公告，决定对原产自中国的钢铁制紧固件再次发起反倾销调查。本次调查申请由欧洲工业紧固件协会
（European Industrial Fasteners Institute）于 2020 年 11 月 6 日发起。
2021 年 6 月 17 日，欧委会于官方公报上发布公告称，决定根据欧盟《基本条例》第 14（5）条对原产于中国的钢铁制紧固件产品实施进口登记。
该条规定，欧委会可依申请或依职权指示海关采取适当措施对进口产品实施登记，以便从登记之日起对进口产品追溯征税。
本次进口登记的产品（涉案产品）包括：某些钢铁制紧固
件（不锈钢除外），即：木螺钉（方头螺钉除外）、自攻螺钉、
其它带头螺钉和螺栓（无论是否带螺母或垫圈，但不包括用于
固定铁路轨道建筑材料的螺钉和螺栓）及垫圈。
本次进口登记系根据欧盟紧固件工业协会（申诉方）的申
请作出。
申诉方称：（1）在本案调查期（2019 年 7 月至 2020 年 6
月）后的一段期间，涉案产品的进口量激增，并可能会严重削
弱即将实施的最终反倾销税的救济效果；（2）考虑到涉案产
品的倾销历史，进口商知道或应当知道中国出口商实施倾销。

二、法律分析及各方评议
欧委会根据《基本条例》第 10（4）条对（1）进口商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出口商实施倾销并且倾销对欧盟产业将造成损害，（2）涉案进
口产品是否在短期内大量激增，以及（3）即将实施的最终反倾销税的救济效果是否可能被严重削弱这三个法律要件做出分析如下：
( 一 ) 进口商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出口商实施倾销并且倾销对欧盟产业将造成损害
欧委会称：（1）其掌握充分证据证明从中国进口的涉案产品存在倾销行为；（2）申诉方提供了充分证据证明欧盟产业遭受损害，多项
关键经济指标呈下降趋势；（3）进口商在公开案卷系统中可以查阅到关于存在倾销和损害的证据。因此，欧委会称进口商知道或应当知道出
口商实施倾销并且倾销对欧盟产业将造成损害。
欧洲紧固件分销商协会（EFDA）和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CCCME）提交评论称：（1）没有证据表明进口商知道申诉方准备申诉或者
调查将要启动，因此没有证据表明进口商知道倾销行为正在发生；（2）所谓的倾销历史并不存在，因为 2009 年的欧盟紧固件反倾销措施最
终被 WTO 上诉机构裁定违反了 WTO《反倾销协议》。
欧委会认为：（1）立案公告公布后，进口商就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出口商存在倾销；（2）由于《基本条例》第 10（4）（c）中关于进口
商知情与否的要件已经满足，无需再对倾销历史问题进行分析。
( 二 ) 涉案进口产品是否在短期内大量激增
根据 Surveillance 2 database 的数据，欧委会称在 2021 年 1 至 4 月，涉案产品的月平均进口量与调查期和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增加了
32% 和 43%。
CCCME 提交评论称：（1）2019 年至调查期间涉案产品的进口量并未增长；（2）即使 2019 年至 2020 年进口量增长，这一增长并不显著，
尤其考虑到同期间中国和第三国产品的总进口量呈下降趋势；（3）申诉方提交的进口登记申请中的数据不具代表性，因为其中包括在调查期
前已经下单和发货的产品；（4）由于欧盟产业自身也进口紧固件产品，因此欧盟产业自身进口也是造成涉案产品进口量增长的部分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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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委会回复称：（1）在评估进口量是否增长时，应以立案后的期间（2021 年 1 月至 2021 年 3 月）为参考，因为只有从此时开始，进口
商才知道或应当知道倾销行为；（2）关于欧盟产业进口紧固件的情况，欧委会称这一情况与《基本条例》第 10（4）（d）条规定的要件无关。
( 三 ) 即将实施的最终反倾销税的救济效果是否可能
被严重削弱
欧委会称：
（1）存在足够证据表明在调查开始后，涉案产品的
进口量在短期内激增；
（2）虽然上表数据表明，在 2021 年 1 至 4 月中国
涉案产品的进口价格与调查期和上年同期相比分别上升了
6.0% 和 7.3%，但是在考虑到 2020 年下半年涉案产品的主
要原材料（热轧钢卷）价格和海运费的上涨情况后，可以
看出涉案产品价格仍然被严重压低。因此，这证明即将实
施的最终反倾销税的救济效果可能被严重削弱。
CCCME 提交评论称：（1）其对欧盟产业是否遭受实
质损害且损害是否可归咎于中国进口产品表示质疑，因为
申诉书中并未提交相关证据；（2）涉案产品进口量的增
加不会严重削弱反倾销税的救济效果，因为欧盟产业生产的主要是特殊紧固件，而从中国进口的主要为标准紧固件，二者不存在竞争关系。
欧委会认为：（1）申诉书中提供了充分的初步证据表明欧盟产业因为中国的涉案进口产品而遭受了实质损害；（2）没有证据表明中国
进口产品与欧盟产业生产的产品不存在竞争关系，这与申诉书中提供的证据相矛盾。此外，各利害关系方还就进口登记证据的标准，欧盟利益，
辩护权的正当行使和进口登记预披露等问题提交评论意见。欧委会分别以进口登记的证据具有可靠性，该问题并非此阶段应考虑之事项，利害
关系方辩护权的行使得到充分保障和《基本条例》并未对进口登记预披露问题作出规定为由作出回复。

三、结论
综上，欧委会认定《基本条例》第 10（4）条中关于进口登记的法律要件得到满足，决定自 2021 年 6 月 18 日起对进口自中国的涉案
产品实施进口登记，为期 9 个月。利害关系方有权自公告发布之日 21 天内提交评论意见或申请举行听证会。◆

宁波市通过 2021 年“中国紧固件之都”复评
近日，中国机械通用零部件工业协会组织专家对宁波市“中国紧固件之都”开展复评。专家组听取了宁波紧固件工业协会五年来“中国
紧固件之都”建设工作报告，经申报材料审查、现场质询、闭门研究等程序，专家组一致同意通过宁波“中国紧固件之都”称号的复评。
据了解，“中国紧固件之都”每五年复评一次，本次复评是宁波市第三次参评。紧固件作为紧固连接用的一类机械零件，是宁波市特色
传统基础产业之一。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形成批量生产能力，其中，高强度螺栓、钢结构连接付、大型螺栓、大型螺帽、内六角螺钉、自钻
自攻螺钉、牙条等产品产销量位列全国前列，已成为全国最主要紧固件生产基地。
据初步统计，宁波现有紧固件制造企业 250 余家，其中规上企业 160 家，从业人员约 1.5 万余人，2020 年全行业产值规模在 230 亿左右，
约占全国紧固件生产总量的 20%，利润总额约占全国行业的 25% 左右。高强度、新型材料、长寿命等高附加值的紧固件新产品不断开发，2019
年评出的全国紧固件行业 14 项特等奖中，宁波有 10 项产品获奖，占总数的 70%；4 项优秀新产品中，宁波有 7 个产品获奖，占总数的 50％。
目前，全市已形成镇海、鄞州、北仑、余姚和慈溪五大紧固件生产基地，涌现出金鼎、宁力、九龙、思进、腾龙等一批规模效益明显，市场占
有率高，经济效益好，且具有较高国内外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优势骨干企业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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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对我紧固件反倾销案件具体进展分析
3 月 19 日，中国机械通用零部件工业协会紧固件分会在江苏常熟召开了欧盟对我钢铁紧固件发起反倾销调查的专题会议。3 月 23 日，嘉
兴商务局和嘉兴市紧固件进出口企业协会召开了“欧盟紧固件反倾销案件后续应对工作会议”，向行业和企业通报了案件进展情况和一些利害
关系及应对情况。现将案件当下最新情况、各厉害关系方应对情况、代表国评论意见、对立案的评议等方面情况进行详细介绍。

一、应对情况
2020 年 12 月 21 日，欧委会立案，对中国碳钢紧固件发起反倾销
调查，调查的时间跨度为 2019 年 7 月 1 日 -2020 年 6 月 31 日。鉴于
欧盟新修的反倾销法规明确“涉案企业须在 7 天内提交抽样问卷”，
我国紧固件行业迅速反应。
目前数据看，共有 92 家中国企业提交了抽样表。另有 7 家自愿应
诉企业，分别为：西螺（苏州）紧密紧固件有限公司、上海键嘉五金
制品有限公司、浙江新盛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浙江天开实业有限公司、
苏州力拓五金工业有限公司、苏州弘力五金有限公司、烟台安国特紧
固件有限公司。另外应诉的还有欧洲紧固件经销商协会、法国紧固件
经销商协会、德国螺丝批发商协会、荷兰紧固件及相关工业产品进口商协会、欧盟 DIY 零售协会、ASEFI- 西班牙金属紧固件制造商协会。

二、最合适代表国的评议
此次反倾销案件的一个重要博弈点就是关于最合适代表国的选择和确定上。第三国的选择问题直接影响到倾销幅度的计算，一旦选择的
是不合适的第三代表国，那么我国紧固件企业此后出口相关产品将被征收以高昂且不合理的反倾销税。目前，EIFI（欧洲工业紧固件协会）方
认为巴西、土耳其是最合适的代表国；俄罗斯、泰国、马来西亚为非合适的代表国。CCCME（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认为，马来西亚为最
合适的代表国；泰国是相对合适的代表国，巴西、俄罗斯、土耳其为非合适的代表国。

三、抽样结果不具备代表性
CCCME 敦促欧委会应该扩大中国出口生产商的抽样范围，同时接受中国出口生产商请求单独调查的申请。CCCME 认为应将特殊和标准紧固
件产品的区分纳入 PNC（一种认证方案）规则中，且有必要就特殊紧固件作出补充说明。同时认为中国进口产品（主要是标准紧固件）不可能
对欧盟产业的销售造成任何竞争压力，因为欧盟产业以销售特殊紧固件为主，即使欧盟产业受到损害，该损害也不能归咎于中国的进口产品。
CCCME 认为欧委会的最终出口商抽样结果不具代表性：从数量上看，欧委会选定的三家出口生产商 / 集团仅占调查期内所有合作的中国出
口生产商出口量的 26% 和对欧盟出口总量的 13%；产品结构上看，抽样调查的三家中国出口生产商的产品主要集中在螺栓（主要是六角头和内
六角头），一般不包括垫圈、弹簧垫圈、金属板螺钉、刨花板螺钉、自攻锁紧螺钉、平头螺钉等类型的紧固件。

四、关于权重算法
CCCME 希望欧委会慎重考虑对抽样欧盟生产商数据进行加权的做法，避免再次对中国紧固件产品实施非法措施。CCCME 认为，该做法将导
致中小企业的损害数据权重被人为增加，而大企业的损害数据权重被人为降低。根据加权数据进行损害分析违反了《基本条例》第 3 条第（1）、
（2）、（5）和（8）款以及第 5 条第（4）款和第 17 条，以及世贸组织法律规定。目前，该做法的合法性正受到欧盟普通法院的审查。
自 2017 年至调查期，中国产品的进口价格上涨了 7.3%，而同期全球进口价格仅增长了 2%，中国进口产品价格的涨幅明显高于全球进口
产品价格的涨幅。且该数据是给予申诉书中三个海关编码的错误调整，否则，中国进口产品的价格实际上可能更高。实际上应该认为中国进口
产品的价格对欧盟产业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按照紧固件产品的常规销售模式，中国的出口生产商的紧固件产品几乎只卖给欧盟的分销商。
因此，欧委会应确保在同一贸易水平上进行价格比较，即主要是比较中国出口生产商和欧盟产业向分销商出售的产品价格。就欧盟产业整体情
况来看，市场份额增加且保持稳定，且产品价格、就业、存货和现金流呈积极趋势，欧盟产业遭受的损害与中国进口产品不存在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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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永年：海外出口迎来井喷式增长
最近，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河北太极紧固件集团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十分繁忙，该公司总经理杨磊说，今年以来，公司与孟加拉、柬埔寨、
意大利等国客商陆续签下了高强度螺栓、螺丝、螺母等紧固件供货订单，这些订单一直持续到今年年底，总价值 50 多万美元。
据永年区委宣传部介绍，今年以来，被誉为“中国紧固件之都”的邯郸市永年区，抓住全球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国际贸易逐渐恢复的有利时机，
鼓励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紧固件出口迎来井喷式增长。1 至 5 月份，全区紧固件企业直接出口产值超过 3961 万美元，同比增长 274.78%。
紧固件又称为“工业之米”，包括螺丝、索具、异形件、建
筑配件等，是机械基础零件，广泛应用于工业、建筑工程等诸多
领域。作为中国最大的紧固件生产和集散基地，永年区紧固件去
年产量达到 460 万吨，占全国市场份额的 55%，产品有 50 多个大类、
1 万多个规格型号，荣获“中国最具影响力紧固件产业集群”、
“河
北省区域特色产业基地”等称号。
近年来，永年区在巩固扩大国内市场的同时，打出“组合拳”
助力紧固件企业拓宽海外市场。通过邀请专家进行外贸业务员培
训，上门办理外贸备案登记等，鼓励企业扩大出口业务。目前，
该区拥有自主出口权的紧固件企业 269 家，以出口为主的骨干企
业 50 多家，有 5 家紧固件龙头企业建立了海外仓。
为支持企业发展，永年区新建两家综合外贸平台，对小微企
业出口提供全方位服务，降低企业营销成本；组建进出口商会，让企业抱团“出海”，增强抗风险能力。去年，该区紧固件出口创汇 5642 万美元，
产品远销 11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永年区商务局局长王虎刚说，今年以来，永年区通过多项举措，吸引了巴基斯坦等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并邀请中非泰达、义乌
安帖等国际贸易公司来永年考察采购，企业从中获得了大量海外订单。
在依靠展会等传统销售渠道的同时，永年紧固件企业还开辟互联网电商通道与海外客户洽谈生意。王虎刚说，如今在永年区，大多数紧
固件企业都已开设网站、网店，开办了电子商务，实现实体与网络经营一体化，成功地拓展了海外市场。永年区标准件产业发展管理委员会主
任赵现永介绍，为配合永年紧固件布局海外市场，该区还联合河北工业大学等高校，组建了紧固件产业技术研究院，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目前，
已有 18 项技术获国家专利，促进紧固件产业中高端产品占比由 40% 提高到了 70%。◆

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增长 2 倍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近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尽管受到芯片短缺、原材料价格上涨等不利因素影响，6 月我国汽车产销同比、环比均出现
下降，但新能源汽车、汽车出口依然保持强劲上涨势头，销量双双刷新了历史纪录。
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56.9 万辆和 1289.1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4.2% 和 25.6%。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
121.5 万辆和 120.6 万辆，同比均增长 2 倍。在新能源汽车主要品种中，纯电动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02.2 万辆和 100.5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3
倍和 2.2 倍。
在出口方面，6 月汽车出口 15.8 万辆，环比增长 5%，同比增长 1.5 倍。1-6 月，汽车企业出口 82.8 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上半年，全
国乘用车完成销售 1000.7 万辆，同比增长 27%。其中，中国品牌乘用车销量为 419.8 万辆，同比增长 46.8%，市场占有率为 42%，较上年同期
上升 5.7 个百分点。◆

《紧固件》季刊 2021年7月 第六十四期 .29.

热点资讯

Hot News

严惩！南通查获假冒螺丝钉 20 多吨
现在的假冒产品真是五花八门，只要有利可图，哪怕是一颗不起眼的螺丝钉也要造假！最近，南通开发区市场监管与公安联合执法，成
功捣毁了辖区内一个存储假冒“晋德螺丝钉”的窝点。
经该公司销售人员举报，2021 年 4 月 9 日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小海分局、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中兴
分局、南通市崇川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秦灶分局、南通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中兴派出所，对南通市中国博览城三家售假商户以及一个制假仓库同
时展开查处。
执法人员现场查获假冒晋德墙板钉 440 箱，查获印有“晋亿”
品牌标识的用于制假的螺钉及纸箱 650 套，用于制假的散装螺钉
约 21 吨。涉案门店和制假人员将被依法处罚。
据了解，此前嘉善县警方也曾破获了一起案件，在杭州萧山
做建材批发生意的沈某，大量假冒销售嘉善县晋亿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的螺丝，给企业造成了巨大损失。民警在沈某住处及仓库内
查获大量印有“晋亿”品牌标识的用于制假的螺钉及标签、纸箱，
另查获准备出售的假冒晋亿产品近十吨。
犯罪嫌疑人沈某，当年 30 岁，杭州人，他说，之所以假冒
销售晋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螺丝，是因为有利可图。沈某供认，
自己是做石膏板上的自攻螺丝。现在建筑必须要有这个螺丝，在
我们萧山周边晋亿螺丝非常有名。从 2014 年 9 月份开始假冒销售
的。
嘉善县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副大队长钱凯告诉记者，2015 年年初，他们接到晋亿公司报案，说在杭州市场上发现有人在假冒销售他
们公司的螺丝，价格非常低。这些廉价假冒产品很快抢占了市场份额。
晋亿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司受损蛮大的，2014 年整个一年就浙江市场来讲，销量至少下降了两千万元。◆

浙江东明新数字化工厂开工奠基
2021 年 6 月 7 日，浙江东明不锈钢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宣布在
嘉兴市经济开发区举行东明新数字化工厂奠基仪式。该项目是浙
江东明为提升公司数字化转型发展和扩大产能而计划实施的高端
不锈钢紧固件数字化工厂项目，总投资约 5 亿元。
开工奠基仪式由浙江东明总经理蔡弘泉先生主持，浙江东明
公司员工代表参加。
浙江东明预计在新购地块投入高端环保型智能化设备，并导
入 APS、WMS、MES 等先进智能数字化系统及电子看板管理。同时
还将提升自动仓储的智能物流搬运能力，并升级线上销售平台“东
明快购”，通过增资扩建，进一步将东明打造成数字化智能化的
现代化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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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紧商智能交易仓 开启紧固件物流新模式
近日，温州紧商智能交易仓启动仪式在温州紧商智能港（五金紧固件交易中心）隆重举行。
紧商智能交易仓属于温州紧商智科供应链有限公司，位于温
州紧商智能港内，位于经开区海桐路 326 号，拥有采用多层货架
储存单元货物，用相应的智能化物料搬运设备以及控制系统进行
货物出入库作业，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公司还有紧商网交易
平台和海量的注册客户，每日都能产生大量的交易额。紧商交易
仓总面积超过 5.6 万平方米，日发送包裹可达 5 万个以上，可以
帮厂商和供货商进行商品代销售、代管理、代发货，还可以帮寄
售商品的厂商申请抵押融资，以缓解厂商和供货商销售、管理以
及资金方面的压力。
紧商智能港
（五金紧固件交易中心）
秉承“数字转型，引领行业”
的宗旨，打造浙南闽北千亿级的五金紧固件交易中心，涵盖紧固
件，五金等生产材料的国际贸易，现代物流，品牌展销，电子商务，
总部办公等，占地面积 118 亩，单体 12 栋建筑，建筑面积 13.6 万平方米，停车位 403 个。
紧商智能交易仓的启动是新一代互联网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推动着制造业创新模式、商业模式和组织模式
的巨变。
此次启动仪式还邀请到了温州民商银行、工品一号、三块神铁、淘钉钉五金紧固件交易平台战略联盟伙伴，入驻到智能交易仓，现场近
300 人见证了此次温州智能交易仓的启动。◆

超捷股份成功登陆 A 股
超捷紧固系统（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超捷股份”，股票代码“301005”）于 6 月 1 日正式登陆深交所创业板。公司本次公
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1428.1726 万股，发行价格为 36.45 元 / 股。募集资金 52056.89 万元，分别应用于汽车零部件、连接件、紧固件的研发、
生产与销售项目以及补充营运资金。
资料显示，超捷股份长期致力于高强度精密紧固件、异形连接件
等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产品主要应用于汽车发动机涡轮增压系统、
换档驻车控制系统、汽车排气系统、汽车座椅、车灯与后视镜等内外
饰系统的汽车关键零部件的连接、紧固。此外，超捷股份的紧固件产
品还应用于电子电器、通信等行业。
资料显示，超捷股份长期致力于高强度精密紧固件、异形连接件
等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产品主要应用于汽车发动机涡轮增压系统、
换档驻车控制系统、汽车排气系统、汽车座椅、车灯与后视镜等内外
饰系统的汽车关键零部件的连接、紧固。此外，超捷股份的紧固件产
品还应用于电子电器、通信等行业。经过多年的研发投入和持续积累，
超捷股份与下游主要的零部件一级供应商及整车厂建立了良好的合作
关系，产品主要供给国内外知名汽车零部件一级供应商，如富奥石川岛、
华域视觉、盖瑞特、博世、佛吉亚、麦格纳、法雷奥、海拉、安道拓、德韧、上海菱重、宁波丰沃、博马科技、法雷奥西门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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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坤行宣布收购欣邦五金 布局非标精密制造
6 月 17 日，震坤行宣布收购欣邦五金制品 ( 昆山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欣邦五金”)。震坤行首席战略官张仕臻、震坤行战略发展总监
高阳及投资并购组成员，与欣邦五金董事长陈进财及其核心团队成员一起，参与了收购签署仪式。
欣邦五金是一家汽车非标精密紧固件及相关冷锻零配件的生产制造商，已深耕汽车紧固件行业 15 余年，其产品研发设计及工艺制造等技
术能力强。工厂订单均为客户来图非标定制，非标制造能力强，在汽车非标件精密紧固件制造领域享有行业声誉。
此次收购，是震坤行继完成对紧固件专业解决方案提供商爱瑞德和乐扣科技并购后，重点深耕关键子领域——紧固件产线的又一重要动作。
汽车紧固件是高端紧固件占比较高的细分市场，对高端精密
型的紧固件的研发、制造、交付都有较高的要求。收购欣邦五金，
意味着震坤行从战略层面把紧固件业务作为重点深耕子领域，是
布局紧固件非标精密制造，深度满足客户需求的重要体现。
作为工业品电商独角兽企业，震坤行拥有全链条的数字化改
造能力，为企业提供集交易平台、数字化工具、智能化服务于一
体的综合数字化供应链解决方案。为实现工业用品供给“一网打
尽”，截至目前，拥有 30 条产线，近 500Wsku。
收购欣邦五金后，震坤行将协同其非标紧密制造优势，实现
“数字化供应链”+“工厂研发制造”基因深度融合。
具体体现为：

非标制造长尾产品，实现电商平台差异化价值
欣邦五金产品研发设计及工艺制造等技术能力强，获“高新企业”认证以及“IATF 16949: 2016”认证。尤其冷锻技术，超越紧固件行业水平；
拥有业内多台一流设备，精密度高于国内生产商同行；其多位核心高管有很强的技术背景与制造经验，有超过 30 年的技术积淀，目前累计拥
有近 20 个相关专利。
紧固件是工业品中最典型的长尾品类，呈现出上下游分散、SKU 复杂，小批量多品种等特点。欣邦五金工厂非标研发制造能力的导入，可
极大增强震坤行在紧固件产线领域的定制化供应能力，灵活响应客户非标定制需求，进一步拓展了震坤行在长尾市场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为
客户提供差异化价值的能力，为双方在紧固件品类交易方面带来巨量的业务增长空间。

基础设施赋能，打造“工贸一体”紧固件服务平台
自 2019 年 9 月，震坤行紧固件事业部成立以来，一直高速发展，目前累计 SKU 数量超 14 万，产品种类实现了标准件全系列覆盖。形成了以“线
上交易平台、仓储物流服务与管理、专业紧固件顾问团队”的紧固件数字化供应链解决方案，以提升紧固件交易和流通效率为主。
收购欣邦五金后，其为震坤行导入了针对非标紧固件的产品研发，模具设计以及生产制造的能力，震坤行则通过“数字化工具、仓储升级、
物流管理、营销网络”等工业品供应链基础设施赋能生产端，共同打造“工贸一体”的紧固件服务平台。
震坤行董事长兼 CEO 陈龙表示：“在中国，紧固件的标准件供应已经非常成熟，震坤行作为平台方一直致力于与标准件厂商合作，拥有
众多优秀的合作伙伴。但在非标紧固件领域，由于定制化需求多元化，而非标开发周期长、成本高、技术研发要求高、交付不稳定等一直是终
端客户的痛点。此次收购欣邦五金，是在标准件供应的基础上，增加非标精密制造能力一站式响应长尾需求，建立紧固件产线更加敏捷的供应
体系，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提高客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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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展、康稳、三锋签约落户阳东紧固件产业基地
2021 年 6 月 29 日下午，阳东产业基地新一批企业在广东阳东经济开发区管理局正式签约落户，为阳东产业基地注入了新的动能，增添了
新的活力。广东阳东经济开发区管理局副局长区业辉、阳江市紧
固件行业协会秘书处长程嘉兴出席本次签约。广东阳东经济开发
区管理局副局长区业辉主持了本次签约仪式。
协会会员企业：中山市康稳五金配件厂、东莞市三锋通讯配
件有限公司和岳展科技 ( 东莞 ) 有限公司成功签约，成为阳东紧
固件产业基地大家庭的一份子，签约仪式后，广东阳东经济开发
区管理局副局长区业辉与各位签约企业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双方
商定阳东产业基地发挥地理优势，企业们发挥行业技术优势，实
现资源共享，互惠互利，为阳东紧固件产业基地发展做贡献。
此次签约项目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强、发展前景好，对阳
东产业基地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链的聚集、延伸具有重大意义，
将有力促进紧固件产业快速发展。◆

6 月制造业 PMI 为 50.9% 统计局：延续稳定扩张态势
6 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50.9%，较上月微落 0.1 个百分点，继续位于临界点以上，制造业延续稳定扩张态势。
从企业规模看，大、中型企业 PMI 分别为 51.7% 和 50.8%，比上月回落 0.1 和 0.3 个百分点，均高于临界点；小型企业 PMI 为 49.1%，比
上月回升 0.3 个百分点，低于临界点。
从分类指数看，在构成制造业 PMI 的 5 个分类指数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原材料库存指数、从业人员指数和供应商
配送时间指数均低于临界点。◆

七丰精工通过精选层挂牌议案
新三板公司七丰精工 7 月 6 日披露，公司董事会最近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的议案》。
公司拟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 2000 万
股 -2300 万股（未考虑超额配售选择权的情况下），且发行后公
众股东持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不低于 25%。公司及主承销商
将根据具体发行情况择机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采用超额配售选
择权发行的股票数量不得超过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 15%，最终发
行数量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与主承销商根据具体情况协商，并
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确定。
本次发行底价为 5.50 元 / 股。本次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
后，将用于公司年产 87 万件航天航空及交轨精密部件技改项目、
年产 750 万件航天航空紧固件技改项目、年产 350 万件高速铁路
螺纹道钉技改项目和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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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汽车工业高强度螺栓制造商落子常州金坛
6 月 16 日，北京时间 15 点 18 分，卡迈锡精密成形（江苏）有限公司在中德（常州）创新产业园举行奠基仪式。常州市金坛区区领导陆秋明、
刘小平、朱天明参加活动。卡迈锡集团成立于 1935 年，是德国黑森州中部最大的公司之一，世界领先的汽车工业高强度螺栓制造商，在全球
7 个国家有 13 个制造基地。
金坛区区委副书记、区长陆秋明对项目的奠基表示祝贺。陆
秋明指出，近年来，我区始终践行新发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展，
重点围绕“三新一特”产业，持续开展项目引进和项目建设，汇
聚了中航锂电、蜂巢能源、北电爱思特等总部型动力电池龙头企
业，和贝特瑞、当升科技、爱思开隔膜等上游材料及结构件企业，
以及奥托立夫、胜伟策、迈恩德等一批世界领先的汽车零部件企业，
形成了以动力电池为核心、上下游产业链多点支撑的产业发展新
动态，成为长三角新能源汽车产业集聚区之一。
陆秋明指出，德国卡迈锡公司是世界汽车零部件行业的佼佼
者，选择落子金坛，是对金坛发展前景信心的体现，也是对金坛
的信任和厚爱。金坛经开区和各部门要一如既往提供优质服务，
以“店小二”的姿态和“金牌管家”的标准，确保项目顺利建设、
早日投产、早日见效。金坛区委区政府将致力于营造更加宽松的
政策环境，更加高效的服务环境，更加良好的社会环境，衷心期
待更多德资企业选择金坛投资兴业，共创美好未来。
活动中，卡迈锡常州代表上台致辞，卡迈锡德国集团首席执行官 Joerg Steins 通过视频连线，为本次项目奠基送上祝福。◆

汽车零整比系数上升 零部件涨价趋势明显
6 月 2 日，中保研汽车技术研究院（下称中保研）发布新一期汽车零整比研究成果，披露 100 款车型的汽车零整比系列指数。根据中保研
给出的定义，汽车零整比系数是指车辆配件价格总和与整车销售价格的比值。中保研认为，汽车零整比综合反映消费者汽车用车成本负担和汽
车保险赔付成本的变化。简单来说，就是一辆车所有的零部件按照原厂价格计算的总额可购买同车型整车的数量。这意味着，汽车零整比系数
越高的车辆，更换或维修零部件的成本越高。
中保研最新数据显示，“汽车零整比 100 指数”和“常用配件负担 100 指数”上涨明显，分别为 350.93% 和 17.31，较上期分别增长
13.96 个百分点和 1.15 个百分点。其中，汽车零整比系数最高的车型为 2017 款北京奔驰 C 级，为 823.59%。该数据表明，如果拆开一辆 2017
款北京奔驰 C 级，所有零部件的原厂价格总和可购买 8 辆同车型的整车。在中保研关注的 18 项常用配件中，有 17 项配件的价格均值高于
2019 年 3 月水平，有 71 个车型的配件价格上涨。具体来看，涨幅居前的零部件分别为前门壳、前翼子板、后门壳；单一零部件中，2020 款一
汽奥迪 Q5L 的前大灯单件零整比为 10.56%。此外，30 万元至 50 万元车型的汽车零整比系数、常用配件负担指数、前保险杠皮单件零整比、前
大灯单件零整比均值最高。在业内人士看来，汽车零整比系数的上涨，反映出当前汽车企业生产需求旺盛，单车生产成本提高。目前，汽车塑
料件、钢结构件、轮胎等零部件普遍提价，车身制造所需的多种金属的价格也持续走强。
量价齐升，让汽车零部件上市公司在一季度交出亮眼的成绩单。值得注意的是，单车生产成本提高的同时，汽车终端销售市场的竞争正
在加剧。乘联会数据显示，5 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 52.9%，同比和环比分别下降 1.3 个百分点和 3.5 个百分点。乘联会表示，5 月汽
车市场相对平稳，尚未达到预期状况。究其原因，芯片短缺导致车企实施减产，部分热销车型存在供给紧张现象，车辆交付周期延长导致销量
不稳，经销商资金困于在途车辆，周转紧张，加上原材料上涨，厂家促销政策有所收紧，经销商经营压力加大。随着 6 月汽车市场进入传统销
售淡季，这一情况或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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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市紧固件产业链提升三年行动方案
紧固件是指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零件（或构件）紧固连接成为一件整体时所采用的一类机械零件的总称。应用极其广泛，大到航天航空、
电力设备、海洋装备，小到手机、电脑、牙套、精密部件等，被誉为“工业之米”。常见的有螺丝、螺母、螺栓、垫圈等。嘉兴在紧固件产业
链上，集聚了 1200 家企业，产量占全国 15% 左右、占全球 10% 左右，紧固件外贸出口占全国 25% 左右。规上企业 165 家，2020 年实现产值约
200 亿元。规上制造业企业 147 家，2020 年实现产值约 160 亿元。初步形成了从线材供应、产品生产、表面处理、检验检测到设备制造、物流
配送等较为完备的产业链。其中，约有 600 余家企业分布在海盐县，海盐是国内三大紧固件制造基地之一。为贯彻落实浙江省关于制造业产业
基础再造和产业链提升工作部署，更好地推进嘉兴紧固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特制定本方案。

发展目标
对标嘉兴打造“长三角核心区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的定位，坚
持高端化、全球化、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抢抓国内国际“双循环”，
积极引育紧固件产业链链主企业，提升紧固件产业链关键技术，围绕
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通过促进创新链和产业
链深度融合，提升紧固件行业价值链，进一步扩大嘉兴紧固件在全国
乃至全球的影响力，打造高端紧固件产业集群，为嘉兴打造长三角核
心区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贡献力量。

具体目标
1. 产业规模。到 2023 年，规模以上紧固件产业链企业产值达到
300 亿元，其中轨道交通、船舶、航空航天、核电、风电等领域使用的高端紧固件产值占比 50% 以上。2. 企业培育。积极引育链主型企业，到
2023 年，力争制造与服务相融合的紧固件企业集团实现零的突破，培育年产值 50 亿元以上企业 1 家、10 亿元以上企业 5 家，新增上市企业 2 家、
高新技术企业 15 家。3. 创新发展。增强紧固件企业创新发展的支撑，到 2023 年建成紧固件行业公共研发机构 1 个，新增省级以上标准 10 个。
实施清洁生产改造企业 15 家，新增绿色工厂 2 家。

提升路径
1、推进产业链补链强链。一是开展产业链招商。二是培育龙头企业。三是推动紧固件企业专业化生产。2、推进产品结构提档升级。一
是瞄准高端市场。二是提升关键技术。三是推进标准品牌建设。3、构建“五位一体”紧固件公共服务平台。一是建立产业互联网平台。二是
提升国家标准件产品检验中心能级。三是成立企业研究院。四是建立人才培训学校。4、推进紧固件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一是大力实施
紧固件技改项目。二是推进数字化改造。三是推进绿色化发展。

保障措施
（一）建立推进机制。建立紧固件产业链推进服务机制。明确市经信局和海盐县政府分管领导为紧固件产业链链长，组建由市、县（市、
区）两级经信部门、企业、行业协会、产业联盟专家在内的专业服务团，开展难题破解、技术服务、政策咨询、要素保障等服务。
（二）加强要素保障。加大资金、土地等要素供给，支持紧固件企业加快发展。强化高端紧固件项目用地供给，保障园区基础设施和产
业发展建设用地需求。设立海盐高端紧固件产业园区，为项目整合及新项目招引提供保障，明确入园企业和项目标准，加大园区基础设施投入。
按照规范化、绿色化和区块链要求，改造现有紧固件准入区的小微企业园。
（三）优化发展环境。全面落实企业投资项目高效审批改革，加快实施能评、环评改革，提高项目审批效率。改善产业工人居住、子女
教育环境，确保人力资源引得进、留得住。加强舆论引导，加强政策宣传解读，明确产业发展的政策预期，营造良好发展氛围。
（四）加强跟踪评估。建立会商机制，定期召开会议交流专项行动推进情况，共同研究解决产业链提升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加强绩
效管理，定期对专项行动实施的成效进行评估，及时了解产业生态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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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钢协：钢材价格已处高位，后期不具备持续上涨基础
据“中国铁矿石价格指数”微信公众号消息，中钢协表示，目前钢材价格已处高位，在供需两端并没有出现明显变化的情况下，后期不
具备持续上涨的基础。受需求强度减弱影响，将出现阶段性回调。
中钢协指出，5 月份，国内市场钢材价格大幅振荡。前两周钢材
价格快速攀升，中国钢材价格指数 (CSPI) 在第二周升至历史新高；后
两周又出现大幅回落，5 月末已低于 4 月末水平。进入 6 月份以来，钢
材价格呈窄幅波动走势。
钢材价格的大幅涨跌走势，是多重因素叠加、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供需两端态势未有明显变化的情况下，钢材价格暴涨走势难以持久，
回落调整是必然的。第一，主要用钢行业保持增长，钢材市场需求平稳；
第二，钢铁生产保持高水平，市场供需形势未有明显改观；三是国际
市场大幅上涨，对国内钢价产生拉动作用；四是原燃材料价格持续高位，
对钢价有推动作用；五是市场投机行为助推钢材价格上涨。
对于后期市场需要关注的主要问题，中钢协表示，一是市场需求
有所减弱，维护市场平稳至关重要。从国内市场情况看，受季节和下
游行业变化影响，需求有减弱态势，而目前日产水平仍处于高位。钢
铁企业应合理安排生产节奏，积极调整产品结构，维护市场平稳运行。
二是铁矿石价格高位波动，企业降本增效压力加大。据钢铁协会监测，6 月 18 日，CIOPI 进口铁矿石价格为 216.67 美元 / 吨，比 5 月末
上涨 10.04%，而同期钢价仅上涨 1.96%，远低于矿价涨幅，企业降本增效压力进一步加大。
三是钢材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对钢材出口影响将进一步显现。国家自 5 月 1 日起取消了部分钢材的出口退税，5 月份钢材出口量环比大幅
减少 270 万吨，降幅为 33.9%，政策效果初显。后期该政策效果将进一步显现，企业钢材出口难度增大。◆

邯郸市永年区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紧固件）
成功通过国家考核
商务部外贸司发布最新通知！根据有关要求，商务部积极推进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建设。今年 4 月印发《商务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1
年度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考核认定工作的通知》。在地方申报
和专家评审的基础上，拟新认定 105 家基地，确定 251 家老基地
通过考核。邯郸市永年区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紧固件）成功
通过国家考核。
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是国家和地方重点扶持和发展的集生
产和出口功能为一体的产业集聚体，是培育信息、营销、品牌、质量、
技术、标准、服务等出口竞争新优势的重要载体，是促进外贸发
展方式转变和优化出口商品结构的重要抓手，是实现出口稳定、
协调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此次获得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紧
固件）认定，将更快推动永年区紧固件产业的发展，持续加快外
贸转型升级步伐，全面提升永年区紧固件产品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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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研究将商业汇票承兑期限由 1 年缩短至 6 个月
2021 年 5 月 26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纾困和发展，确定加强农村义务
教育薄弱环节的措施。会议指出：研究将商业汇票承兑期限由 1 年缩短至 6 个月，减轻企业占款压力。
会议指出，量大面广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是我国经济韧性、就业韧性的重要支撑。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近些年通过持续推进“放
管服”改革，特别是去年实施一系列普惠性纾困政策，有力促进了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截至 4 月末，全国小微企业总数超过 4400 万户、
个体工商户超过 9500 万户，成为我国就业主力军。当前国内外环境复杂严峻，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仍面临困难，要继续有针对性
加强支持。
1、进一步落实“六稳”
“六保”政策，保持必要支持力度。
落实落细减税降费措施。加大支持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
的普惠金融力度，引导扩大信用贷款、首贷、中长期贷款、
无还本续贷业务规模，推广随借随还贷款。研究将商业汇票
承兑期限由 1 年缩短至 6 个月，减轻企业占款压力。
2、多措并举帮助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应对上游原材
料涨价影响。支持大型企业搭建重点行业产业链供需对接平
台，用市场化办法引导供应链上下游稳定原材料供应和产销
配套协作，做好保供稳价。打击囤积居奇、哄抬价格等行为。
支持各地按规定对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给予稳岗就业补贴。
督促引导平台降低过高收费、抽成及新商户佣金和推介费比
例。
3、加强公正监管。严格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各
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清理废除歧视、妨碍各类市场主体参
与市场经济活动的政策和法规。深入推进反垄断、反不正当
竞争执法，依法查处具有优势地位的企业为抢占市场份额恶意补贴、低价倾销等行为。整治各种乱收费乱罚款。同时，做好基本保障兜底，推
动个体工商户及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社保，放开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探索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工伤保险范围。◆

1-5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83.4%
1-5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34247.4 亿元，同比增长 83.4%（按可比口径计算），比 2019 年 1-5 月份增长 48.0%，两
年平均增长 21.7%。
1-5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11049.9 亿元，同比增长 1.50 倍；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24133.0 亿元，
增长 86.5%；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9394.4 亿元，增长 80.8%；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10198.0 亿元，增长 56.3%。1-5 月份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48.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30.5%；发生营业成本 40.20 万亿元，增长 28.6%；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7.11%，同比
提高 2.05 个百分点。
5 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总计 131.41 万亿元，同比增长 9.3%；负债合计 73.96 万亿元，增长 8.2%；所有者权益合计 57.44 万亿元，
增长 10.8%；资产负债率为 56.3%，同比降低 0.6 个百分点。5 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 17.4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1%；产成品存货
4.93 万亿元，增长 10.2%。 5 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资产实现的营业收入为 89.5 元，同比增加 14.5 元；人均营业收入为 158.9 万元，
同比增加 36.3 万元；产成品存货周转天数为 17.8 天，同比减少 3.1 天；应收账款平均回收期为 52.5 天，同比减少 7.0 天。5 月份，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8299.2 亿元，同比增长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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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PPI 同比上涨 8.8％ 工业品价格涨势有所趋缓
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2021 年 6 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 同比上涨 8.8%，环比上涨 0.3%；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
13.1%，环比上涨 0.8%。上半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 5.1%，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上涨 7.1%。

一、工业生产者价格同比变动情况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中，生产资料价格上涨 11.8%，影响工
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总水平上涨约 8.76 个百分点。其中，采掘工业
价格上涨 35.1%，原材料工业价格上涨 18.0%，加工工业价格上涨
7.4%。生活资料价格上涨 0.3%，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总水平
上涨约 0.07 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上涨 1.4%，衣着价格下
降 0.8%，一般日用品价格上涨 0.3%，耐用消费品价格下降 0.6%。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中，黑色金属材料类价格上涨 27.7%，
有色金属材料及电线类价格上涨 26.8%，燃料动力类价格上涨
22.8%，化工原料类价格上涨 17.1%。

二、工业生产者价格环比变动情况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中，生产资料价格上涨 0.5%，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总水平上涨约 0.36 个百分点。其中，采掘工业价格上涨 3.9%，
原材料工业价格上涨 0.2%，加工工业价格上涨 0.3%。生活资料价格下降 0.2%，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总水平下降约 0.05 个百分点。其中，
食品价格下降 0.5%，衣着价格下降 0.3%，一般日用品价格下降 0.2%，耐用消费品价格上涨 0.1%。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中，燃料动力类价格上涨 2.9%，黑色金属材料类价格上涨 1.7%，有色金属材料及电线类价格上涨 0.7%，化工原料类
价格上涨 0.1%。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董莉娟解读称，6 月份，国内大宗商品保供稳价政策效果初步显现，市场供求关系趋于改善，工业品价格涨
势有所趋缓。
董莉娟表示，从环比看，受原材料保供稳价政策影响，钢材、有色金属等行业价格过快上涨势头得到初步遏制，价格由涨转降，其中黑
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下降 0.7%，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下降 0.1%。高温天气导致动力煤需求较旺，带动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价格上涨 5.2%，但在增产增供措施作用下，涨幅回落 5.4 个百分点。国际原油价格波动上行，带动国内石油相关行业价格涨幅扩大。此外，
农资价格上涨较快，其中肥料制造价格上涨 4.8%，农药制造价格上涨 1.2%。◆

邯郸肥乡区金五星特种高端紧固件等项目开工，
总投资 39.86 亿元
5 月 26 日上午，邯郸市 2021 年二季度项目开工活动肥乡区金五星特种高端紧固件等 15 个项目集中开工。邯郸市政协副主席汪涛出席并
宣布项目开工。肥乡区委书记刘亚洲介绍项目开工情况，政府代区长赵鹏飞主持开工仪式。
今年以来，肥乡区紧紧围绕加快建设富裕美丽幸福现代化新肥乡奋斗目标，坚持把重点项目建设作为加快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支撑，以战略的思维谋划项目，以开放的理念引进项目，以创新的举措推进项目，项目建设呈现出强劲的发展态势，有力地推动了
区域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金五星高端紧固件等 15 个项目总投资 39.86 亿元，全部建成后，可实现年产值 51.88 亿元，年纳税 3.29 亿元，
提供就业岗位 1875 个，必将为肥乡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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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上半年进出口总值 18.07 万亿元 同比增长 27.1%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18.07 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 27.1%，连续 13 个月实现同比正增长，
外贸稳增长态势进一步巩固。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李魁文当天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创下了历史同期最好水平，与
2019 年同期相比也增长了 22.8%。
从贸易伙伴来看，上半年，我国对前三大贸易伙伴东盟、欧
盟、美国分别进出口 2.66 万亿、2.52 万亿、2.21 万亿元，分别
增长 27.8%、26.7%、34.6%；对日本进出口 1.18 万亿元，增长
14.5%。同期，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RCEP 贸易伙伴进
出口分别增长 27.5%、22.7%。
数据显示，同期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 8.64 万亿元，增长
35.1%，占我国外贸总值 47.8%，较去年同期提升 2.8 个百分点，
持续位居我国第一大外贸经营主体。值得一提的是，上半年，民
营企业进出口增速前 10 位的省份中，有 8 个来自我国中西部地区，
表明区域发展更趋协调。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我国出口机电产品 5.83 万亿元，增
长 29.5%，占出口总值的 59.2%，较去年同期提升 0.6 个百分点；
其中出口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手机、汽车分别增长
17%、23.3%、101.4%。同期，医药材及药品增长 93.6%。
进口方面，我国主要大宗商品进口量增加。其中，进口铁矿砂 5.61 亿吨，增加 2.6%；天然气 5981.9 万吨，增加 23.8%；大豆 4895.5 万吨，
增加 8.7%；玉米 1530.2 万吨，增加 318.5%；小麦 536.8 万吨，增加 60.1%。同期，进口原油 2.61 亿吨，减少 3%。
李魁文说，国内经济稳中加固、稳中向好，市场主体活力增强，为外贸持续稳定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全球经济持续复苏，带动了外部
需求增加。此外，去年基数较低以及价格因素一定程度上对外贸增长也起到了拉动作用。展望全年外贸形势，李魁文表示，当前新冠肺炎疫情
仍在全球多地蔓延，疫情走势错综复杂，外贸发展面临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依然较多。同时，去年下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比去年上半年增
长近 27%，在较高基数影响下，今年下半年进出口同比增速或将放缓，但全年进出口仍然有望保持较快增长。◆

江苏兴化戴南镇多个不锈钢项目开建
不锈钢产业是戴南镇的支柱产业，全镇拥有不锈钢企业近 2000 家。为做大做强不锈钢产业，戴南镇实现了“五集中”，为不锈钢产业高
质量发展提供支撑。金桥焊材项目是不锈钢产业强链的典型项目。该项目占地 213 亩，总投资 15 亿元，涵盖低合金钢、耐热钢等多个系列、
多种牌号焊材，满足船舶行业、压力容器行业等国内 80% 的焊接场景需求。项目一期已建成投产，目前，二、三期项目正在启动。全部建成后，
可年生产实心气保焊丝 40 万吨，年开票销售 30 亿元，利税 3 亿元，国内市场占有率可达 75%。
据透露称，总投资 10 亿元的 5G 通讯基站及消费电子终端部件项目，总投资 5 亿元的高性能特种合金线材制品研发及智能化制造项目，
总投资 2.5 亿元的高性能镍基合金材料及药芯焊丝项目，总投资 2.5 亿元的戴东金属不锈钢废钢加工项目，总投资 2.5 亿元的汇聚金属不锈钢
废钢加工项目，总投资 20 亿元的康通新材料产业园项目等，也在紧锣密鼓地建设中。其中，康通新材料产业园项目预计 2021 年 12 月建成，
建成后将围绕紧固件行业进行专业招商，打造全国知名不锈钢紧固件行业集聚区，成为小微企业快速成长的孵化器，戴南不锈钢产业转型发展
的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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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 14 年 央行上调外汇存款准备金率
5 月 31 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 2021 年 6 月 15 日起，上调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 2 个百分点，即外汇存款准备金率由现行的 5%
提高到 7%。消息公布 24 小时之内，人民币汇率走势几乎立刻转向，从 6.3674 跌至 6.3719，离岸汇率从 6.3585 跌至 6.3711。
记者梳理发现，2004 年 11 月，央行曾宣布将外汇存款准备
金率从 2% 上调至 3%，并统一了内外资金融机构的外汇存款准备
金率。后又于 2006 年 9 月 15 日上调外汇存款准备金率至 4%，此
后又于 2007 年 5 月 8 日上调外汇存款准备金率至 5%。时隔 14 年后，
这一措施“重出江湖”。
经济学家连平表示，外汇存款准备金率是金融机构吸收外汇
存款后向央行上交的准备金的比例。目前将这个比例提高，其实
就是要金融机构更多地将手中的外汇紫金上交给中央银行。根据
目前金融机构外汇存款规模看，涉及外汇资金约 200 亿美元。
业内专家分析认为，通过这个比例调整，可以减少金融机构
手中外汇资金对市场的供给，以改变外汇市场供求关系，从而缓
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此前，从 5 月下旬至月末，在岸人民币对美元从 6.43 一路升至 6.36，创下 3 年新高。而业内分析认为，近期人民币汇率持续的升值，很
大程度受美元流动性过度宽松影响。中银证券经济学家管涛认为，升值过快对出口也会造成不小的压力。监管部门多次提示风险、稳定市场预期。
对于未来走势，光大金融市场分析专家周茂华认为，预计外汇市场将逐步趋于理性。◆

上半年中欧班列综合重箱率达 98%
记者日前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1 月至 6 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 18.45 亿吨，同比增加 1.5 亿吨、增长 8.9％，煤炭运量完成 9.61
亿吨，同比增长 12.4％。上半年，铁路货运量持续稳步增长，重点物资运输得到有力保障，有效助力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中欧班列和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两翼齐飞。铁路部门持续实
施口岸扩能增效工程，加强与国外铁路企业和海关部门的协作，
利用 95306 数字口岸，提高通关效率，压缩运到时限。上半年，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 7377 列、发送 70.7 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
43％、52％，综合重箱率达 98％。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增长迅
猛，与其他交通方式高效衔接，运行品质进一步提高，上半年累
计开行 2705 列、发送货物 26.9 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 112％、
319％。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发展绿色经济、调整运输
结构的部署要求，加大疏港矿石运输力度，强化港口接驳，积极
推动“公转铁”，完成运量 2.06 亿吨；提升集装箱运输装车水平，
推进适箱货源“公转铁”“散改集”，研究制定了一批集装箱直
通增量项目，优化铁水、铁公运输衔接，上半年集装箱发送箱达
1259 万标箱，同比增长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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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行业营收达 9000 亿元！
工程机械“十四五”发展规划发布
由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编制的《工程机械行业“十四五”发展规划》日前在河北唐山正式发布。会议上预测，2025 年中国工程机械行
业营业收入将达到 9000 亿元人民币。
“十三五”期间，中国工程机械行业企业经济效益、研发成果、
数字化智能化成果、绿色发展等多项指标进一步提升；企业自我发展
能力和内生增长动力明显提高；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产业布局更加
合理；市场结构更加合理均衡。“十三五”期间，中国工程机械行业
发展质量处于历史最好水平。
我国工程机械行业规模得到快速增长，2020 年全行业完成营业收
入达到 7751 亿元，同比增长 16%，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完成了计划的
总量规模预期目标。一批本土企业进入全球工程机械产业前列，出口
及海外营业收入占比预计超过 30%，海外品牌影响力全面提升。这一
时期，我国工程机械进出口总额达到 1260 亿美元，比“十二五”增
长了 4.39%，其中出口累计 1059 亿美元，增长 13.4%，进口累计 201
亿美元，下降 26.45%。2019 年工程机械产品进出口总额达 283 亿美元，
出口 242.76 亿美元，已接近完成 250 亿美元出口目标。
据了解，规划约 35000 字，包括前言和附录共九个部分，分 34 节。规划提出，作为国民经济建设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我国工程机械行
业“十三五”期间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大力推进和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行业各方面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品牌影响力、国际化
程度、科技和创新能力，规模和总量、品质和质量、价值链的综合能力等诸多方面显著提高，为国民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规划同时指出
了行业目前存在的一些领域研发能力和产品性能与需求之间存在差距、产业结构不合理、市场竞争秩序仍需改善、部分领域存在产能结构性过
剩、后市场管理缺位等主要问题。
规划分析提出，“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工程机械发展有着良好的发展
机遇，但同时也面临着国际形势重大变化的新挑战。面对“十四五”新形势和新要求，工程机械行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将实施六大产业化创
新工程：新型高技术工程机械创新先导工程；工程机械智能制造推进工程；工程机械产品可靠性提升工程；工程机械检测、试验与评价数字化
平台建设工程；工程机械产业链强基发展工程；工程机械工业互联网应用平台建设工程。◆

厦门一五金厂发生火灾，现场伴有爆炸！
4 月 13 日 23 时 4 分，厦门市同安区集贤路 1678 号五金加工厂着火，火光冲天，不少居民被惊醒。
119 指挥中心接到报警后，指挥中心调派 9 个消防救援中队，共 25 辆消防车、120 名指战员赶赴现场处置，全勤指挥部遂行出动。最终，
于 14 日上午 6 时 30 分将明火扑灭，现场无人员伤亡。据知情人透露，着火厂房面积约 12000 平方米，内有 8 家公司，多为金属制品加工、模
具制造公司。厦门市消防救援支队发布通报称，着火部位为五金加工厂房一层机台位置，过火面积约 900 平方米，着火物为冷却油、油漆、铝
粉、铝箔等。目前火灾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
五金加工厂有大量的铝合金、铝型材等，常见表面处理就是抛光、打磨，会产生大量的铝粉、粉尘，铝粉作为一种易燃易爆炸物质，是
否会引发火灾呢？目前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一起等待官方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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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一季度机床工具行业经济运行情况分析
2020 年我国率先有效控制疫情，下半年以来经济迅速恢复，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2.3%。在此基础上，2021 年中国经济继续强劲增
长，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18.3%，比 2019 年一季度增长 10.3%。
国内经济的增长，拉动了机床工具市场需求的恢复与增长。2021 年 1-3 月，机床工具行业延续 2020 年下半年以来恢复性增长态势，与上
年同期和 2019 年同期对比，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均实现大幅增长，质量效益明显改善。
放眼全年，机床工具行业将有可能扭转近十年以来的下行趋势，实现 5% 以上的增长。

一、行业运行基本情况
（一）营业收入持续大幅提升，各分行业普遍增长
2021 年 1-3 月重点联系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73.1%。从分行业看，数控装置和滚动功能部件的同比增速超过 100%；金属切削机床、机
床附件和磨料磨具的同比增速在 70% 以上；金属成形机床和机床电器的同比增速在 50% 左右；工量具的同比增速接近 40%。与 2019 年同期比较，
重点联系企业营业收入增幅超过 30%，但是各分行业情况不同：金属成形机床有接近 20% 的降幅，工量具基本保持持平，其他分行业均有不同
程度增长。
（二）利润总额明显增长，各分行业全面盈利
2021 年 1-3 月，重点联系企业利润总额为盈利 6.6 亿元，上
年及 2019 年同期均处于亏损状态。从分行业看，各分行业均实现
盈利。具体来看，金属切削机床、滚动功能部件、磨料磨具和数
控装置由同期的亏损转为盈利；金属成形机床、机床电器、机床
附件和工量具上年同期盈利，今年一季度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均明
显增长。
（三）企业亏损面同比收窄但大于 2019 年
2021 年 3 月，重点联系企业中亏损企业占比为 28.6%，较上
年同月收窄 12.0 个百分点。与 2019 年同月相比较，重点联系企
业亏损企业占比扩大 2.1 个百分点。
（四）订单持续高速增长，增长幅度超预期
2021 年 1-3 月，金属加工机床新增订单同比增长 90.1%；在手订单同比增长 28.1%。其中，金属切削机床新增订单同比增长 111.5%，在
手订单同比增长 25.6%；金属成形机床新增订单同比增长 53.7%，在手订单同比增长 34.6%。与 2019 年同期比较，金属加工机床新增订单增长
62.7%，其中金属切削机床新增订单增长 74.6%，金属成形机床新增订单增长 31.7%。在手订单增长趋势类似。
（五）机床产量增长，成品库存略降
2021 年 1-3 月，金属加工机床产量同比增长 71.8%，产值同比增长 70.8%。其中，金属切削机床产量同比增长 71.6%，产值同比增长
76.3%；金属成形机床产量同比增长 72.8%，产值同比增长 59.4%。与 2019 年同期比较，金属切削机床产量和产值约有 10% 的增长，金属成形
机床产量和产值约有 5% 的增长。
2021 年 1-3 月，重点联系企业存货同比增长 3.1%。其中，原材料库存同比增长 7.5%，产成品库存同比下降 3.5%。金属加工机床产成品
存货同比增长 0.7%。其中，金属切削机床同比增长 0.2%，金属成形机床同比增长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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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海关数据，2021 年一季度机床工具进出口总体呈现明显增长的态势，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30.5%，与 2019 年一季度相比，增长 9.5%。
2021 年一季度机床工具进出口保持了自 2019 年 6 月以来的顺差态势。机床工具商品进口 32.8 亿美元，出口 40.3 亿美元，顺差为 7.5 亿美元。
进口方面，2021 年一季度进口总体呈现恢复性增长的态势。进口额同比增长 22.9%，与 2019 年一季度相比，下降 3.3%。其中，金属加
工机床进口额 16.8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9%。其中，金属切削机床进口额 13.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7.7%；金属成形机床进口额 3.1 亿美元，
同比增长 34.2%。一季度，切削刀具进口额 4.3 亿美元，同比增长 29.6%；磨料磨具进口额 1.8 亿美元，同比增长 30.8%；机床功能部件进口
额增幅最大，为 4.7 亿美元，同比增长 63.7%。从进口来源来看，2021 年 1-3 月进口来源居前三位的分别是：日本 10.9 亿美元，同比增长
50.9%；德国 6.7 亿美元，同比增长 7.1%；中国台湾 4.3 亿美元，同比增长 68.5%。
出口方面，2021 年一季度总体呈现大幅增长的趋势。出口额同比增长 37.3%，与 2019 年一季度相比，增长 22.8%。其中，金属加工机床
出口额 11.2 亿美元，同比增长 40.8%。其中，金属切削机床出口额 7.7 亿美元，同比增长 43.0%；金属成形机床出口额 3.6 亿美元，同比增长
36.4%。一季度，切削刀具出口额 8.3 亿美元 , 同比增长 49.6%；磨料磨具出口额 8.2 亿美元，同比增长 56.5%。从出口去向来看，2021 年 1-3
月，出口去向前三位的分别是：美国 5.1 亿美元，同比增长 47.2%；越南 3.1 亿美元，同比增长 57.1%；印度 3.0 亿美元，同比增长 46.2%。

二、行业运行特点
从协会重点联系企业统计数据以及协会对部分企业的调研情况来看，2021 年一季度各分行业的多数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同比大幅度增长，
与 2019 年同期比也有一定程度增长，订单饱满，加班情况普遍，生产压力很大。近十年来行业整体波动下行后，市场需求呈现复苏态势。进
口实现恢复性增长，进口额与 2019 年同期比仅小幅减少，出口不仅同比大幅增长，且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2 成多。市场需求转旺的原因是多方
面的，主要是国家为克服疫情影响实施的经济刺激和助企纾困政策显效，国外疫情反复使得大量订单涌入我国，同时进口需求得不到保障，疫
情期间需求的延后释放，汽车制造业恢复增长，工程机械、农业机械等行业大幅增长的拉动，以及 2020 年同期基数低等等。
2021 年 1-3 月金属切削机床分行业的营业收入、机床产量、新增订单、在手订单同比增长幅度显著。与 2019 年同期比较，也有一定程度
增长。特别是在手订单维持高位，新增订单持续快速增长，且远高于营业收入的增速，为后期发展提供充足的内生动力。金属成形机床分行业
主要经济指标的同比增长幅度普遍低于金属切削机床。与 2019 年
同期比较，金属成形机床新增订单增长 31.7%，其他多项指标较
疫情前的 2019 年同期水平还有一定差距，金属成形机床分行业的
整体上处于恢复过程当中。但有一些行业重点企业已经呈现出强
劲增长趋势。
协会调研中了解到，在市场需求普遍转旺的形势下，机床工
具行业企业的运行情况仍有较大差别。在行业下行期间坚持不懈
进行产品研发和结构调整、紧跟市场需求变化的企业，经营业绩
更为突出。近年来，在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优
化大背景下，市场需求发生了深刻变化。例如，新能源汽车、5G
及半导体等新兴行业的快速发展，对机床工具产品提出了很多新
的要求，总体上产品需求层次正在逐步提高。机床产业发展正呈
现出由离散型制造技术向系统集成和智能制造技术转变、从批量
化向定制化转变、从需求实现向需求创造转变、从投资型向投资
兼顾消费型转变的新变化。应对需求变化和竞争压力，创新成为驱动行业和企业发展的迫切需求。
总体来看，一季度机床工具行业市场需求快速增长，行业运行稳中向好，实现了全年开门红，为全年运行打下了良好基础。但原材料价
格的大幅上涨问题比较突出。全球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外部经济环境依然复杂。
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和目前机床工具行业较好的发展趋势，我们预计，如疫情没有严重的反弹，不确定因素得到有效应对，各项政策持续
显效发力，2021 年机床工具行业将延续 2020 年恢复性增长态势，主要经济指标有望增长 5% 以上。考虑到上年基数等因素的影响，增长速度
可能呈逐步降低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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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一季度机械工业经济形势
2021 年一季度机械行业延续了 2020 年下半年景气回升的势头，受去年同期基数较低影响，营业收入同比大幅增长 50% 以上，若与 2019
年同期相比，增长 13.5%；与 2018 年同期相比，增长 7.1%；利润总额比去年同期也翻了两番，若与 2019 年同期相比，增长 27%。同 2018 年
同期相比，仅有 2.8%。机械工业营业收入和利润虽然呈现了较大的反弹势头，但随着同比基数的上升，增长动能逐渐降低，行业将回归平稳
增长。

主要产品产量全面增长
机械工业主要产品产量延续去年下半年回升的态势，特别是
投资类产品市场呈现较大幅度的增长。
1、金属切削机床达到 14.4 万台，同比增长 100%，与 2019
和 2018 年同期相比也增长了 19% 和 10%，机床行业正处于缓慢的
筑底爬升阶段；
2、工业机器人达到 7.8 万台，同比增长 127%，与 2019 和
2018 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143% 和 138%，2021 年 1 季度是近年来工
业机器人季度产量的高位，显示出国内制造业“机器换人”的步
伐正在逐步加快，未来工业机器人产业将继续呈现高度景气的发
展态势；
3、汽车产业经历了去年疫情影响的低迷态势后触底反弹，汽车季度产量达到 638 万台，同比增长 84%，但是同 2019 年同期相比也仅增长
率 1%，同 2018 年同期相比甚至下降了 10%。汽车产业重回产销巅峰的难度较大，但是产品结构上却出现了令人欣喜的变化，新能源汽车延续
去年四季度的景气势头，达到 55.3 万台，同比增长 349%，即使与 2019 和 2018 年同期相比也增长了 119% 和 225%，新能源汽车产量的逐步攀升，
表明了我国新能源产业结构的逐步转型；
4、受益于各项利好农机的政策，拖拉机产业呈现出较大的增长，大型拖拉机生产 2.8 万台同比增长 145%，与 2019 和 2018 年同期相比也
增长了 157% 和 79%，中型拖拉机生产 9.7 万台，同比增长 69%，与 2019 和 2018 年同期相比也增长了 36% 和 15%，小型拖拉机生产 4.5 万台，
同比增长 41%，大中型拖拉机的增长幅度大大超过小型拖拉机，农业生产的规模化经营以及机械化进程正逐步加快；
5、受益于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与能源建设项目，推动了以挖掘机为代表的工程机械、重卡、发电和输变电设备生产的快速增长，2021 年 1
季度挖掘机生产 5.8 万台，同比增长 88%，商用货车生产 128.7 万台，同比增长 78%，发电设备生产 3131.9 万千万，同比增长 67.4%。

进出口反弹明显
2021 年一季度我国机电产品进出口总额 8.95 万亿，同比增长 35.18%，其中进口 5.66 万亿，同比增长 41.73%，出口 3.28 万亿，同比增
长 25.19%，大幅度增长主要是由于去年同期基数较低所至。综合 2018 年和 2019 年的同期数据，进口同比增长 30%，出口同比增长 16%，进出
口同比增长 24%。根据专项调查，从去年四季度以来，只有 23% 的被调查企业的出口订单是保持增长的，与此同时有 44% 的企业的出口订单出
现了某种程度的下降，其余企业的出口订单基本持平，有 66% 的被调查企业反映，在手出口订单仅能够满足今年一季度的生产，二季度以后的
继续订单还没有落实，因此对于全年的出口情况，需要根据二季度数据进一步的研判。

固定资产投资反弹明显
2020 年的新冠疫情对于原有生产模式和供应链组织方面造成了重大的冲击，与此同时也激发了新的投资需求。2021 年一季度机械工业固
定资产投资结束了从 2019 年二季度以来的同比下降态势，全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额 1.3 万亿元，同比增长 25.2%，但是与 2019 年和 2018 年同
期的 1.52 万亿和 1.46 万亿相比，全行业投资只恢复了近几年同期的 90%。除汽车行业外，金属制品、通用设备、专用设备、电气机械及器材
行业都取得了两位数以上的投资增长，汽车行业受大环境影响，固定资产投资持续低位徘徊，同比仅有 1.7% 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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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某企业购入假冒紧固件被罚 25 万
某日，黄浦区市场监管局接举报称：辖区内的建筑工地所使用的“慧鱼”牌背栓涉嫌侵犯商标专用权。
当日，执法人员遂至该建筑工地检查，经商标权利人鉴定，该建筑工地自行采购的“慧鱼”牌背栓为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且该工
地无法提供合法来源凭证。经查：上海荣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作为该建筑工地的承包方，为节约工程成本，购入了近千个假冒“慧鱼”牌
的背栓（紧固件），该背栓的作用是用来固定楼房建筑的外立面大理石墙砖，如果背栓出现质量问题，下面的人可能就要“杠头开花”了。
该公司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三）
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均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销售侵犯注
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的规定，考虑到背栓产品为幕墙外立
石材干挂的重要零部件，该违法行为社会危害性大，为此，黄浦
区市场监管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十条第二款：
“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时，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责令立即停止侵
权行为，没收、销毁侵权商品和主要用于制造侵权商品、伪造注
册商标标识的工具，违法经营额五万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
额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五万元
的，可以处二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五年内实施两次以上商标
侵权行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应当从重处罚。销售不知道是
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能证明该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并说
明提供者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作出如下处理：
一、责令当事人停止侵权行为；二、没收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商
品背栓；三、罚款人民币 25 万元整。当事人对处罚决定无异议，
已如期履行。案发后，该公司已采购正品背栓用于施工。
在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关系下，承包人购买侵权商品并用于所承包的工程项目，这种行为是否属于商标法所指销售侵权商品行为？
一种观点认为：本案当事人作为承包方虽购买了侵权商品，但并未再次销售，仅用于建筑工程项目，属于终端用户使用行为，并非构成
商标法所指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行为。另一种观点认为：本案当事人承包的工程项目就是将其购进的侵权商品与其他建材外墙立面大
理石融合，并与其劳务结合形成工程成果，其交付于发包方的成果中包含侵权商品，其取得的总工程款中包含了该部分建筑材料的价款，其行
为等同于销售侵权商品行为，应当认定商标侵权行为。

法律分析
首先，本案当事人购买侵权商品用于所承包的工程项目，该行为是否具备销售行为的法律特征。
《商标法》及其相关配套法规规章均未对“销
售”一词含义进行特别规定，故应按照“销售”的一般法律意义进行理解。本案当事人以包工包料的方式承包工程，承包人购进侵权建筑材料
后，并未通过直接出售建材获取差价，而是在施工中与其劳务相结合，形成工程成果后一并交付发包人（业主），发包人（业主）支付工程款
中包含工程所需材料费用及劳务费用，且通常由发包人（业主）支付的材料费用与承包人买进材料之间有价格差，当事人的行为具备销售行为
的实质性特征，具有事实上的买卖法律关系。
其次，本案当事人购买使用侵权商品的行为是否等同于商品终端用户的纯消费性使用行为。在包工包料的承包关系中，建筑材料是总工
程款的一部分，对承包人而言，购进建筑材料价格越低，其盈利越多，承包人在经营活动中购买并使用侵权商品具有营利性。本案当事人（承
包人）购进侵权材料通过施工将材料与劳务二者合一形成最终工程成果，其收取的工程款包含建筑材料和劳务费用。本案当事人（承包人）虽
以自己的名义购入侵权商品，其最终目的并非自己使用，而是通过施工与其所提供的劳务一并与发包人（业主）结算，按合同约定将所购侵权
商品所有权有偿转让给发包人（业主），由发包人（业主）支付工程款。因此，本案当事人购买使用侵权商品行为并不具备终端用户消费性使
用行为法律特征。 为此黄浦区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认定其售假情节严重，对该承包方予以顶格处罚 25 万元，有效保护了权利人合法权
益和广大市民的居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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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立：可力特摩干膜润滑剂
创新技术 助力汽车工业紧固件发展

穏立贸易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76 年，主要经营项目为金属表面处理添加剂、工业用特种固体干膜润滑剂、紧固件专用润滑水蜡。
凭借过硬的实力，稳立贸易为德国福斯润滑科技集团之可力特摩（GLEITMO）固体干膜润滑产品在大中华区的总代理，负责销售并提供相
关润滑处理技术、咨询服务。
一直以来，稳立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因此，稳立在江苏省太仓市亦设立了可力特摩（GLEITMO）大陆地区销售部，为大陆地区
厂商提供更为迅速、直接的服务。
近几年，稳立实现了飞速的发展，可力特摩（GLEITMO）固体干膜润滑也被广泛应用于紧固件行业。我们今天有幸采访到稳立的市场营销经理 陈经理，一起来探究为什么可力特摩（GLEITMO）固体干膜润滑剂能成为欧美各大汽车厂及其他行业知名厂商指定或推荐使用的固体干膜润滑剂。

问

1

汽车工业紧固件为什么要采用干膜润滑剂，它的优势在哪里？

汽车零部件的装配质量，影响着整车的
性能与耐用度，以及某些部位甚至攸关结构
的安全性。
因此，汽车工业对于所用紧固件的摩擦
系数，多数设定了严格的控管标准。根据德
国汽车工业协会（Verband der Automobilindustrie e.V.）所制定的 VDA 235-101 标
准 : 一般汽车工业用的螺纹紧固件，摩擦系
数范围值为 μtot 0.09 到 0.14 之间 。这
份标准成为了各国汽车制造商在拟定自己企
业体系的生产标准时，重要的参考依据。因
此，μtot 0.09 到 0.14 也成为汽车行业
中常用的摩擦系数范围值，容许偏差通常为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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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要如何达到所设定的紧固件摩擦系数范围值，以满足预设的装配扭矩呢？ VDA 235-101 标准中也进一步建议可采用附着性良好的干膜
润滑剂来实现摩擦系数值的预期目标。由此可见，应用“干式润滑技术”来控制车用紧固件的摩擦系数，已在汽车行业中被广泛验证，并扮演
关键的角色。
稳立代理的明星商品——德国“可力
特摩 (GLEITMO) 干式润滑水蜡系列”应运
而生。可力特摩 (GLEITMO) 干式润滑水蜡
是一种高效能的润滑剂产品，其属于水基
产品，使用上简单方便，是紧固件摩擦系
数控制最经济、高效率的解决方案。
紧固件表面涂覆了可力特摩 (GLEITMO)
干式润滑水蜡之后，会在表面形成透明、
不黏手、且附着力优异的高分子聚合物润
滑干膜。
特殊的配方与技术在提供优异润滑性
能的同时，还能将摩擦系数稳定在极小的
偏差值。由于所生成的润滑膜干净且极薄，
在零组件装配时不易造成沾染，也不会影
响公差，符合汽车行业的要求，是国际知
名车厂与汽车紧固件制造商广泛指定与推荐的系列产品。
近年来国内汽车制造行业大力发展智能工厂的概念，汽车制造厂与整机厂对于升级智慧装配技术的热度只增不减。运用干膜润滑剂，将
车用紧固件的摩擦系数更精准且稳定的控制在设计范围内，才能进一步满足自动拧紧与智慧装配日益严格的趋势发展。

问

2

据了解，GLEITMO 2332 V 耐超高温的干膜润滑剂广受国际汽车大厂青
睐，您能详细介绍一下这款干膜润滑剂吗？

GLEITMO 2332 V 是一款性能优异的耐超高温干膜润滑剂产品，经由特殊复方固体润滑成分之间的协同作用，提供杰出的润滑效能。
众所周知，应用在车内高温工作服役区域的紧固件，
除了必须满足装配时的参数控制，有时还必须兼具耐热、耐
高温的性能。而 GLEITMO 2332 V 符合德国汽车工业协会标
准所设定的紧固件摩擦系数要求，对于摩擦系数控制的表现
相当好，适用于各种轻合金与钢铁材料零部件的预涂覆润
滑。
此外，其特选固体润滑配方所建构出的高效能干膜涂
层，能让紧固件表面即使在高温或低温环境下，依然保持
相当程度的稳定性。GLEITMO 2332 V 的润滑干膜具有高达
1200℃的耐温能力，能有效预防紧固件因受热而产生咬死现
象，能强化紧固件在高温环境下的服役寿命并满足可拆卸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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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汽车工业对于紧固件耐高温润滑涂层的需求快速增加，“GLEITMO 2332 V 耐超高温干膜润滑剂”已获得不少国际汽车大厂的青睐，
成功地运用在汽车排气系统的不锈钢紧固件、汽车发动机的高温合金钢螺栓，以及其他动力总成系统的相关项目上。

问

3

您如何看待干膜润滑剂未来在汽车工业紧固件的发展趋势和前景？

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待。
1. 紧固件轻量化材料的发展与挑战
在全球车辆排放法规日益严格的因素驱动下，国内外的标杆车厂均积极发展车体轻量化以改善汽车的燃油经济性。
相关研究指出，传统燃油汽车每减重 100 公斤，百公里油耗可降低 0.3-0.6 升。另一方面，飞快发展的新能源车领域为了满足市场对于
车辆续航能力的需求，亦需倾力投入轻量化技术的研究。新能源车整体重量每减少 100 公斤重量，可以提升 6%-11% 左右的续航里程，并减少
约 20% 的电池成本以及 20% 的日常损耗成本。
车用紧固件市场在车辆轻量化的趋势下，整体朝向轻量化发展正处于势不可挡的阶段。近年来，汽车设计制造中应用越来越多的铝合金、
钛合金等轻量化材料与复合材料，使得摩擦系数的变因更加复杂。额外的负面因素，例如紧固件装配过程中发生未预期的螺纹冷焊与咬死现象，
就经常出现于未经干膜润滑处理的合金紧固件，便可能对装配质量产生严重的风险。
稳立目前已与许多客户合作，将可力特摩（GLEITMO）干式润滑，成功地运用在燃油汽车与新能源车的合金紧固件项目之上。
“可力特摩（GLEITMO）干式润滑水蜡”除了有效降低并稳定车用紧固件的摩擦系数之外，还能够显著改善合金材料因为材料特性而在紧
固过程中发生咬死问题，号称“合金紧固件防咬死的秘密武器”。更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润滑膜是预先披覆在紧固件上，在装配时不必担心紧
固件临时发生咬死状况，亦无需再涂抹防卡膏，故能完全实现高效率、连续性的智慧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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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耐高温润干膜润滑剂的应用
稳立也观察到，汽车工业对于车辆性能提升的追求，使得紧固件耐高温表面处理的需求与日俱增。
动力总成系统在研发与设计上，不断追求功率密度的提升以持续改善性能、强化竞争力。而伴随高功率密度而来的压力增高与温度上升
等问题，对于在该部位服役的紧固件而言亦带来了更严苛的考验。因此，汽车工业对于耐热紧固件与紧固件耐高温表面处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问

4

提起干膜润滑剂，大家基本都想到稳立，稳立在业内建立了良的口碑
和信誉，请问稳立是如何做到的？

这里我们首先要感谢业内朋友们一直对我们的支持和信任。
长期以来，稳立致力于推广优质的德国高效能干膜润滑涂覆技术与产品，为不同产业与应用领域，提供最佳的润滑解决方案与专业化技
术服务。
在国内，稳立凭借着深耕紧固件行业的努力，以及代理德国可力特摩（GLEITMO）润滑剂产品超过 17 年的丰富实务经验，在汽车、建筑、
轨道交通、新能源与风电、机械、电子、家电等各产业的紧固件应用方面，皆累积了丰硕的成功案例。
另一方面，可力特摩（GLEITMO）是德国福斯润滑科技公司（FUCHS LUBRITECH GmbH）所生产的知名品牌线，拥有先进的固体干膜润滑技术，
特别专精于各种零组件与紧固件的干式润滑应用。作为历史悠久的全球最主要特殊应用润滑剂供货商之一，德国福斯润技专注于研发、生产能
符合专业领域与严苛性能要求的润滑剂，已累积 65 年以上的专业经验值，产品长期获得众多国际大厂的指定与推荐使用。
可力特摩（GLEITMO）以品项齐全的干式润滑产品满足不同零件材质与使用时机的润滑需求，并运用优异的干式预涂覆润滑技术，克服许
多与摩擦系数控制的相关难题。除了有效稳定摩擦系数、降低摩擦与磨损，甚能抗极压，耐高低温；对于零件的制造者与安装者而言，在零件
组装或使用时常遭遇的润滑困扰，多数能经由选用合适的可力特摩（GLEITMO）润滑剂，从而获得显著的改善。
在国内，稳立凭借着优异的质量与重热情、重专业且高技术含量的本地化、客制化服务，多年来与国内外客户携手打造出丰富的可力特
摩 (GLEITMO) 导入成功经验，获得良好的口碑。面对中国紧固件行业发展趋势下因应而生的新润滑需求，稳立时刻掌握市场脉动，持续推广着
引领未来趋势的干膜润滑剂产品。
“使客户能经由好产品与好服务的加成效果，感受高科技带来的高效益与高收益”，是稳立始终如一的企业信念。稳立从销售、客服到
技术支持团队皆全面性地运用客户关系管理的理念、流程与智能技术，帮助客户在高度竞争的国际市场环境中拥有更多的筹码，持续提升客户
感受价值。紧固件客户们即使遇到不熟悉的市场要求或特殊的润滑难题，亦可以通过稳立的专业支持，获得高效的解决方案。◆

稳立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湾台中市文心路一段 540 号 3 楼之 1
电话：+886-4-23227553

苏州销售部

邮箱：support@gleitmo-fuchs.com
网址：https://www.gleitmo-fuchs.com
http://4937v.chinafastenerinfo.com

苏州港鑫机电工业有限公司
电话：0512-53597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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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特牢引进全球首台
M80 大规格螺栓横向振动检测设备
史特牢检测中心配有 3 台横向振动试验设备，可提供 M6-M80 规格螺栓螺母的防松测试。史特牢是目前国内首家拥有 M80
螺栓防松测试能力的防松紧固件制造企业。
史 特 牢 紧 扣 系 统 公 司 自 成 立 以 来， 服 务 超 过
20000 多家用户。我们在与大型水电、风电、桥梁、
钢构、起重设备及工程机械行业的用户交流中了解
到，用户都很想要知道 M36 以上大规格螺栓的防松
验证，包括采用不同防松设计的能力比较。由于需
要数据分析研究，基于目前国内的螺栓螺母厂使用
的材质与制造水平本身的差异，完全仿真也无法得
到有效数据。作为国产防松紧固制造行业的领导者，
史特牢始终以为用户解决问题为目标，并与上海天
乘设备公司合作，讨论研发出全球首台 M80 螺栓防
松测试设备。经过长达 1 年多时间的系统开发制造，
该设备已于 2021 年 5 月份交付史特牢试验室！
M80 型横向振动测试设备的引入，标志着史特
牢防松应用服务能力再次提升，并将为水电、风电、
船舶、桥梁、钢构及工程机械领域用户提供更多数
据分析与能力比较。基于专业与科学的工业态度，
STL 企业始终定义自己为科技制造企业，而不是简单
的生产工厂。随着中国重型装备不断迈向国际化，
许多出口型装备企业都会考虑远程维护的问题，结
构工程师在防松装配设计上开始更加关注对于不同
防松原理结构的紧固件。性能差别的比对了解，这些都需要专业仪器设备来协助验证分析。史特牢坚持专注与合作共享的服务理念，史特牢
检测中心完全免费开放式为我们的用户提供验证服务，同时，我们也非常欢迎装备行业用户前来史特牢检测中心现场进行测试交流。
此外，史特牢还特别注重人才打造，目前已培育多名具有仿真及多能力的工程师，并已考取国家工程师资格认定！
值得一提的是，史特牢每月要购买 1 万多元的螺栓螺母用于测试，严谨严格检测验证是对用户最好的负责！

总结
横向振动测试并不止于测试防松，还能了解螺栓本身的抗疲劳质量能力！ ◆

广东史特牢紧扣系统有限公司
地址：阳江市江城银岭科技产业园银珠 1 路 B2 号
电话：0662-8186999
传真：0662-8189666
邮箱：szjydwj@126.com
网址：www.dg-jy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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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进智能大型冷镦成形装备
配备新型自动化工业机械臂
近日，思进智能大型冷镦成形装备，配备新型自动化工业机械臂。该新型自动化
工业机械臂采用气动软爪设计，轻柔抓取，不伤工件表面质量，具有无重力化、精确直观、
操作便捷、安全高效等特点。它巧妙地应用力的平衡原理，令工件在空气中形成无重
力化浮动状态，即工件的重力被气控系统所平衡，使工件的实施操作过程更加轻型化、
机械化、自动化。 ◆

思进智能 SJBP-306L 全自动大规格
零件冷镦成形机顺利通过科技查新
思进智能自主研发设计的 SJBP-306L 全自动大规格零件冷镦成形机，于近日顺利通过科技查新。
SJBP-306L 冷镦力最大可达 7300KN，最大剪断直径 Φ45mm，头部最大模内变形直径可达 Φ65mm，最大可制零件规格 M36mm，外
六角头下长度最大可达 320mm。该设备是截止当前，国内具有自主产权的大型规格的六工位冷成形装备之一，主要用于生产标准件、
非标异形件、五金件等，也可加工轴承及通用零件等，可广泛应用于汽车、高铁、风电、航空航天等领域。该设备的开发成功，有
效提高了下游产业的自动化制造技术和生产效率，降低资源消耗和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强度和使用寿命，节省人力资源，对
加速以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和经济价值。 ◆

思进智能成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高新区江南路 1832 号
联系人：谢五一
电话：0574-88352799
传真：0574-88352516
网址：www.sijin.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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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新闻 Asian News
台湾春雨 5 月营收创历史新高 接单能见度看到年底

台湾中钢第 3 季棒线新价涨幅低于市场预期，低成本对春雨
更有优势，营收获利将有所提升。此外，随着全球螺丝需求逐步
上升，在圣诞节前将达到高峰，春雨接单能见度已经推进到第 4 季。
春雨董事长林辉政表示，受惠于欧美、大陆疫后强劲需求，
加上台商回流等因素带动，拉升钢铁需求，第 2 季接单持续热络
价量齐扬，台湾、大陆及印度尼西亚三大生产基地线材紧固件拉
货明显。春雨 5 月营收新台币 9.7 亿元创历史新高。
3 月份春雨自结单月营收为新台币 9.12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
长 20.89%，略低于 2018 年 12 月历史高点 9.15 亿元，累计自结
第一季合并营收为 23.17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 19.63%。
春雨表示，受惠于紧固件市场需求殷切，建筑紧固件的内销
市场出货持续畅旺，外销部分因台湾疫情控制得宜，加上生产、
运输等营运未曾中断，国外客户不仅愿意继续下单，也连带增加
对上游线材的订单需求，使得出货量与单价同步提升。
另一方面，工业车用紧固件厂恒耀接单排程进到第 4 季，同样享受到原料低成本优势。线材厂聚亨中长期远景也看旺到第 4 季。
此前，恒耀公告 3 月单月营收 9.1 亿元，为近五个月来最高，与去年同期 6.4 亿元相比，年增 42.16%。凸显后疫情时期全球车厂复苏带
动恒耀接单稳定增长走出阴霾。◆

中钢第 3 季度内销盘价 平均调涨 4.1%

6 月 15 日，台湾中钢召开 2021 年第三季内销钢铁产品价格会议。其中棒线每公吨调涨新台币 2,200，汽车料每公吨调涨新台币 2,900。
此次全产品平均调幅 4.1%。
中钢在会议中表示，欧美钢市持续火热，美国热轧价格已突破 1,800 美元 / 公吨大关，欧洲
则上探 1,400 美元 / 公吨，欧洲数家钢厂今年产能几近售罄且交期严重递延。在亚洲钢市方面，
中国大陆深层介入管控黑色系商品投机行为，导致铁矿砂、钢材价格短期波动。受惠于新基建陆
续展开，钢铁期、现货价格已快速回升。中国大陆整体经济仍处上行趋势，建筑、家电、汽车等
需求不断释出，钢市展望持续看好。日本制铁则宣告，全面大涨国内价格，期能持续稳定供应用户，
并已积极与指标车厂谈判，希望能改善价格结构并追上国际行情。
此外，欧盟规划在 2023 年针对高耗能进口产品如钢铁等课征“碳关税”，现正实施的 ETS 碳
权交易价格已涨至 56 欧元 / 公吨，Tata Steel Europe（塔塔钢铁欧洲公司）并于欧洲领先实施
碳附加费 12 欧元 / 公吨，显见碳中和相关环保成本将成为钢价不可或缺的一环，中钢公司亦规划
明年起，外销订单将纳入环保成本的碳附加费等，整体用钢产业必须顺应全球减碳趋势，计算产品碳足迹。中钢公司倡议下游用钢产业须未雨
绸缪，及早应对。
中钢公司产品售价现阶段与国际行情尚有落差，尚有调涨空间，但考量全球碳中和与 ESG 趋势，并协助稳定物价，故决议七月份月盘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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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平盘开出，终结连 12 个月涨势；纵观第三季季盘产品与国际行情、流通价格及月盘累积涨幅的差距，宜顺势补涨，合理地拉近国际市场行情，
适度引导进口料入境以纾解供需吃紧的窘境，才能协助下游业者有效解决缺料问题。◆

东明今年客户数突破万家 全年出货量冲新高

不锈钢紧固件制造商东明 4 月 14 日表示，今年客户数将增长 25% 以上，
突破 1 万家，每月出货可望持稳 1 万吨上下，预计全年出货量可望达 到
11-12 万吨的新高。
东明表示，去年虽然受疫情影响，但受益于中国基础建设、轨道交通、
智能制造的自动化设备等需求增长，第一季出货量都已站稳 1 万吨。
东明去年客户数由 5000 家攀升至 8000 家，今年可望持续增长，突破
万家。此外，随着客户及不锈钢紧固件应用范围持续增加，东明目前产能
不足，因此预计未来 3-5 年内，产能将再增加 10 万吨。◆

日本的太阳不锈钢弹簧公司推出“Prehold 垫片”

太阳不锈钢弹簧公司（TAIYO Stainless Spring）制造的临时固定用“Prehold
垫片”可提升作业效率。
它采用不锈钢材质，耐腐蚀、强度高，不论正面或反面都可以让螺栓插入，可以
通过它将螺栓轻松装到车用或机械用零件上，并通过弹簧反作用力来固定住。◆

日本 Roval 与放电精密加工研究所开发防锈系统

在盐害环境中单单使用锌含量高的富锌漆料（zinc-rich paint）时，
锌的消耗速度往往高过预期。另一方面，硅质的 ZECCOAT 涂料会随着锌制
的抗腐蚀膜消耗而降低效力。因此 Roval 公司和放电精密加工研究所正在
合力开发能用于盐害地区的防锈系统。该系统将会有以下特点：
1. 可适用于铁制与锌电镀的表面。可防止机械式停车场、铁制楼梯、
管线、桥梁腐蚀。
2. 不含重金属、环保、防腐蚀效果高
3. 在盐害环境中减缓锌的溶解、抑制腐蚀，降低保修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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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东神电气推出碳纤维制超轻量扳手
东神电气推出了热可塑性碳纤维复合材料（CFRTP）制的双头扳手和
活动扳手。CFRTP 具备抗静电特性，轻薄又坚固。
东神双头扳手
（CARBLACK Double Wrench Set）
与活动扳手
（CARBLACK
Monkey Wrench）的特点包括：
1. 重量只有铁制扳手的三分之一，从 500 克减少到 165 克。
2. 不生锈。
3. 抗静电，即使碰撞或摩擦也不起火花，防爆性能佳。
4. 不伤电镀过的产品。
其中，双头扳手的中段有扣压设计可以把数支扳手并压一整套，方
面携带并节省空间。活动扳手的开口幅度 30mm，且有刻度标示。◆

日本 NBK 公司开发高耐热与耐药品的螺丝

NBK（Nabeya Bi-tech Kaisha，锅屋 Bi-tech 会社）开发出拥有耐热、
耐药品性与高硬度特性的碳化硅制的特殊螺丝，可应用于下一代半导体
和航天产业。该产品将在今年底量产，预计营业额将达到 1 亿日币。
汽车对于特殊螺丝的需求越来越高，因此 NBK 着眼于可耐热、耐
药且可轻量化的硅材料，独立开发出市场上没有的硅制特殊螺丝。NBK
与岐阜县陶瓷研究所合作，将碳与硅调和开发出这项产品。
NBK 在 1999 年跨入特殊螺丝产业，订单的增长主要来自半导体产
业，在 2020 年事业增长了超过 10%。◆

日本神山铁工所开发出 Zero Chromate 锌电镀技术

神山铁工所开发的 Zero Chromate 技术可以表面处理自家提供的自钻与自攻
螺丝，也可以用来代工。由于 Geomet 等表面处理液的堆积会影响螺丝沟槽的嵌合
性和螺纹刃部的切削性能，因此开发出这款次世代不含铬与钴的高耐腐蚀 Zeroo
Chromate 技术。其特点包括：
1. 在 8µm 的锌镀膜上覆盖 1µm 的 Zero Chromate 镀膜，形成只有 9µm 的薄
镀膜。盐喷实验证实耐腐蚀性能比单铬镀膜高出 1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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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成本与三价铬镀膜几乎相当。
3. 使用价值介于单铬镀膜与 Geomet 之间。
4. 薄膜、环保、耐腐蚀。◆

日本日东精工将推出 PD400UR 螺丝锁固装置

近日，日本日东精工计划推出 PD400UR 螺丝锁固装置。PD400UR
螺丝锁固装置获得了 Universal Robot 公司的“UR+”认证。日东精
工是日本第一家以螺丝锁固装置取得该认证的企业。
该 公 司 新 开 发 了 外 挂 软 件 URCap“NS SD600T”， 可 以 安 装 到
Universal Robot 专用的便携式人机接口，从该接口管理锁固扭力和
起子的转速。只要再输入目标扭力，就可以通过简易模式自动计算出
最适合的转速，或通过详细设定模式独立设定各个数值。
该装置搭载“NX 螺丝起子 -T3 系列 /SD600T 控制器”以达到高
精密度，可以为各个锁固位置点设定不同扭力值和转速，也可以储存
16 种设定以对应各种条件。用户可以选择以磁吸或真空吸取的方式
吸起螺丝。该产品将在 8 月 30 日推出。◆

日本 5 月对中国机床出口 387 亿，上年同期 2.7 倍！

日 本 工 作 机 械 工 业 会（ 日 工 会）6 月 22 日 公 布
的数据显示，5 月海外机床订单额为 907 亿日元，是
2020 年 5 月的 2.7 倍。订单额创下 2018 年 6 月以来的
高水平。受新冠疫情蔓延的影响，机床订单额一度下滑，
当前出现了反弹，此外，汽车及个人电脑等零部件加
工机械需求扩大。
面向中国的订单额为 387 亿日元，同比增至 2.7 倍，
创历史第二高水平。北美订单额为 220 亿日元，增至
2.3 倍，欧洲订单额为 170 亿日元，增至 3.8 倍。在各
国大规模经济对策及新冠疫苗接种加速的推动下，制
造业的设备投资越来越积极。
日本 4 月机床订单总额达到 1239 亿日元，为上年
同期 2.2 倍，连续 6 个月实现同比增长，但和 3 月（1278
亿日元）相比小幅减少。在欧美新冠疫苗接种加速的
背景下，欧洲订单增长 1.8 倍，北美订单增长 69%。来
自汽车等行业的需求正在复苏。
一部分地区也存在疫情扩大导致复苏放缓的隐忧。来自变异病毒正在蔓延的印度的订单比上月减少 25%，至 30 亿日元。日本工作机械工
业会称，有会员企业表示“疫情扩大导致了交货和洽谈的推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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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制造又爆大丑闻！“百年大厂”检验数据造假 35 年，产品用于新干线
老牌日企又翻车了。
日前，日本三菱电机公司被多家媒体曝光产品检验数据造假，且造假行为可能已经持续超 35 年。
近日，三菱电机发表声明证实，正在就长崎工厂对部分列车空调产品检
验时有不当做法展开内部调查。
三菱电机的产品近年来发生多起质量监控事件，涉及电子和半导体等产
品，影响其产品信誉。
数据造假或超 35 年
日本多家媒体报道称，三菱电机公司长崎工厂没有完全按照用户要求检
验列车空调产品的控制性能和电力消耗等内容，还伪造检验数据，上述产品
由长崎制作所（长崎县时津町）制造并负责检查。据分析，违规至少从 1985
年前后开始一直持续。
6 月 29 日，针对媒体曝光的“检验数据造假”一事，三菱电机发表声明
证实，正在就长崎工厂对部分列车空调产品检验时有不当做法展开内部调查。
三菱电机称，6 月中旬发现这一问题，已停止发货，但已经交付的产品在安全性能方面没有问题。
东日本铁路公司（JR 东日本）6 月 30 日透露，新干线采用约 1700 台、普通铁路采用约 8100 台三菱电机的空调设备。据悉有可能一大半
是违规对象产品，据称 JR 九州及东武铁路也采用了该空调。三菱电机为弄清全貌已全面开始内部调查，并向采用的铁路公司进行说明。
目前，日本经济产业省已经介入调查此事，包括三菱电机的不当行为是否涉及其他产品。此外，日本国土交通省 6 月 30 日透露称，为确
认安全性已要求该公司就相关事实进行报告。日本官房长官加藤胜信在 6 月 30 日的记者会上表示：“长年进行不当检查的做法存在问题，令
人遗憾。”
据报道，日本三菱集团旗下企业已多次被曝出数据造假。
《读卖新闻》6 月 25 日报道称，德国质检部门怀疑自 2012 年以来，三菱汽车在自家产品进行尾气有害物质排放时有违规操作，使用了减
少有害物质排放的外部装置，虽然三菱汽车否认了在质检过程中存在舞弊行为，但承认自家产品在尾气排放问题上确实存在纰漏，向德国质检
部门缴纳了 2500 万欧元（约 1.9 亿元人民币）
的罚金。
今年 5 月，有日本媒体曝光三菱电机将
215 万件不满足安全认证标准的电气设备部件
提供给了多家日本国内外的客户。
去年，三菱电机被曝出生产的部分半导
体产品和电气控制零部件出现检查疏漏等问
题。2018 年，三菱电机千叶县子公司承认，
用于铁路列车的橡胶产品不符合既定规格。
2020 年 12 月份，三菱电机表示该公司曾
向欧洲车企出口大量不符合当地规范的汽车
零部件，还伪造相关文件，持续时间长达 3 年。
2018 年 2 月，三菱电机的全资子公司 TOKAN
宣布，用于包括新干线在内的铁路车辆和电梯
的 253 种橡胶产品存在省略品质相关检查等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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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行为。2017 年，三菱集团旗下的三菱电线工业被曝出伪造了数百万件产品数据，采购这些产品的企业大多数是飞机和轿车产业的，其中就
包括了美国波音公司和欧洲的空中客车。
2016 年，三菱汽车合作方日产公司质疑三菱为其代工车辆的实际油耗与三菱提供的数据不符，三菱汽车时任社长相川哲郎承认——相关
造假始于 2013 年，涉及 4 款微型轿车，三菱通过控制手段将油耗优化了 5%-10% 左右，涉及 60 多万辆车，其中有超过 46 万辆提供给了日产公司。
日企造假丑闻不断
近些年来，日本知名企业不时曝出造假新闻，将“日本制造”拉下神坛。
2021 年 2 月，日本汽车零部件供应商曙光制动器工业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曙光）发布文件称，该公司 4 家日本本土工厂生产的刹车及其
零部件产品中，超过 11 万件产品的数据是篡改或者编造出来的。其中，大约有 5000 件没有达到与汽车厂商约定的标准值。曙光还公布，造假
行为至少可以追溯到 2001 年，时间跨度长达 20 年。本次造假事件波及到包括丰田、日产在内的 10 家日系车企。
今年 2 月，日本一家生产处方药的制药企业小林化工曝出造假丑闻，累计已有 200 多名患者在服用该公司药品后出现不同程度的健康受损。
最令人咋舌的是，调查显示小林化工从 40 年前就开始捏造质量检验结果，而且企业管理层承认从 16 年前就已经掌握这一情况，但却放任至今。
2017 年 8 月，日本钢铁企业神户制钢所内部调查发现该公司产品存在篡改数据、以次充好情况，部分产品的篡改历史甚至长达 10 年。随
着神户制钢产品技术数据造假事件调查深入，潜在受害者增加至大约 500 家日本和外国企业，波及汽车、铁路、航空、航天等众多行业。
日本气囊供应商高田公司曾是全球三大安全气囊制造商之一，自 2008 年起，高田的气囊问题开始逐步被披露。据报道，日本高田公司在
生产汽车安全气囊时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在气体发生器中使用了硝酸铵，该原料在变质受潮后，极易引起充气发生器爆炸，迸射出的碎片会对
前排乘客造成安全威胁。2017 年 6 月份，深陷安全和欺诈丑闻的高田公司宣布破产。高田气囊安全问题已爆发超过 10 年，问题气囊多达 1 亿个，
召回成本或高达数百亿美元，成为迄今为止史上规模最大的汽车召回事件。◆

日本 6 月出口飙升近 50% 对华出口增长 27.7%

日本政府发布的数据显示，日本 6 月出口同比增长 48.6%，连续第四个月实现两位数增长，较 5 月份创下的 49.6% 的 41 年最大增幅仅略
有放缓。
今年上半年，日本出口增长 23.2%，超过了 2019 年上半年疫情前的水平，并创下自 2010 年上半年以来最大增幅。
日本 6 月对华出口增长 27.7%，芯片生产设备、原材料和塑料需求强劲。对美国出口增长 85.5%，主要得益于汽车、汽车零部件和电机的
强劲需求。
日本 6 月进口增长 32.7%，实现贸易顺差 3832 亿日元。◆

韩国出口增速创 1988 年以来新高

作为全球经济的“金丝雀”，韩国 5 月出口已经发出了信号：全球经济的复苏正带来需求快速回暖。
6 月 1 日，韩国政府公布数据显示，韩国 5 月出口同比激增 45.6%，创下 1988 年以来最高出口增速，市场预期为 48.9%；进口同比增长
37.9%，市场预期为 38.0%。
按类别看，5 月半导体总出货量增长 24.5%，汽车出口同比大幅增长 93.7%，石油产品出口同比增长 164.1%、
按国家和地区来看，5 月对华出口增长 22.7%，对美国出口增长 62.8%，对日本出口增长 32.1%，对欧盟出口增长 62.8%。
不过 MarketWatch 指出，分析师预计，随着疫情导致的基数因素影响在 6 月可能还是减弱，强劲的出口增长将在 2021 年晚些时候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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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经济是外向型经济，高度依赖海外市场，因此长期
以来对全球经济具有先行指标意义，从产业上来看，韩国的
半导体、汽车和智能手机实力较为强劲。
韩国出口的大幅增长强化了全球贸易正从疫情中复苏的
观点，加上海外疫苗接种不断推进，共同推动了韩国经济的
扩张。
OECD 5 月 31 日发布最新的经济展望报告，预测 2021 年
韩国经济增长 3.8%，比 3 月所作预测高出 0.5 个百分点，但
低于政府的目标值（4% 以上）。报告指出，在出口复苏和强
劲的扩张性财政等因素的推动下，发展势头逐步恢复，疫情
扩散势头有所趋缓。
另外还值得注意的一点事，市场分析博客 The MARKET
EAR 指出，韩国近期出口的大幅增长相当引入注目，而这一数
据与中国财新制造业 PMI 数据存在良好的相关性。◆

泰国取消中国热镀锌产品的临时反倾销税

2021 年 6 月 8 日，泰国倾销和补贴审查委员
会发布公告称，鉴于全球钢铁贸易形势及新冠肺炎
疫情，决定取消对原产于中国的热镀锌冷轧板卷实
施的临时反倾销措施，并退还自 2020 年 8 月 3 日
起对中国涉案产品征收的保证金，本公告在《政府
公报网》发布次日起生效。
2020 年 2 月 21 日，泰国对进口自中国的热镀
锌冷轧板卷启动反倾销立案调查。2020 年 8 月 3 日，
泰国商业部发布公告称，对原产于中国的热镀锌冷
轧板卷作出反倾销初裁，决定对中国涉案产品以到
岸价征收 35.67% 的临时反倾销税，并且豁免以下
三类涉案产品的关税：1）厚度 2.3 毫米以上的产品；
2）汽车及其零部件制造用产品；3）电气及电子设
备制造用产品。
涉案产品的泰国海关编码为 7210.4912.021、
7210.4912.022、7210.4912.023、7210.4912.024、7210.4912.031、7210.4912.032、7210.4912.033、7210.4912.034、7210.4912.090、
7210.4913.021、7210.4913.031、7210.4913.090、7210.4919.021、7210.4919.031、7210.4919.090、7210.4991.000、7210.4999.000、
7212.3011.021、7212.3011.031、7212.3011.090、7212.3012.021、7212.3012.031、7212.3012.090、7212.3013.011、7212.3013.090、
7212.3019.011、7212.3019.090 和 7225.9290.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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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新闻 European News
欧盟对中国紧固件反倾销调查 是否将导致欧洲紧固件供应链恶化 ?
反倾销调查背景
2020 年 11 月 6 日，欧盟执委会收到由欧洲工
业紧固件协会所代表的欧盟钢铁紧固件制造商及
相关利益团体根据 2016 年 6 月 8 日欧洲议会所公
布非欧盟成员国产品倾销保护法 (2016/1036) 第
五条规定所提出的诉愿。内容宣称来自中国的特
定钢铁紧固件持续被倾销进入欧盟，因此造成欧
盟境内特定钢铁紧固件制造商的实质损害。
此项反倾销调查（案号 AD676）所牵涉的产品
包括特定钢铁紧固件（不包括不锈钢），也就是
木螺丝（不含马车螺丝）、自攻螺丝、其他有头
部设计的螺丝和螺栓（不论是否有螺帽或垫片，
但不包括固定铁路轨道构筑材料用的螺丝和螺栓）
以及垫片。
此 案 涉 及 的 紧 固 件 产 品 归 类 在 CN 编 码
73181290、73181491、73181499、73181558、
73181568、73181582、73181588、ex 73181595
(TARIC 编

码 7318159519 和 7318159589)、ex

73182100 (TARIC

编 码 7318210031、7318210039、7318210095 和 7318210098) 和 ex 73182200 (TARIC 编 码 7318220031、7318220039、

7318220095 和 7318220098)。
根据欧盟执委会所公布的相关期程，此案所牵涉的紧固件产品若是执委会在 2021 年 7 月 21 日做出认定有倾销事实的决议，将会面临临
时性反倾销措施。
欧洲紧固件经销商协会 EFDA

6 月 4 日针对这项调查进度所发布的最新声明，该协会成员主要是欧盟紧固件经销商及进口商，每年从亚

洲和远东地区进口超过 100 万吨的标准紧固件产品。
EFDA：紧固件短缺将威胁欧盟经济发展
在近期欧盟执委会即将针对是否对进口自中国的钢铁紧固件实施临时性反倾销措施做出决议之际，欧洲紧固件经销商协会理事长 Volker
Lederer 博士表示：“若是对中国紧固件实施反倾销税率，欧盟经济发展所需的螺丝和其他紧固件产品可能无法保证能持续稳定供应。高产能
利用率、原物料短缺及运输问题已将国际供应链拉进前所未有的混乱之中，让欧洲紧固件经销商根本不可能及时供应欧洲各行各业的紧固件需
求。在这样反常的情况下，欧盟若是真的对中国进口的特定钢铁紧固件课征额外的税率将会创造出所谓的‘完美风暴’。”
在 2020 年 12 月 21 日，欧盟执委会启动对中国进口特定钢铁紧固件的反倾销调查 ( 案号 AD676)。整个调查程序如果走完，可能会因此对
紧固件课征如先前 2009 年至 2016 年期间已经实施过的保护性税率，当时对中国产品课征高达 85% 的税率让欧盟对中国的紧固件贸易陷入全面
性的停滞。虽然世界贸易组织在 2016 年公开宣称欧盟的这项措施是不合法的，但已经对当地的经济造成伤害。欧洲紧固件制造商并没有采取
对应措施来大幅提高所谓标准件的生产。他们大部分押宝在欧洲汽车产业所需要的高质量特殊件上。标准件仍必须从远东或世界其他区域购得。
在接下来几周，欧盟执委会将决定是否要在夏季实施临时性税率，目前也正处于调查阶段，执委会也正在搜集各欧盟成员国的投票决议。
不过，全球紧固件市场现阶段是相当混乱的。从今年年初开始紧固件的运输时间已经拉长到两倍甚或是三倍，最高到 12 个月。不论在亚洲或
欧洲目前都还没有可以全然取代中国的选择。其他像是中国台湾、泰国或越南等东南亚市场，产能基本上在几年前就被美国厂商一举吃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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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当时特朗普行政团队对中国进口产品所实施的保护性关税。
疫情而起的旅游限制让欧洲进口商无法进行新供货商配合前必须做的访厂和稽核。钢铁或棒线等原物料的短缺正在使供应面的问题更加
恶化。持续性的全球海上运输及货柜荒等物流问题以及苏伊士运河危机造成的影响意味着欧洲将面临更显著的运输延迟和额外成本。在欧洲进
行采购作为替代方案基本上也无法纳入考虑选项。欧洲制造商目前没有任何多余的产能，也应该不会而且也不愿意去生产足量的必需标准紧固
件来满足欧洲产业的需求。
欧洲紧固件供货商供应着欧洲产业一系列标准和特殊件，并确保产品在对的时间可以在对的地方被取得。其主要客户包括汽车、机械制造、
建筑、风能、农业、家具、工艺和 DIY 等产业领域的制造商。对这些制造商来说，标准件的持续可取得性是不可或缺的，如此一来他们的产品
才能持续在欧洲被生产出来并成功在全球市场上销售。
Lederer 理事长表示：“欧洲现在必须尽可能地去确保自身产业的全球竞争力，更没必要去复杂化紧固件等必需产品的供应。为了从新冠
危机中重新站起来以及避免欧洲生产链的瓦解，欧洲经济会需要整个亚洲采购市场（包括中国在内）的产能。但在反倾销税存在下，欧盟复苏
的转轮将遭受重大阻碍。”
欧盟对中国反倾销（案号 AD 676）预计期程表
启动调查日期

12/21/2020

预测实地查访期间

03/08/2021-04/03/2021

预测发布时间 07/20/2021
临时性措施 07/21/2021
针对预测发布时间 / 临时性措施意见陈述截止日
09/01/2021
针对最终决议提出意见陈述截止日 11/08/2021
最终决议措施 02/17/2022 ◆

欧盟对我国钢铁紧固件反倾销调查更新

2021 年 7 月 20 日，欧盟执委会对中国进口特定钢铁制紧固件产品是否有倾销事实的调查（案号 AD676）做出预示揭露公告。
依据基本法规第 29a (2) 条规定，欧委会已经通知相关利益方其目前无意实施临行性反倾销措施，不过相关调查程序仍会持续进行下去。
欧盟预计于 2022 年 2 月 17 日公布调查最终决议结果。◆

欧盟预测今年经济复苏将加快

欧盟委员会 7 月 7 日发布夏季经济预测报告说，由于新冠疫情防控效果较好、疫苗接种加快，欧盟和欧元区经济今年复苏将更强劲。
欧委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保罗 • 真蒂洛尼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根据最新预估，欧盟和欧元区今年经济增幅均将达到 4.8%，明年均
为 4.5%，欧盟和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将在今年年底前恢复到疫情前水平。
这组数据比 5 月发布的春季预测更乐观，在春季预测中，欧盟经济今年将增长 4.2%，明年将增长 4.4%。真蒂洛尼表示，上调经济预测是
因为一季度经济好于预期、有效的防疫措施和加速推进的疫苗接种使得欧盟成员国得以逐步放开经济活动，欧盟内部旅游将逐步恢复。此外，
贸易伙伴经济向好，以及欧盟恢复基金的使用，都有助于欧盟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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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还显示，欧盟通胀率今年将达 2.2%，明年将
达 1.6%，也高于此前预测。真蒂洛尼说，能源价格激
增和生产瓶颈推高了通胀率，随着经济恢复以及供求趋
于平衡，情况将会好转。
欧盟执委会 7 月 7 日上调了欧元区经济增长预估，
同时并未理会公众对新冠疫情日益加剧的担忧，以及
供应瓶颈对欧元区最大经济体德国的工业生产造成的影
响。
数据显示，持续的全球半导体短缺致使 5 月德国工
业产出下降，德国汽车协会也因此下调了 2021 年汽车
销售预期。
报道称，尽管如此，欧盟执委会仍预计，在第二季
度经济重启和旅游旺季情况好转的希望带动下，今年欧
元区经济将增长 4.8%，远高于 5 月份预测的 4.3%。欧
盟执委会称，这次预估是基于 2021 年下半年将进一步放松对于新冠疫情限制的假设。
据报道，欧盟执委会经济事务执委真蒂洛尼（Paolo Gentiloni）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Delta 变种病毒的蔓延提醒人们，我们尚未摆
脱疫情的影响。”但他补充称，“目前我并不认为欧洲各地未来会大规模出台新的限制措施。”
德国汽车制造商协会（VDA）将 2021 年德国汽车销量增长预期从 8% 下调至 3%，原因是半导体短缺造成生产障碍。
VDA 下调了产量预估，目前预计今年德国国内销量为 315 万辆。
另外，德国经济部表示，汽车行业的半导体供应瓶颈是 5 月工业产出下降 0.3% 的主要原因。
报道称，尽管存在这些担忧，布鲁塞尔还是上调了欧元区 19 个经济体中最大的三个国家今年的增长预测，预计法国增长 6.0%，意大利增
长 5.0%，德国增长 3.6%。同时欧盟预计，明年德国经济增长将加速至 4.6%，法国和意大利将保持 4.2% 的强劲经济增长。◆

“缺芯”严重

拖累欧洲汽车业复苏势头

以德国、法国、英国为代表的汽车大国的“缺芯”影响
在 6 月份出现加剧之势。在市场需求旺盛之际，产销两端都面
临复苏压力。
德国汽车制造商梅赛德斯 - 奔驰 7 月 6 日预计，全球半
导体短缺将影响其未来两个季度的销售，此前该公司称，供应
紧张限制了第二季度车辆的交付，尤其影响了 6 月份的交付。
德国汽车工业协会（VDA）表示，近几个月德国的汽车产
量“明显低于预期”，并将今年产量的增长预期从之前的 13%
下调至 3%。在其发布的年中市场报告中，VDA 预计今年德国将
生产 360 万辆汽车，较上一次预测减少了 40 万辆。
德国汽车工业拥有大众、戴姆勒、宝马等品牌，占德国
整体经济产出的约 5%，提供的就业岗位超过 80 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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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随着新冠疫情形势好转，汽车需求迅速回升，制造商们却又陷入了芯片短缺的尴尬境地。
VDA 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德国汽车产量为 173 万辆，同比增长 16%，新车销量也同比增长 15% 至 139 万辆；然而，由于“缺芯”难题，
其 6 月汽车产量却下降了 19%，凸显出德国汽车工业当前的困境。汽车工业在各种电子系统内使用数十项芯片，当汽车制造商芯片供给不足时，
不得不减缓生产或闲置工厂。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尽管与 2020 年相比有大幅增长，但新注册的汽车数量仍远低于新冠疫情暴发前的水平。全球芯片短缺被证明
是 6 月英国汽车销售复苏的障碍。
根据英国汽车制造商和贸易商协会的数据，英国 6 月份售出了约 186128 辆新车，比去年同期高 28%，但比 2019 年 6 月低 17%。一些汽车
销售展厅仍处于关闭状态，而另一些展厅自疫情期间关闭以来首次开放。
由于半导体短缺导致全球各地的工厂关闭，该行业正面临数十万笔销售损失。英国汽车业人士对媒体表示：“在全球半导体短缺看不到
尽头的情况下，汽车行业正面临严重的供应问题，可能会对复苏之路造成严重障碍。”
尽管消费者对新车的需求受到压抑，但由于芯片短缺，汽车行业仍一直难以满足需求。芯片短缺预计将影响到今年下半年的汽车生产水平。
在线市场汽车交易者网站商业总监普卢默表示：“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业绩是基于半导体短缺发生前接到的大量订单。因此，
未来几个月，全面影响可能会更加明显。”◆

Böllhoff 发表 QUICKLOC® 快速锁固系统

Böllhoff 发表的 QUICKLOC® 夹紧、旋转及加压锁固系统可以重
复进行锁固和卸除接合动作。
产品可以轻松地与对手件进行密合，操作上更加容易，这个快
速锁固系统可以重复进行开启和闭合的动作。QUICKLOC® 对常用的零
组件是非常棒的搭配产品。
QUICKLOC® 是易于使用的高强度系统。其快速锁固紧固件产品
无须保养、耐震。还有一个封盖可以避免遗失，由一支硬化后的防
松钢铁螺栓、塑料挡圈和弹簧防松底座组成。除了标准规格外，也
提供客制化设计。
QUICKLOC® 夹紧、旋转及加压锁固系统被使用在需要快速安装
以及重复性锁固和卸除的产业领域，比如铁道运输、汽车、医疗科技、
压缩技术、加热工程和航天。◆

瑞典 Nord-Lock 发表 Typhoon+ 液压螺栓张力调整器
Nord-Lock Group 近期正式发表全新 Typhoon+ 系列液压螺栓张力调整器，主要是开发来满足风力能源市场在技术和环境的需求。高螺栓
负荷和局限性的应用环境是该市场的常见挑战。
Nord-Lock 集团旗下的 Boltight 非常了解如何调整液压螺栓的张力，且正持续努力布署可以永久性消除螺栓松脱或锁太紧风险的最新技
术和先进的螺栓张力调整装置。
坚固耐用的 Typhoon+ 设计确保了需频繁和重复使用于陆上和离岸风力涡轮发电机上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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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设计提供 :
使用简便 - 快速自动弹簧回复设计让活塞可以完全收回原先定
位，不必手动输入。
改良的密封垫技术 - 减少密封垫更换，并透过高周期使用提升
一般效能。
安全性 - 避免过度抽击，移除过度抽击活塞的可能性。内部的
失效安全技术在拉棒失效时会让张力装置维持在螺栓上，确保使用
者的安全。
高寿命周期 - 产品寿命长，因为使用高等级材料制成的拉棒，
不受固定的周期数限制。
不需过度保养 - 因为有改良过的弹簧自动啮合齿轮驱动螺帽旋
转槽以及传动装置，使用简单。
耐用 - 独特的表面处理提供在恶劣环境中的长时间保护。
当被问到 Typhoon+ 的问世时，Boltight 商业与计划经理 Gavin Coopey 提到，“我们非常高兴可以发表这样的新产品。我们有信心，
Typhoon+ 可以在让使用液压螺栓张力器于风力涡轮发电机的过程更快、改善耐用性和降低操作中断上扮演关键角色。”◆

英国 Howmet Aerospace 使用全新材料生产 KEENSERTS® 实心嵌件
A286 这款材料是奥斯田铁的铁镍铬合金。可耐受温度从 –196°C 到
700°C，而且相较于低合金钢或常见的不锈钢，其提供更优异的强度和优势。
在这样的耐受温度范围下，A286 展现出超群的抗腐蚀特性。典型的 A286
适用于 :
• 航天和发电厂建筑燃气轮机用零件
• 热加工工程
• 汽车产业
• 航天紧固件
• 无磁性低温设备 ◆

Bossard 全新推出 SmartBin Cloud 助您迈向工业 4.0
如今，工厂的数字化程度越来越高，不同系统之间通过物联网实现实时信息交换或更新。在理想情况下，所有系统都能自动完成工作，
几乎不需要人为干预。一个完全物联网化的工厂，即所谓的“智慧工厂”，通过使用智能系统收集和使用所有的运行和生产数据。
柏中（Bossard）全新推出的 SmartBin Cloud 将成熟的 SmartBin 与新的 SmartLabel 相结合，使您的工厂率先实现智能化。这款产品是
智能工厂技术创新的先驱，帮助您获得更精简的生产工艺和更精确的实时数据。
Bossard 再一次引领变革，不断的创新使您的工厂率先实现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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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Bin——效率达到新高度
通过重量传感器自动触发，每次取用或补货时都会立即更
新库存和订单信息，实时监控库存水平。当到达预设的补货点
时，系统自动触发补货需求，数据通过工业物联网技术（IIoT）
发送到 Bossard ARIMS 供应链平台。
工业云连接
SmartBin Cloud 可以通过工业物联网（IIoT）连接工厂现
有基础设施，让您通过安全可靠的工业云连接获取实时数据。
IIoT 使用工厂现有基础设施实现工业云连接，不需要额外设施，
数据安全地存储在云中。无论何时何地，您都可以在移动终端
访问 ARIMS，轻松获取实时数据。
全新的电子标签设计
得益于先进、成熟的设计，SmartBin Cloud 能够应用在多种生产模式中。每个盒子都配备全新的 SmartLabel Cloud 电子标签，显示相关
的产品信息、实时订单状态和交货日期，确保产品信息可视化、流程可控和数据可靠，帮助您轻松掌控全局。SmartLabel Cloud 是模块化系统，
集成 LED。不仅可用于亮灯拣选，还为未来技术的创新提供了可能。◆

采埃孚在数据和人工智能研发方面取得突破

• ADAS.ai 数据和人工智能组件显著降低了高级辅助驾驶系统的成本，加快了该系统上市速度
• 采埃孚和 Cognata 公司将携手合作，向全球出行服务供应商提供这一服务
• 凭借实地场景下的驾驶数据（而非模拟数据）来帮助验证高级辅助驾驶系统
采埃孚集团正在为高级辅助驾驶虚拟工程和数字验证引入一套新的基于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可扩展组件，名为 ADAS.ai。ADAS.ai 可以帮助
汽车制造商加速为乘用车和商用车开发高级驾驶员辅助系统，也可应用于采埃孚以及其他一级供应商开发的高级辅助驾驶系统。
采埃孚在 ADAS.ai 方面取得了两项突破：第一，建立了一个通过收集全球范围内验证 L2+ 高级辅助驾驶系统所需的所有场景和里程并基于
超高精度的多传感器系统同步后的数据组；第二，采
埃孚使用以色列雷霍沃特市 Cognata 公司开发的专有
人工智能技术。这家以色列公司将这个超高分辨率数
据集应用于新车辆的传感器中，使这些传感器数据能
够继续被新的车辆使用。
基于实地驾驶场景的完整 L2+ 场景
ADAS.ai 是基于云端的系统。与传统的基于实地
驾驶和现有仿真技术的工程和验证相比，它具有显著
的成本和质量优势。基于实地驾驶衍生数据，该系统
可在完整 L2+ 场景在工程和验证阶段以不同位置的进
行回灌点注入，以完成“虚拟”或“全传感器”模式
来显著加快工程和验证过程的速度，提高效率。
采埃孚集团电子和高级驾驶辅助系统执行副总裁

.64. 《紧固件》季刊 2021年7月 第六十四期

海外商情

Overseas News

克里斯托夫 • 马纳特 (Christophe Marnat) 说，“我们使用以端到端的方式收集实地驾驶数据，因为我们知道这才是客户和监管机构所需要的。
借助我们的方法，汽车制造商既不需要大量的试驾员，也不需要动用数百万测试人员进行设计和验证。我们将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结合在一起，
因为我们使用实地的驾驶数据来推动这两种验证模式。采埃孚期望为所有一级供应商的高级辅助驾驶系统实现完整的高级辅助驾驶虚拟工程，
同时汽车制造商希望高级辅助驾驶系统能得到充分测试——在第一个样件制造之前进行充分的数字验证，采埃孚高级驾驶辅助系统数字工程和
验证组件可以将时间和成本减少多达 20% 的幅度。”
采埃孚和 Cognata 公司将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结合在一起
采埃孚的 ADAS.ai 集成了 Cognata 公司的专有算法，而该公司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自动驾驶和高级辅助驾驶系统的领导者。“Cognata 公司的人工智能系统使采埃孚的验证组件能够将真实驾驶数据传输到所有采用高级辅助驾驶技术的 L2+ 级车辆和新车上，并在虚拟空间
中进行验证。我们称之为实际数据到实际车辆的转
变。”Cognata 公司首席执行官丹尼 • 阿茨蒙（Danny
Atsmon）解释道。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前置摄像头制造商，采埃孚在
高级辅助驾驶系统硬件和软件技术、汽车制造商特定
验证以及符合国际法规的必要文件的开发等方面拥有
丰富的经验。此经验和能力，与完整的后端能力和先
进的人工智能相结合，创造了一个高效、快速的解决
方案，将改变高级辅助驾驶系统推向市场的方式。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确保现阶段和未来的高级辅
助驾驶技术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我们的工程和验证组
件反映了这一点，因为它的基础不是基于模拟的，而
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十万英里驾驶的真实数据。采埃
孚更好地了解如何在车辆上搭载高级辅助驾驶系统。”
马纳特说。◆

俄罗斯将对金属原料征收 15% 临时出口税

俄罗斯近日宣布，计划自今年 8 月 1 日起至今年年底为期半年的
时间将对钢铁、镍、铝和铜的出口征收至少 15% 的临时出口税。铜每
吨征收 1,226 美元、镍每吨征收 2,321 美元、铝每吨征收 254 美元。
另外钢铁税率因品项不同而异，但热轧钢品每吨至少征收 115 美元。
该措施主要是为保护俄罗斯国防和建筑产业不受材料成本上涨的
影响。由于俄铝 (United Co Rusal International) 的铝产量占全球
10%，诺镍 (Norilsk Nickel) 的镍产量占全球 20%，再加上俄罗斯本
身也是世界第三大钢铁出口国，主力销欧，预计该措施将大幅影响全
球金属供应市场。
有分析师称，因为很多中国台湾和亚洲业者使用的废钢、半成品
钢胚、热轧都从俄罗斯进口，而近期中国大陆的出口量又锐减，估计
对亚洲市场的供应量能将更为紧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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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新闻 American News
芯片短缺引发“蝴蝶效应” 美国 6 月制造业产值意外下降

美国时间 7 月 15 日，美联储表示继 5 月
增长 0.9% 后，6 月美国制造业产出环比下降
0.1%。从表面上看，此次产出下降是被汽车制
造商产值下降 6.6% 拖累所致，但归根究底却
是全球芯片短缺引发的连锁效应。
此前，路透调查的经济学家曾预计，6 月
份制造业产值将增长 0.2%。因为自 2020 年 3
月新冠疫情在美国流行至今，美国至少已有 1.6
亿人全面接种新冠疫苗，加上低利率和近 6 万
亿美元的政府救济金不断拉动消费需求，占美
国经济体量 11.9% 的制造业有望录得温和增长。
这一系列刺激举措在促进旅行休闲相关服
务和外出就餐等支出增长的同时，消费者对汽
车产品需求的刺激极为强劲。
美联储数据显示，6 月包括采矿及公用事
业产出在内的总体工业产值增长 0.4%，5 月修
正为增长 0.7%。
全球缺芯 汽车制造商产能告急
面对巨大需求，美国不少汽车制造商早已开始调整生产计划。然而，政府一系列刺激消费的措施在拉动购车需求的同时也加剧了全
球供应链紧张，使得芯片等原材料短缺的问题更加严重，部分汽车制造商不得不因此而停工。
通用汽车 (GM.N) 直接宣布，其位于密歇根州的兰辛三角洲城镇装配厂和位于田纳西州的 Spring Hill 装配厂将从 7 月 19 日起至 7 月 26
日停工。
数据显示，6 月美国汽车厂商的产出下降了 6.6%。纵观整个第二季度，汽车和零部件生产部分的产值缩减了 22.5%。
值得注意的是，汽车减产的同时也推动了消费者对二手车和卡车的需求，这成了近几个月美国消费通胀的主要推动因素。
供应问题终将缓解？
目前看来，美国对缺芯所带来的制造业产出下降问题仍持乐观态度。
纽约联储最近的报告显示，纽约州工厂产出在 7 月份激增，新订单和出货量双双强劲增长。
此外，虽然费城联储报告称 7 月该地区制造业指数下降，但包括宾夕法尼亚州东部、新泽西州南部和特拉华州在内的地方工厂仍在继续
稳步扩张。
“有证据显示，汽车原材料的供应问题可能会在今年晚些时候或者 2022 年初开始逐步得到解决。”花旗集团驻纽约经济学家维罗妮卡 •
克拉克 (Veronica Clark) 表示。
他说，“我们预计，只要需求持续强劲，随着芯片等原材料供应的问题得到缓解，制造业产出将在 2022 年获得支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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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或已见顶 美国经济下半年怎么走

经历连续两个季度快速增长后，美国经济
增速见顶已成为多数经济学家共识。展望下半年
经济走势，美国经济预计受到供应短缺和通胀
等因素影响而开始放缓，步入更温和扩张阶段。
为抑制通胀压力，美联储可能考虑在今年年底
前宣布开始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上半年：个人消费驱动复苏
受新冠疫情冲击，美国经济去年全年萎缩
3.5%，陷入 74 年来最糟糕经济衰退。今年整体
疫情因疫苗接种推进而趋于缓解，加上大规模
财政刺激和宽松货币政策支持，个人消费复苏
带领上半年美国经济强势反弹。
美国商务部 6 月底公布的最终修正数据显
示，今年第一季度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
按年率计算增长 6.4%。其中，占经济总量约三分之二的个人消费支出大幅增长 11.4%。
分析人士指出，许多美国人已经接种疫苗，并得到经济救助计划中的纾困金和额外失业救济补贴。在疫情缓解后，消费者释放此前被压
抑的需求，花更多钱购买汽车、家具等商品，推动经济强劲反弹。
牛津经济研究院首席美国经济学家格雷戈里 • 达科表示，疫情暴发以来，美国家庭已积累约 2.5 万亿美元储蓄，大约 13% 预计用于消费，
这将支撑个人消费持续增长至 2022 年。
美国商务部将于 7 月底公布第二季度 GDP 首次预估数据。达科预计第二季度增速将达 11%，或已见顶。美银美林全球经济研究主管伊桑 •
哈里斯认为，当前经济增速和通胀明显不可持续。《华尔街日报》日前公布调查显示，多数经济学家预期美国经济总量在二季度恢复至疫情前
水平，同期经济增速见顶。
下半年：更多制约因素显现
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将从第三季度开始放缓，步入更温和扩张阶段。
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日前发布预测称，美国经济增速今年第二季度将达 9%，第三、第四季度将分别放缓至 7.8% 和 4.2%，全年经济预计
增长 6.6%。2022 年、2023 年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至 3.8% 和 2.5%。
哈里斯表示，当前美国经济增长面临的限制因素比预期更多。一方面，供应瓶颈限制商品生产；另一方面，缺乏劳工制约服务业消费扩张。
行业人士预计，今年下半年全球芯片短缺局面仍将延续，美国汽车业等制造产业或不得不继续减产。汽车业是美国最大的制造产业，汽
车业持续减产将制约经济增长。
经济学家认为，受疫情反弹、失业救济福利降低人员外出工作积极性等因素影响，美国企业将继续面临招工难问题。美国商会统计显示，
教育、卫生医疗、专业技术和商业服务等行业受劳动力短缺冲击最大。
美联储 7 月 14 日发布的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也称“褐皮书”）显示，过去两个月供应链中断问题更加普遍，部分企业因缺乏劳动力
而推迟扩张或缩减服务规模，多数企业预计未来几个月投入成本和销售价格将进一步攀升。
由于经济全面恢复开放后需求增速远超供应，近几个月美国通胀压力快速上升。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6 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
同比增长 5.4%，创 2008 年以来最大同比增幅；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 CPI 同比增长 4.5%，为 1991 年以来最大同比增幅。
通胀高企冲击消费者信心，加之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快速传播引发的担忧加剧，未来几个月美国个人消费支出增长可能放缓。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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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歇根大学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7 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降至 80.8，创 5 个月新低。
应对通胀：退出量宽日益迫近
通胀压力正促使美联储开始讨论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目前美联储仍按照每月 1200 亿美元的购债规模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多数经济学家预计，
美联储最早将于今年 9 月、不晚于今年 12 月正式宣布逐步缩减每月购债规模。完成缩减购债计划后，美联储将考虑启动加息，逐步实现货币
政策正常化。
美联储 6 月发布的季度预测显示，多数美联储官员支持到 2023 年启动加息，部分官员则支持 2022 年年底开始加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
鉴于未来几年通胀率将持续高于 2% 的目标值，美联储可能需要从 2022 年年底或 2023 年年初开始加息。
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当前美国通胀高企是暂时性的，但供应瓶颈何时缓解存在不确定性，通胀何时回落以及回落到什么水平尚无定论。
分析人士指出，如果通胀率持续高于预期水平，美联储需考虑提前结束量化宽松或者提前加息，以避免通胀失控。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日前表示，
如果一段时间内通胀率实质性超出目标水平，并使得通胀预期发生根本改变，美联储将适时调整货币政策。◆

美国计划大力发展海上风电项目

据外媒报道，美国拜登政府 3 月 29 日表示，正计
划在东海岸大力发展海上风电项目，在 2030 年之前部
署 30 吉瓦海上风电装机容量，为 1000 万户家庭供电，
并创造数万个就业机会。
根据海上风电项目计划，该项目每年将需要投入
120 亿美元资金，将创造 4.4 万个直接的就业岗位以及
3.3 万个相关的就业岗位。该项目还将帮助每年减少
7800 万吨二氧化碳排放。这将成为拜登应对气候变化
行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国家气候顾问吉娜 • 麦卡锡表示：“拜登相
信我们面临着巨大的机会，不仅可以应对气候变化的
威胁，还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创造数百万个高薪工作，
为经济复苏提供动力。”
美国政府还表示，目前正准备进行新泽西海上风
电项目的正式环境分析。该项目计划于 2024 年投入运
营，届时装机容量将达到每年 1100 兆瓦，足够为 50
万个家庭供电。
新泽西的海上风电项目将可能成为美国第三个商业化规模的海上风电项目。据悉，美国目前只有两个海上风电项目，规模均不大，一个
是 30 兆瓦的布洛克岛风电场，另一个是位于弗吉尼亚州沿海的 12 兆瓦的小型试点项目。
此外，美国还将投入 2.3 亿美元来升级港口，并为海上风电项目提供 30 亿美元的融资支持措施。据悉，在海上风电项目方面，美国与欧
洲相比还相对滞后。美国目前正在开发中的风电项目大多是由欧洲公司进行的。
目前，欧洲也在大力发展风电项目。有报道称，欧洲目前拥有超过 20 吉瓦风电容量，并计划到 2050 年扩大十倍以上。
不过，拜登这一计划预计将会遭遇一些反对的声音。一些渔业组织对风电项目可能对其捕鱼活动造成的负面影响表示了担忧。此外，风
电项目计划还可能在国会遭遇阻力。共和党人一向反对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气候变化应对，认为这可能是经济所难以承受的，但民主党人则主张
加大投入进行气候变化应对，并在此过程中创造就业机会和帮助提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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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KS Instruments 收购 Atotech Corporate

7 月 1 日，美国半导体设备制造商 MKS Instruments（万机仪
器）公布将以约 51 亿美元收购德国特种化学品厂商安美特（Atotech
Ltd），意在通过增加电镀化学品，满足电路的小型化需求，从而实
现芯片与设备的集成，以扩大芯片制造业务。这笔交易预计将于今
年第四季度完成。
MKS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John T.C. Lee 表示：“MKS 和 Atotech 将一同获得优异的市场优势，可以为提供先进电子产品的客户
推动更快、更好的解决方案和创新。两家公司结合后可以整合各自
在激光、光学、传动和工艺化学领域的各种领先能力，优化印刷电路板的互连，为下一代先进电子产品的重大工艺做出贡献，解决未来电子产
品在微型化和复杂性上的挑战。我们预计 Atotech 在加入 MKS 后，可以为下一代的先进电子设备提供未来发展的路线图。收购 Atotech 还
可以为 MKS 提供了来自尖端设备消耗性的产品组合，从而创造新的经常性收入；由于这个产品组合的市场规模十分巨大，将为我们带来继续
发展的潜力。”
“我们双方在主要的先进电子产品市场上拥有可以互补的客户解决方案，如 Atotech 在电镀方面的专业知识和 MKS 钻子产品方面的专
业能力。由于产品的微型化对产品形成了多种新的挑战，如对可靠性、生产力和峰值性能都是必须满足的条件；因此，印刷电路板变得越来越
复杂。新一代互连的路线图进一步加快了对更多综合性解决方案的需求；市场大都期待这些解决方案能够提高产量和吞吐量。”
“Atotech 在电镀和化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可以结合 MKS 在激光、激光系统、光学元件和运动方面的优势，为材料加工和复杂应用领域的
客户提供多种创新和突破性解决方案。这项交易对我们的股东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结果，我们认为，除了将带来一些立竿见影的效果外，它还提
供了从合并后公司的上升潜力中获益的机会 ,” Atotech 首席执行官 Geoff Wild 表示。
MKS Instruments 总部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目前市值约 100 亿美元，成立于 1961 年，主营业务为仪器、系统和过程控制系统等，其
60% 的收入来自半导体领域。
近年来，MKS 一直在积极寻求收购。2016 年，MKS 收购了美国激光制造商
Newport Corp.，2018 年则收购了美国激光系统供应商 Electro Scientific Industries。今年 2 月份，MKS 还计划收购激光组件供应商 Coherent，但是在竞购
中输给了美国激光厂商 II-VI Inc.；5 月，MKS 则就收购加拿大光学传感器供应
商 Photon Control 达成最终协议，Photon Control 产品主要用于半导体晶圆制
造中蚀刻和沉积环节的温度控制。
此次收购交易中，MKS 将为安美特每股提供 16.20 美元的现金和 0.0552 股
MKS 普通股，安美特每股价值约为 26 美元。
MKS 称，该交易将产生 38 亿美元的预估年收入，并增加其现金流。MKS 预计在 18 至 36 个月内，收购安美特将带来 5000 万美元的年度成
本协同收益。
根据声明，MKS 将用现有的现金和债务融资为此次收购提供资金。收购计划已获得 MKS 和安美特两家公司董事会的一致批准，预计将于第
四季度完成。
据外媒报道，MKS 和安美特的财务顾问分别为美国金融服务商 Perella Weinberg Partners 和瑞士信贷。
ATOTECH 是一家德国化学工业公司。其起源于 70 年代的 Elf Aquitaine 企业并购，并于 1993 年在德国柏林成立，主要生产特种化学品，
是当时全球最大的电镀企业，2000 年开始发展半导体事业。ATOTECH 已经于今年 2 月在美国上市。
随着近期全球半导体短缺，导致一些汽车生产线关闭，影响已波及消费电子等其他领域。这或许是 MKS 对相关企业展开收购的原因之一。
也可见其发展壮大芯片制造业务的迫切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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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nEngineering 宣布投入数百万欧元对爱尔兰 Galway 厂数字转型

全球创新紧固技术方案领导厂 PennEngineering 宣布旗下爱尔兰 Galway 厂
将进行大范围数字转型。这项高达数百万欧元的投资将包括 Galway 厂 200 名员
工的技能升级。
这个计划受到爱尔兰政府透过产业发展主管机关的支持。
PennEngineering 的 Galway 厂今年达成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欢庆成立 20
周年。从 2001 年起，团队人员已从 80 名增加至 200 名。2017 年 PennEngineering 宣布了 Galway 全新 80,000 平方英呎的工厂，将该处转型成其全球组织架构
下的技术中心，拓展 PennEngineering 的研发能力以及强化其对欧洲客户的承诺。
PennEngineering® Fastening Technologies (Europe) Limited Mary Ann
Fleming 总经理表示 :“我们非常开心能获得爱尔兰产业发展主管机关的支持，让我们可以快速进行我们的智能制造计划。我们的工业 4.0 策
略将让我们强化产品输出至欧洲市场，并在持续成长的市场维持住竞争力。”◆

美国 Birmingham Fastener 并购 Steel City Bolt and Screw

Birmingham Fastener 日 前 宣 布， 已 经 并 购 Steel City Bolt and
Screw。他们非常期待可以与 Steel City Bolt and Screw 现有的客户提供服
务和合作。
届时，Steel City Bolt and

Screw 的运作将被并入其位于亚拉巴马州

Birmingham 企业总部的制造厂。
如此一来，他们可以提供给客户的服务水平将被提升。客户服务一直是
Birmingham Fastener 最重要的事。所有 Steel City Bolt and Screw 的客
户都将成为 Birmingham Fastener 重视的客户并成为优先服务对象。◆

美国工商五金 2021 财年年报归母净利润 1.30 亿美元 同比减少 53.33%

3 月 24 日美国工商五金 (CMC) 公布财报，公告显示公司 2021 财年年报归属于母公司
普通股股东净利润为 1.30 亿美元，同比下降 53.33%；营业收入为 28.54 亿美元，同比下跌
47.88%。
美国工商五金公司于 1946 年在特拉华州成立。该公司及其子公司通过一个设施网络制造、
回收和制造钢和金属产品、相关材料和服务，包括七个电弧炉（“EAF”）小型轧机、两个电
弧炉微型轧机、两个重轧轧机、钢制造和加工厂，美国和波兰的建筑相关产品仓库和金属回
收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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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tenal 公司 2021 财年第二财季归母净利润 2.40 亿美元 同比增加 0.33%

7 月 16 日美国 Fastenal 公司公布财报，公
告显示公司 2021 财年第二财季归属于母公司普通
股股东净利润为 2.40 亿美元，同比增长 0.33%；
营业收入为 15.08 亿美元，同比下跌 0.09%。
其中，二季度紧固件产品每日净销售额同比
增长 28.4%，占了二季度净销售额的 33.6%。2020
年二季度和 2019 年二季度，紧固件产品每日净销
售额分别占该季度净销售额的 26.0% 和 34.5%。紧
固件产品相对去年二季度的占比增长表明，美国
制造业和建筑业的需求上升。
Fastenal 公司于 1968 年根据明尼苏达州法
律成立。该公司是北美工业和建筑用品批发分销
的领头羊。公司通过 3200 个网络在这些市场上分
销物资。该公司的大部分客户都在制造业和非住宅建筑市场。制造业市场既包括原始设备制造商（OEM）也包括 MRO 客户，非住宅建筑市场包
括通用、电气、管道、钣金和道路承包商。该公司产品的其他用户包括农民、卡车司机、铁路、石油勘探公司、石油生产和精炼公司、矿业公司、
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实体、学校和某些零售行业。◆

安全带紧固件装配存隐患！特斯拉两款车型面临召回

近日据海外媒体报道，特斯拉 Model 3 和 Model Y 因安全
带紧固件可能未正确连接装配在美国市场面临召回。
据悉，“安全带紧固件可能未正确连接装配”的安全隐患
主要涉及两个批次车型，其中第一次召回涉及车辆 5,530 辆，
包含 2018-2020 年生产的 Model 3 和 2019-2021 年生产的 Model
Y 车型。第二次召回共涉及车辆 2,166 辆，均为 2019 年至 2021
年生产的特斯拉 Model Y 车型。
此次召回是由于工人未能将安全带正确拧紧到位或在安装
安全带后没有验证是否符合标准。
特斯拉指出，此次召回没有造成任何碰撞或伤害，并进一
步表示将更换紧固件以确认它们是否符合正确的规格。如果检
查过程中发现零部件损坏，特斯拉工作人员将对其进行修理或
更换。
对于汽车主机厂及汽车产品而言，召回事件并不稀奇。不过据外媒消息，特斯拉工人表示为了满足生产需求，装配车辆时往往会走“捷径”。
外媒早前曾报道，特斯拉工人表示，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在车辆组装过程中正确完成任务。值得注意的是，Model 3 不久前因制动螺栓问题被召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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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新闻 Other News
全球工业紧固件需求年复合成长率增长 4%

据 Fact.MR 称，全球工业紧固件市场预计会以年复合成长
率 4% 的速度持续扩展至 2031 年，同时螺纹和塑料工业紧固件
的需求也会在许多类别的终端使用产业持续攀升。
报告指出：新冠疫情的爆发暂时影响了 2020 年的产业发
展，随着疫苗开打和新措施成为常态，汽车、建筑和其他关键
终端用户产业从去年最后一季也开始恢复。例如，整体产业前
景在过去 2006 至 2020 年仍保持正向发展。
随着工业紧固件制造商开始导入先进技术和大量投入各种
研发活动，产业预计会在接下来几年进一步拓展。
汽车产业快速和稳定的复苏以及各种商用和家居建筑建案
使用更多的工业紧固件，预期会增加美国供货商的营收。报告
称，德国的高端汽车领域和疫情障碍逐渐克服后，建筑案件的增加让该国也出现强劲增长。
同样地，中国预计会在接下来几年工业紧固件销售的建筑、汽车和家电产业将会出现大幅增长。作为全球最大的车辆市场，中国预期汽
车输出会在 2025 年达到 3,500 万辆。
印度在工业紧固件的需求、销售和生产是已经崛起的获利国，且预期会持续增长至 2031 年。丰富的原物料和劳动力以及来自建筑业的需
求都支撑着印度的销售。◆

南非对进口六角螺丝钉作出第一次保障措施日落复审终裁

2021 年 6 月 29 日，WTO 保障措施委员会发布南非代表团向其提交的保障措施通报。南非对进口六角螺丝钉 (Screws Fully Threaded
with Hexagon Heads made of Steel) 作出第一次保障措施日落复审终裁，建议维持涉案产品的保障措施税，有效期为 3 年。具体如下：2021
年 8 月 3 日 -2022 年 8 月 2 日为 35.6%，2022 年 8 月 3 日 -2023 年 8 月 2 日为 30.6%，2023 年 8 月 3 日 -2024 年 8 月 2 日为 25.61%。涉案产
品的南非税号为 7318.15.39。
利益相关方应于公告发布 20 日内进行应诉登记，提交相
关证据材料至南非国际贸易管理委员会 (ITAC) 邮箱：STakacs@itac.org.za, TTshikomba@itac.org.za。
2018 年 4 月 20 日，南非对进口六角螺丝钉启动保障措施
立案调查。该案调查期为 2014 年 7 月 1 日 -2017 年 6 月 30 日。
2018 年 8 月 3 日，南非国际贸易管理委员会发布公告，对进
口六角螺丝钉保障措施案作出初裁。2019 年 2 月 6 日，WTO 保
障措施委员会发布南非代表团向其提交的保障措施调查通报，
南非国际贸易管理委员会对进口六角螺丝钉作出保障措施终
裁。2021 年 5 月 21 日，南非国际贸易管理委员会发布公告，
对进口六角螺丝钉启动第一次保障措施日落复审立案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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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磨一剑，携手再前行——武汉国际机床展览会
2021 第十届武汉国际机床展览会联合湖北省机械行业联合会、湖北省机械工程学会、湖北省智能制造学会、湖北省模具工业协会、湖北
省塑性工程学会、湖北省铸造协会、武汉·中国光谷激光行业协会、武汉铸锻热行业协会等单位联合主办，将于 2021 年 9 月 7-10 日在武汉国
际博览中心举行。
放眼未来，中国中部地区的工业发展将迎来巨大变化，抓住机遇乘势而上正是武汉国际机床展览会的努力方向。武汉作为中国的经济地
理中心，覆盖了中国方圆 1000 公里的工业所在地；更为重要的是依托武汉雄厚的工业基础和优良的经济、贸易、地理、人力资源、科研等优势，
武汉国际机床展将继续为参展企业打造集品牌展示、技术交流、贸易合作及市场开拓于一体的产业展示平台。
展会期间参展企业将提供先进制造设备和核心技术，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产品，展示智能制造及先进制造产业技术应用，努力
打造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平台，正是武汉国际
机床展览会的重要使命。
随着中国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的趋势愈发明
显，中部高端智能装备领域的市场空间正加速膨
胀。制造企业正满怀信心加入产业崛起的热潮，
积极做实、做强实体经济，开拓产业链配套。武
汉国际机床展览会将成为全球制造商开拓中西部
工业市场的最佳展示平台。
第十届武汉国际机床展览会预计达 400 平方
米展示规模，450 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参展，吸引
1500 人 + 专业观众到场参观，汇聚中部地区制造
商及终端用户，提供多元化展示与商洽平台，助
推行业发展新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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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赞品牌展商
评选活动投票启动
2021 年 10 月 27 － 29 日
第 21 届苏州紧固件与技术展将盛大开启！

从原材料到紧固件，
再到设备，模具，工具，表面处理，

参选范围
本届苏州紧固件展参展企业

网络投票时间
2021 年 6 月 29 日 -10 月 22 日

在线测量 + 检测技术 ...
颁奖时间与地点
本届展会将吸引数百家业内知名厂商，
品牌同台竞技！

2021 年 10 月 27 日
苏州国际博览中心

作为数百家展商之一的您，
如何脱颖而出，获得更多品牌曝光机会？

第 21 届苏州紧固件与技术展
最赞品牌展商评选活动正式启动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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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赞设备品牌展商”、“最赞
模具品牌展商”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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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描二维码 进入投票通道
为您心仪的最赞品牌企业投上神圣的一票！
您还可以进入企业专属页面转发分享 继续为您的最赞品牌企业助力

亲爱的展商小伙伴 :
赶紧转发分享专属投票页面 , 邀约客户朋友 , 收获更多的点赞数，抢占展会人气 C 位！
相约湖畔，盛会图腾！更多同期活动，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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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前预告

2021 美国紧固件展重返俄亥俄州克利夫兰举办
会议与展会结合，展现最佳工业和供应链管理实践
据主办方迈布克斯会议展览集团介绍，2021 美国紧固件展包括

完美举办地——克利夫兰

11 月 8 日一天的培训项目，以及 11 月 9-10 日两天的紧固件行业展览。
“我们很高兴本届展会回到克利夫兰举办，并展示迄今为止
美国紧固件展作为美国整个供应链的紧固件专业展会之一，集

最具活力的美国紧固件展，”美国和墨西哥紧固件展活动总监 Bob

中了经销商，机械和设计工程师，采购商，批发商和 OEM 代工。2021 年，

Chiricosta 表示：“鉴于俄亥俄州在先进制造业方面的复苏，克利

展会还将重点扩大制造领域。2020 年 10 月，美国紧固件展与国际紧

夫兰是美国紧固件展的完美举办地。”

固件设备和供应商协会（IFMSA）达成多年合作协议，从 2021 年 11
月的美国紧固件展开始，同期举办国际紧固件制造展。

在过去一年，俄亥俄州制造业的发展得到了推动。去年 9 月，
美国国防部批准了一项 500 万美元的资助，用于改善俄亥俄州的国

从汽车到航空，从建筑到 HVAC（供热通风与空气调节），从家

防制造工艺并培训工人从事新一代工作。8 月，俄亥俄州被命名为国

具到电器，市场各领域的紧固件专业人士可以在美国紧固件展找到

防制造社区，该计划旨在支持加强国家安全创新和扩大国防制造能

他们需要的最新产品以及其服务的制造领域。

力的投资。

2021 美国紧固件展将在展前 11 月 8 日举办培训项目，以及产品

国防部计划的协调合作伙伴包括区域业务发展组织，其中包括

和工艺流程技术会议。主题涉及 OEM 代工和经销商高度关注的紧固

MAGNET，这是一家位于克利夫兰的非营利性咨询集团，其使命是发

件和固定件采购和使用问题。新冠疫情让全球供应链复杂化，越来

展制造业，帮助中小企业实现技术、创新和人才转型。

越多的企业希望采购更多的紧固件生产加工产品，从而探究更多潜
在可能性，如用于家居或者房屋等场合的粘合剂和涂覆。

欢迎访问 www.FastenerFairUSA.com 获取更多美国紧固件展的最新信息，或通过电邮 bchricosta@reedexpo.com 联系展会活动总监 Bob
Chirico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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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前预告

2021 俄罗斯国际金属冶金工业展将于 11 月
在俄罗斯莫斯科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启幕
2021 年第二十七届俄罗斯国际金属冶金工业展（Metal-Expo’2021）将于 11 月 9-12 日在俄罗斯莫斯科国际会展中心（Expocentre
Fairgrounds）隆重举行。据悉，本次展览总面积将超过 30,000 平米，俄罗斯大部分的知名钢铁企业已确认参展。
本届展会设有三大展馆，其中 2 号馆和 8 号馆将展示黑色和有色金属，3 号馆则是冶金机械展，将展出服务于钢铁工业和金属加工行业的
现代设备、技术和创新解决方案。展馆足够宽敞，本届展会可望恢复至 2019 年疫情前的展览规模。
俄罗斯莫斯科国际会展中心对于冶金行业的展商来说早已耳熟能详，作为俄罗斯莫斯科铸造、配件展 Litmash-russia、俄罗斯管材展
Tube Russia、俄罗斯钢结构展 SteelStructures 等展览的举办地 , 俄罗斯莫斯科国际会展中心位于莫斯科商业区中心，交通便利，毗邻地铁站。
主办方表示，随着大规模接种新冠疫苗工作的推进以及旅游限制的逐渐恢复，相信 2021 年展会的目标观众数量将比去年有大幅增长。展
会观众为钢铁产品的终端用户，来自建筑、重型工程、电力工程、运输与物流、钢铁贸易等行业。如果今秋前情况恢复正常，那些期待与俄罗
斯钢铁企业合作的国际公司也将出席本届展会。
参展的行业知名企业包括 MMK，TMK，Severstal，Mechel，OMK，NLMK，EVRAZ，Metalloinvest， UMMC，ChelPipe，IMH，TEMPO，Uraltrubprom，Asha Steel Works，Red October Steel Works，Electrostal Steel Works，Zlatoust Steel Works，KUMZ，Aluminium Metallurg Rus，OMZ Group，VSMPO-AVISMA，SMK，Novostal-M，Byelorussian Steel Works，Metinvest 等。
展会同期还将举办超过 50 场专家会议、研讨会和座谈会，直击钢铁行业痛点，课题包括黑色和有色金属行业的新材料和新设备，二次能源，
钢筋标准化，镀锌钢和烤漆轧制产品市场，汽车和医疗行业用钢铁产品新品种，增材和 3D 技术，钢结构市场，五金行业结构，钢铁行业营销，
信息技术解决方案，企业通讯等。活动主办方包括主要的行业联合会、协会和领先的科研机构。俄罗斯联邦工业和贸易部的协调委员会会议也
将同期举行。
2021 俄罗斯国际金属冶金工业展正在密锣紧鼓地准备中，时间：2021 年 11 月 9-12 日，地点：俄罗斯莫斯科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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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固件行业协会动态回顾
（2021 年 4 月 -2021 年 7 月）

江苏省机械行业协会紧固件分会参观考察广德金恒镀业有限公司

4 月 9-10 日，江苏省机械行业协会紧固件分会组织理事及以上单位前往安徽，参观考察广德金恒镀业有限公司。广德金恒镀业领导热情
接待了协会参观考察团一行。
4 月 9 日下午 2 时，业务对接交流会在广德金恒镀业大型会议室正式召开。
会议伊始，广德金恒镀业主要领导上台发表讲话，对江苏省机械行业协会紧固件分会考察团一行前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对公司概况和
产品应用领域分别作介绍。
据悉，广德金恒镀业有限公司位于安徽省宣城市广德经济开发区，专业从事化学镀镍表面处理技术研发的高新型企业。依靠着强大的科
研能力和人才优势，广德金恒镀业经过多年的努力积累了丰富的镀镍加工经验，具有完善的管理体系。所有有色金属材料均能获得合格的化学
镀镍镀层，服务客户涵盖了各个工业领域、核电、微电子、航空等技术领域。
接着，江苏省机械行业协会紧固件分会代表与广德金恒镀业代表纷纷上台发表讲话，包括：协会紧固件企业代表发表讲话《关于对电镀
业发展的见解以及紧固件对电镀工艺的要求》，广德金恒镀业郭建钢演讲《锌镍合金在紧固件行业的功能与应用及发展前景》，广德金恒镀业
王超介绍 《锌镍合金车间的发展与规划》等。
讲话完毕，大会进入问答交流环节。紧固件企业与电镀企业间就电镀的工艺与建立电镀业务进行深入的探讨，产业链的思想碰撞，讨论
高潮迭起，精彩不断！
会议结束后，江苏省机械行业协会紧固件分会一行人参观金恒镀业园区的厂容厂貌，以及对选定车间的参观考察。
4 月 10 日，江苏省机械行业协会紧固件分会组织理事及以上单位代表前往素有“天下四绝”之一美誉的太极洞景点进行春游，进一步加
强会员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增强协会凝聚力，增进会员情谊，携手共创江苏紧固件协会的美好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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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紧固件行业商会会长黄成安带队考察苏银产业园
4 月 7 日，杭州市紧固件行业商会会长、奥展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成安率领协会理事及以上单位代表赴银川市“苏银产业园”考察交流，
并组织开展座谈会。
苏银产业园是江苏、宁夏两省区党委、政府，苏州、银川两市市委、
政府践行习近平新时代发展理念，特别是区域协调发展理念所采取的重
大举措。
苏银产业园于 2018 年 11 月 18 日开园，2019 年 1 月 30 日获批成
为自治区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按照“东西合作、政府主导、市场化
运营”的原则统一规划、分期开发。园区规划总面积约 53 平方公里，
包括景城、横城和横山三大片区。
银川市副市长、苏银产业园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田国俊、苏银产业园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郝玉峰、苏银产业园首席招商顾问周建明、
苏银产业园嘉雯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宗艳对商会考察团的来访表示非常欢迎，并亲自陪同考察各项环节。
参观结束后，双方举行座谈交流，座谈会中，田国俊副市长对银川市的税收、水电、土地、用人政策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对于商会部分
企业运营情况询问了解，对企业投资落地的可能性进行了分析，对企业家们提出的问题也一一作出解答。会长黄成安也在调研后表示，考察组
要认真总结梳理，对当地原材料、已落地的投资企业进行了解。◆

广东省阳江市阳东区政府、广东五金制造委员会一行莅临杭州市紧固件行业
商会调研考察

4 月 13 日，广东省阳江市阳东区政府、广东省五金制造委员会一行莅临杭州市紧固件行业商会调研考察。
考察团第一站到达了杭州弹簧垫圈有限公司，商会常务副会长、杭州弹簧垫圈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关祥，监事长、杭州龙达弹簧垫圈有限
公司总经理徐国忠、副秘书长张睿铭接待了考察团一行，参观了生产车间并举行了座谈会。
随后考察团一行前往杭州市紧固件行业商会会长单位杭州奥展实业有限公司走访调研。商会会长、奥展实业董事长黄成安、总经理陈双
接待了考察团一行。
在会长黄成安的陪同下，考察团一行参观了奥展实业各个生产车间以及自动化立体仓库，介绍了公司的代表性产品及紧固件的应用范围，
并举行了座谈交流，在会上黄会长对于考察团提出的问题一一解答，对于行业及市场发展，双方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讨论。
次日，考察团一行继续在商会会长、杭州奥展实业董事长黄成安，副会长、嘉兴华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俞爱忠，商会副秘书长张
睿铭陪同下一同前往海盐紧商园进行考察走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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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祝贺杭州市紧固件行业商会三届一次会员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以“筑未来，续华彩，再征程”为主题的杭州市紧固件行业商

接着，黄会长从三方面汇报换届工作报告：一、强化组织建设，

会三届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于 4 月 24 日在杭州宝盛水博园大酒店隆

提升商会履职能力；二、宣传商会形象，树立品牌企业；三、围绕

重召开。

产业转型，完善各项服务。

出席本次会议的领导包括：杭州市政府领导、中国机械通用零

最后，黄会长号召新一届理事会同仁及全体会员共同努力，以

部件工业协会紧固件分会、全国紧固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浙江省

实现“十四五”远景战略规划为目标，为建设规范化特色社会团体

紧固件行业协会、广东省紧固件行业协会、江苏省紧固件行业协会、

组织而努力奋斗！

河北省紧固件行业协会、宁波紧固件行业协会、温州市紧固件行业
协会、乐清市紧固件行业协会，深圳市紧固件行业协会、东莞市紧
固件行业协会、广东省五金制造专委会、阳江市紧固件行业协会、

随后，由杭州市紧固件行业商会副会长、监事长徐国忠作 2020
年财务决算和 2021 年财务预算报告。接着，由杭州市紧固件行业商
会常务秘书长张睿铭公布商会换届选举办法。

兴化市戴南紧固件行业协会、靖江市紧固件商会、江苏省海门紧固
件行业协会、杭州市电镀行业协会领导嘉宾。此外，大会还迎来了

经过紧张的投票、唱票、计票环节，杭州市紧固件行业商会三

会员企业代表、媒体嘉宾近 200 人前来参加。金蜘蛛紧固件网以特

届一次领导班子名单新鲜出炉。杭州市紧固件行业商会常务理事水挺

邀媒体身份出席了本次大会并进行跟踪报道。

向大会公布选举结果：奥展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成安连任杭州市

大会伊始，首先由杭州市紧固件行业商会会长黄成安上台作换
届工作报告，他对远道而来的各位领导及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诚
挚的感谢，同时，感谢全体商会会员从百忙之中抽出宝贵的时间，

紧固件行业商会会长，杭州龙达弹簧垫圈有限公司徐国忠为监事长，
杭州特惠标准件有限公司陈卫标为秘书长，张睿铭为常务秘书长。
紧接着，杭州市紧固件行业商会秘书长陈卫标作 2021 年工作计
划报告。

前来参加会议。
黄会长表示，商会成立 8 年以来，在市民政局、市工商联等业

陈秘书长在报告中提到，为更好地履行商会职能，拓展为会员

务主管单位的领导下，发挥了社团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统一思想、

单位服务的领域，积极构建企业交流平台，2021 年商会将围绕杭州

凝聚力量、积极开展了各项服务工作。

市紧固件行业商会总体发展规划，以贯彻落实《杭州市紧固件行业

杭州市紧固件行业商会会长 黄成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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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会章程》为主要抓手，秘书处工作也将以“细心、热心、贴心”
为工作准则，相信在全体会员的努力配合下，定能将商会工作开创
新局面。
为了加强商会自身建设，更好地服务会员，商会将充分学习和
借鉴各地商会的经验，对商会内部工作不断进行调整和完善，使商会
的工作都有章可循、有据可依，确保组织健全、制度落实、思路清晰、
目标明确、工作规范，努力将商会建成健康向上、团结和谐的新型
社会组织。
2021 年秘书处将继续牢牢把握商会宗旨、职能，结合商会实际，
强化内部管理，完善会员服务功能，吸引更多优秀的紧固件上、下
游企业加入商会，增强商会的凝聚力，积极建设联谊交流平台，充

金蜘蛛紧固件网亲临现场为大会的成功举办送上热烈的祝贺，

分发挥商会的内外影响力，增进企业交流合作，使商会发展再迈上

并现场推介邀请协会会员参加 10 月 27-29 日在苏州国际博览中心举

一个新台阶，为促进杭州市紧固件行业商会良性健康的长远发展而

办的第二十一届苏州紧固件与技术展，促进行业交流与合作！

不懈努力！
最后，由中国机械通用零部件工业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姚海光和
中国机械通用零部件工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沈德山发表行业演讲及对

由此，杭州市紧固件行业商会召开三届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宣布
圆满结束！让我们共同祝愿杭州市紧固件行业商会繁荣昌盛，蒸蒸
日上，为中国紧固件产业的健康发展添砖加瓦！◆

杭州商会新领导班子送上祝贺。

江苏省紧固件行业协会常务会长办公会议在常熟市标准件厂有限公司召开

2021 年 5 月 12 日，江苏省紧固件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办公会议在常标公司举行。江苏省紧固件行业协会会长、常标公司董事长蒋永峰主
持会议，江苏省紧固件行业协会秘书长崔万和以及协会常务副会长单位委派的 26 名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听取了协会秘书处汇报的 2020 年《会费收缴和收支情况》，讨论了协会发展方向，重点讨论了紧固件行业形势及应对措施，会议还
表决通过了相关人事任命。会议通过表决，任命姚辉暂任执行秘书长，许守进暂任常务副秘书长，仝太意担任协会专职秘书。
蒋永峰会长指出，协会召开本次会议，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挥会长及常务副会长负责制的决策作用，提高会
议效能和规范议事程序。会议决定实行轮值会长制度，定期组织会员开展活动，将有利于增进会员感情，便于会员间抱团取暖，取长补短，共
同发展。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把江苏的紧固件产业做得越来越红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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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紧固件行业协会第四届三次理事会议在佛山召开

2021 年 5 月 21 日，为更好地提升协会服务质量，布局协会未来

裁设立了“协会产品展厅”，在展厅陈列柜上展示企业产品目录、挂画、

发展战略，广东省紧固件行业协会第四届三次理事会议在佛山市金

名片等宣传资料，为协会会员企业提供展示新平台、开拓销售新渠道、

谷国际五金交易中心召开。广东省紧固件行业协会会长陈巨添、理

打造企业品牌。会上，秘书处鼓励企业代表对协会产品展厅的今后

事会理事、常务理事、副会长、常务副会长、监事、会长单位负责

运作和推广模式发表宝贵意见。

人等 50 余人出席会议。金蜘蛛紧固件网作为理事单位参加了本次会
议并作现场报道。
会议由广东省紧固件行业协会会长助理张美娇女士主持。张女
士首先宣读了会议的六大议题，包括：
1. 介绍新加入的理事会企业；
2. 讨论有关协会产品展厅设立的事项；
3. 商议协会第四届三次会员大会筹备相关事项；
4. 讨论拟定申报“广东省紧固件示范行业”称号事项；

随后，会议进入第四届三次会员大会筹备议题。各理事及以上
单位代表纷纷积极发表意见和建议，共同为协会未来发展出谋划策。
紧接着，会长陈巨添先生介绍了协会秘书处的日常工作，并表
示接下来协会的工作重心是申报“广东省紧固件行业示范”称号，
以及今年的会员大会举办选址以及如何举办等问题。
会长助理张美娇女士就今年秘书处的主要工作展开详细介绍，
包括会刊的印刷宣传、申报称号等工作。
会上，陈会长和与会代表们进行了深入交流。他分享了今年原
材料涨价的体会和建议。同时，他还鼓励会员企业一定要充满信心，

5. 讨论当前市场形势；

在危机中抓住机遇，寻求新增长点。协会也将整合各方资源，为会

6. 协会发展的其他相关事宜。

员企业提供多方支持，与协会成员携手努力，共谋发展！ ◆

接着，由新加入的十家理事会企业代表分别发言作自我介绍并
分享行业经验。他们分别来自阳江市冠溢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岳展
科技（东莞）有限公司、广东欣科兴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福安奥展
实业有限公司、广东跨标建筑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坤同智能仓储
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市信德福智能设备有限公司等。
其中，金蜘蛛紧固件网作为新加入的理事会企业，由总经理曾
楚君女士代表发言，她向与会领导和嘉宾分享了金蜘蛛传媒独有的
“B2B 网站 + 杂志 + 培训 + 展会”的立体媒体模式，并诚挚邀请协会
组团参展参观第二十一届苏州紧固件与技术展（2021.10.27-29，苏
州国际博览中心）。
从本次会议上我们了解到，广东省紧固件行业协会今年别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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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祝贺阳江市机械装备行业协会正式成立
“立足阳江·携手同行”——2021 年 5 月 25 日，阳江市机械装备行业协会第一届第一次会员大会暨成立大会在碧桂园凤凰酒店一楼凤凰
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广东欣科兴五金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邱勇当选阳江市机械装备行业协会会长。金蜘蛛传媒作为特邀媒体嘉宾出席了本次成
立庆典并进行报道。
下午 3 点，会议现场，全体
起立，奏国歌，大会在庄严隆重
的国歌声中正式开始。大会首先
由阳江市社会组织联合会杨述玲
宣读了阳江市民政局社团组织注
册登记批复文书，宣告阳江市机
械装备行业协会正式成立。
接着会长邱勇作筹备工作报
告。他表示，“协会的筹备工作，
在阳江市民政局的指导帮助下，
在阳东区有关部门首批会员单位
的支持协助下，已按照规定程序
圆满完成各项筹备工作，筹委会
对协会会长秘书长建议人选及协
会组织机构建议人选进行推荐。”
邱会长还表示，“机械装备行业协会的成立，标志着机械装备
行业有了自己的组织，为了行业的健康发展，我们将和全体会员团
结合作，群策群力，开拓进取，引领企业迎接新形势下的机遇和挑战。
为开创机械装备行业协会的新局面，做出应有的贡献，在此，我向
所有支持帮助协会准备工作的有关单位，部门领导和在座的代表们
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希望协会正式成立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
心和帮助协会的发展支持，协助协会工作。”
“此外，阳江市机械装备行业协会成立后，会员企业将开展调
查研究，搭建行业交流平台，成为政府招商引资的桥梁，带领会员
企业开展科技创新，为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提供服务，创建产学研融
合渠道，为企业培养和储备人才，提高企业整体素质，立足阳江，
面向全国，吸引行业精英企业投资阳江，为阳江的经济发展奉献智
慧和力量。”
随后，会议通过了《阳江市机械装备行业协会章程》，并选举
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成员和监事会领导班子。
紧接着，阳江市机械装备行业协会会长邱勇致辞。邱会长说道：
“只要我们用力量和行动汇聚在一起，就能实现我们的梦想。虽然
目前国内外形势非常严峻，但是我们都能一步一步地经过考验成长
走到今天，所以我们今天最后一句就是要把所有最好的掌声送给最
优秀的你们。”
会议现场还进行了揭牌仪式，在阳江市机械装备行业协会会长
邱勇先生、阳江市机械装备行业协会执行会长盛小玲女士、阳东区
社会组织联合会杨述玲女士、阳江市机械装备行业协会监事长霍永

久先生、阳江市机械装备行业协会秘书长肖修兰女士的共同见证下，
阳江市机械装备行业协会顺利启动。
随后，会议还颁发第一届阳江市机械装备行业协会会员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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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嘹亮的《歌唱祖国》，一颗颗火热
的心，正渴望着为阳江市机械装备行业协会
未来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大会正式闭幕后，阳江市机械装备行业
协会当晚还举办了第一届第一次会员大会交
流晚宴。
晚宴上，中共阳东区委常委、副区长谢
小彤同志、阳江市机械装备行业协会邱勇会
长，以及广东省紧固件行业协会陈巨添会长
分别进行了发言，纷纷对阳江市机械装备行
业协会的成立送上美好的祝福，并对协会的
未来发展寄予期望。
此外，阳江市机械装备行业协会还与阳
江农商银行在晚宴现场进行了战略合作签约
仪式，帮助企业在阳江安心投资，落户发展。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阳江市机械装备
行业协会的正式成立，标志着阳江市机械装

会员授牌仪式

备行业踏上了一个崭新的征程！

关于协会
阳江市机械装备行业协会，是由阳江市以及省内外从事机械设备以及零部件装备生产的企业及相关配套企业自愿结成的地方性、行业性、
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现有会员企业 93 家。
本会的宗旨：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遵守社会道德风尚，弘扬爱国主义精神。遵循合法、自愿、诚信、
非营利的原则，自愿配合并协助政府实行行业规范化管理；为政府、行业、会员、用户服务，力求成为政府和企业、用户之间的桥梁和纽带；
坚决拥护并执行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维护协会会员的合法权益，促进政府与企业的双向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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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紧固件行业协会常务理事会议在常熟成功召开

2021 年 7 月 21 日，为商讨协会未来发展，江苏省紧固件行业协会常务理事会议在常熟市标准件厂有限公司隆重召开。本次会议由江苏省
紧固件行业协会会长、常标公司董事长蒋永峰主持，中国机械通用零部件工业协会领导以及江苏省紧固件行业协会副会长以上单位代表出席了
本次会议。金蜘蛛传媒受邀出席了本次会议并进行报道。
首先，江苏省紧固件行业协会秘书长崔万和汇报了协会上半年的工作情况，对工作中的亮点和不足进行了总结。随后，江苏省紧固件行
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姚辉汇报了会员以及会费收取方面的整体情况，并对下阶段的工作进行了规划和部署。他们表示将履行协会各项职责，以服
务会员企业为宗旨，为行业乃至社会作出更大贡献而努力。
接下来是江苏省紧固件行业协会挂牌仪式。
随后，会议表决出下个月轮值会长为苏州广宣紧固件有限公司总经理俞池清。
江苏省机械行业协会领导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因疫情原因，委托协会常务副秘书长许守进发言。他就当前形势特别是机械行业
的形势作了简要通报，他在报告中指出，紧固件产业和整个机械装备大行业的形势息息相关，机械产品向中高端发展，这就要求紧固件的企业
适应市场需求，向中高端制造争创新、争市场。祝这次常务理事会取得圆满成功，也祝江苏紧固件产业在配套装备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中做好
自己，行稳致远，更上一层楼。
中国机械通用零部件工业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姚海光发表讲话，他高度赞扬了江苏省紧固件行业协会开展的工作和取得的成绩，希望各理
事单位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增强内部凝聚力，团结友爱，共同发展。相信在蒋会长的带领下江苏协会一定会越做越好、越做越强、愈加兴旺！
自由讨论环节中，各理事单位踊跃发言，各抒己见，重点讨论了如何把协会做好以及对协会工作计划的建议。最后，蒋会长表示，接下
来协会将定期组织会员开展活动，通过走访交流等活动增进会员感情，便于会员间抱团取暖，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把江
苏的紧固件产业做得越来越红火。
会议结束后，江苏省紧固件行业协会还举办了交流晚宴。新征程、再出发，祝愿江苏省紧固件行业协会未来日益昌盛，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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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SOLUTION EVENTS FOR MANUFACTURING INDUSTRY

1 - 4 December 2021

1 - 4 December 2021

Jakarta International Expo, Kemayoran
Indonesia

Jakarta International Expo, Kemayoran
Indonesia

13 - 16 July 2022

Grand City Convention & Exhibition Center
Surabaya - Indonesia

Manufacturing Series Exhibitions provide the most cost-effective way to increase your business in Indonesia. The perfect
opportunity to demonstrate your products and services first hand to your clients and future business partners. Over than
35,000 trade attendees have visited the 2019 edition- your chance to meet potential buyers in S.E. Asia Largest Market!

Plan B is Digital
Seamless opportunity that provides more exposure to any brands before the show! By joining our selection of digital
products, exhibitors can get maximum exposure for their products and services. In 2020, we have successfully held 2 main
digital activities to occupied this industry’s needs – from business meetings to webinars. This 360 degrees online marketing
solutions will not let any products and services miss the eyeball of the exhibitors’ target audience! Join our the 2021 hybrid
edition and get connected with the decision-makers, purchasing, engineers, or key trade buyers for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Indonesia.
C

M

MANUFACTURING INDONESIA 2019 KEY STAT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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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ibiting companies
from 39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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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ibitor
satisfaction rate

88.93%
Find new suppliers

22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pavilions

7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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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 join 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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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new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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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n d u s t37,786
rial 4.0

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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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ays exhibition

9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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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

C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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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95%
Visitor will
return back

Visitor
satisfaction rate

92.69%

96.14%

Collect market information

Quality of exhibitors

ro b ot i c
For digital collaboration or to book your booth, please contact your nearest office:
ORGANISERS
INDONESIA

INTERNATIONAL SALES OFFICE
ASIA
Farah Alkatiri
+6221 2525 320
faradiba@pamerindo.com

Carolyn Lee
+65 9623 6131
carolyn.lee@informa.com

INTERNATIONAL SALES OFFICE
WORLDWIDE
Shaun White
+44 79 7688 7088
shaun.white@informa.com

www.manufacturingindonesia.com
www.machinetoolindonesia.com
www.manufacturingsurabaya.com
Manufacturing Indonesia
Manufacturing Indone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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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夫模模具设计和行程计算
思进智能成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金蜘蛛紧固件网顾问专家 龚茂良

汽车整体火花塞芯过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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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金相图看螺栓的质量状况
—— M36 风机螺栓的技术性能分析
金蜘蛛紧固件网顾问专家 阎振中 赵震 陈计划 赵虎

某 高 强 度 紧 固 件 公 司， 生 产 了 一 批 高 强 度 螺 栓。 螺 栓 的 规 格：
M36；材料是 42CrMo；强度为 10.9 级；螺栓用于风能发电机，成品后
发现存在比较严重的质量问题，并且将金相进行的图片，传给我三张（在
没有其他检测数据及热处理工艺信息状况下），请我协助分析，要从金
相图片的组织中看，找出螺栓技术性能上存在的状况与问题。

一、金相图片分析
1、M36 螺栓调质后的三张金相图片

图一

螺栓的金相图

图二 螺栓的金相图

图三 螺栓的金相图

2、金相分析
在图一中，螺栓热处理后有多种组织共存现象：既有常规的调质后的索氏体组织，还存在下贝氏体和粒状贝氏体存在，（在几大块灰色
组织中，碳化物呈现其中，是粒状贝氏体组织）；同时灰黑色基体，比较多索氏体存在，索氏体存在也分为两种状况：有淬火索氏体、也有回
火索氏体；此外，还有一些铁素体组织分布在其中，以条状铁素体居多、个别区域条状铁素体组织还比较集中。
图二中也反映存在多种组织，除了索氏体组织外，还有多种贝氏体组织存在，有下贝氏体、上贝氏体；尤其是左边的针叶状铁素体呈现
羽毛状的，碳化物组织穿插其中，是典型的上贝氏体组织。个别铁素体成排状况出现，穿插在组织内，是魏氏体组织；同时有些铁素体针叶很
长，有残留马氏体痕迹，说明淬火后，回火也不充分！
金相图三与图二类似，但是金相图内组织相对前两张来说，比较模糊，一些区域显示不清晰。相对而言，索氏体组织比前面两张多，但
是也有多种贝氏体组织存在，在左部中上区域，出现比较多的块状、条状铁素体，是组织的薄弱区域。由于存在较多的索氏体组织。也可说明
冷却过程中，各个区域组织的不均衡、冷却状态的不均匀；同时说明图三区域冷却的状况相对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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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金相图片中反映出来的问题
1、组织状态的出现及原因
（1）三张金相图片都反映了共同的问题：图片中除了索氏体组织外，还出现很多的贝氏体组织及其他组织，这说明在冷却过程中存在较
大的问题。首先是温度不均衡、各个区域各处温度各异，因此冷却后得到多种金相组织的状态！其次，是槽内部分区域存在一定时间的等温状
态，因此冷却后产生了贝氏体组织；第三，由于冷却槽温度有动态上下变化的情况存在，因而得到的贝氏体形态各异，有多种贝氏体呈现，产
生不同状况的组织，这样必定会影响产品的技术性能和产品质量，强度必定会下降。
（2）各种贝氏体组织的呈现，会降低强度：组织图一、图二中多处可见贝氏体的存在，碳化物沉淀在铁素体内，是下贝氏体组织；呈现
羽毛状的分布，碳化物穿插在其中，是典型上贝氏体；铁素体呈块状或岛状，内部有碳化物，还有其他组织的是粒状贝氏体。它们的强度显著
地低于回火索氏体，因此在强度指标上难以达到 10.9 级技术性能的要求；更何况这几张图中，还有排条状的魏氏体、部分区域内条状铁素体
组织及其他组织的存在，会进一步降低产品的硬度与强度！
（3）形成原因
金相图片中贝氏体组织的存在，说明在加热冷却的过程中，螺栓的冷却温度偏高，并且说明在冷却的过程中存在着局部等温的过程状况；
这也反映了在螺栓连续冷却中，冷却不充分，在前面的螺栓没有充分地冷却，下面的螺栓又接二连三的进入冷却池，这样产生了局部区域范围
内的温度叠加现象，温度不容易散开，产生了局部的、一定时间内的等温的状态，产生了贝氏体组织，也说明了冷却的不充分。据有关技术资
料反映，在一般情况下，贝氏体组织的获得需要等温淬火来实现，但实际上截面较大的零件热处理的淬火过程中，往往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贝氏
体组织。在从事风机行业多年中，我们发现在大规格高强度螺栓热处理过程中，也经常碰到过类似的状况，必须从热处理的设备及热处理工艺
上加上不断地改进。非索氏体组织出现，会严重地影响产品的技术性能。
（4）金相图片内其他组织：若等温时间不足时，必定会有较多数量的奥氏体来不及转换变成下贝氏体，而且取出空冷时转变一定的马氏
体和少量的残余奥氏体，并产生一定的组织应力。*1
2、高强度紧固件的正常淬火，冷却后应该是得到淬火马氏体为主，由于冷却槽的温度不均衡，产生局部等温现象，这样产生了贝氏体组织；
从放大金相图片仔细看，其中的组织状况比较繁多：除了正常淬火的马氏体转变为索氏体的组织外，还有上贝氏体、下贝氏体、粒状贝氏体与
部分残余奥氏体及未溶入铁素体。这样状况形成了组织内部不均衡，组织应力比较大；再加上残余奥氏体在转变的过程中产生的应变，这样会
应力叠加，引发微裂纹，给高强度螺栓在使用中带来了隐患！ *2
3、对性能影响分析：上贝氏体和下贝氏体的性能差别很大。上贝氏体因碳化物颗粒粗大，强化作用较小，特别因有片状铁素体存在，可
能成为裂纹发展的通道，所以不仅抗拉强度低下，屈服强度也存在一定问题！上贝氏体的不仅仅是强度低，而且脆性大；虽然，下贝氏体的性
能是强度和韧性都比较上贝氏体高，但是在强度、硬度方面与回火索氏体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尤其是钢中贝氏体组织的出现会导致屈服强
度下降或无明显的屈服平台，容易产生塑性变形，是螺栓使用中产生断裂的主要原因。*3
4、金相图片中非索氏体组织的出现，说明热处理工艺存在很大的问题：
主要反映在热处理工艺存在三个方面不足：其一，一般来讲，10.9 级的产品，在热处理加热淬火 + 回火后，产生的是索氏体组织为主体
的组织；但是上述三张金相图片中出现了大量的贝氏体和比较多的铁素体。说明热处理工艺加热不充分，材料中原始组织许多存在铁素体，在
奥氏体化过程中，未熔入其中，反映了淬火后承载了一些原始组织的痕迹，也说明在热处理加热的时候温度偏低或时间偏短，也可能二者兼而
有之，因此原始组织中的铁素体及其他原始组织，没有充分融入奥氏体中；其二，在三张图片中均可反映，在一般热处理，淬火和回火以后，
是索氏体组织，大量贝氏体体组织出现，也反映出冷却过程有问题。（贝氏体应该是等温冷却后的组织）；其三，冷却的温度、冷却的时间也
不正确，贝氏体组织的产生说明冷却温度偏高，同时在冷却当中存在着局部的等温区，这样才能产生贝氏体组织，出现这种情况的大概率是冷
却槽出现问题，冷却槽内的流动性不好，搅拌不到位，槽的冷却措施不力，因而产生各个区域的温度有差异，局部的区域越冷却温度偏高、冷
却的保温时间变长的现象！
5、同时反映原材料存在问题：金相图片中出现许多存在铁素体、魏氏体等材料原始组织状况，说明中原始组织状况不佳，原材料有其他
组织及粗片状铁素体，以及碳化物分布不均匀，这种组织不良状况，在热处理前有正火或均匀化退火后，可以改善；如果做球化退火后予以消
除不良组织后再淬火更好。可按金相图片看组织状况看，这些组织还不良状况存在，材料事先没有进行材料必要的退火处理，如果单靠淬火进
行熔解消除，那么有限时间内，不可能将原始组织中铁素体及其他的组织消熔解在奥氏体中，从中也看出原始材料的组织状态存在严重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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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螺栓检测及热处理数据
根据以上金相图片及分析的状况，螺栓各项检测中必然会存在一些问题，要求公司提供有关信息及检测数值，以便深入分析 M36 螺栓的
质量状况！
1、机械性能测试
（1）化学成分分析如下
序号
标准值
检验值

C
0.38-0.45
0.40

Si
0.17-0.37
0.26

Mn
0.50-0.80
0.77

化学元素（wt，%）
P
≤ 0.020
0.008

S
≤ 0.020
<0.003

Cr
0.90~1.20
1.16

Mo
0.15~0.25
0.22

表一 化学成分表
（2）拉伸试验数值

图四 拉伸试验实际数值
抗拉强度平均值 Rm=1000Mpa；屈服强度的平均值 Rp0.2=835.5Mpa。
断后伸长率 A( 平均值 )=11.65%；断面收缩率 (Z)=51.3%。

图五 拉伸试验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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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低温冲击试验：-40℃低温冲击值分别为：67J、45J、75J；平均值为 62.3 J，无论是单个冲击值，还是平均冲击值，均达到技术要求。

（4）硬度：
试样

第一点

第二点

第三点

平均值

试样一

HRC 32

HRC 31.5

HRC 32

31.83

试样二

HRC 33

HRC 32

HRC 32

32.33

试样三

HRC 32

HRC 31.5

HRC 32.5

32

平均硬度

HRC 32、05
表三 螺栓的硬度试验表

2、热处理工艺 : 淬火 加热温度 830℃ +560℃回火。

表二 -40℃低温冲击试验表

四、金相及试验数据的综合分析
1、强度与硬度偏低
强度与硬度是相关的指标，硬度高了，那么强度会相应的提高；相反，如果硬度低了，那么强度也可能达不到技术要求。从上述的表
三中可以看到，硬度的平均值刚刚达到技术要求，只有 HRC 32，是 10.9 级的下差要求，还存在个别试样没有达到 10.9 级的硬度要求数
值，必然反映出它的抗拉强度低，经过测量，抗拉强度平均值 Rm=1000Mpa，没有达到标准要求；屈服强度也比较低，屈服强度的平均值
Rp0.2=835.5Mpa，也没有达到技术要求，这与金相分析的状况状况相吻合！
从图五的拉伸试验曲线图可以看出屈服强度没有明显的屈服平台，当强度逐步增加，接近屈服时，会不知觉地产生屈服，有塑性变形情
况现象，继而变形加大；在这个过程中螺栓不断拉伸、变形，同时会让安装扭矩大幅地衰减，这样在服役过程中，紧固件产生了松动或间隙，
于是产生了横向的切应力，会产生连接松动或不到抗拉强度状况下失效。业内一般普遍重视抗拉强度，而忽视屈服强度，这种倾向是很危险的。
有许多失效及断裂，往往是螺栓产生了屈服开始，有了塑性变形，就使螺栓松动，由单纯拉应力，变成拉应力、切应力共存状态，螺栓受力状
况改变了，会大幅度增加螺栓的负载状态，这样螺栓的受力会超过原来强度要求，进而会产生失效、断裂现象。因此屈服强度低下的状况必须
引起业内的高度重视！
2、断面收缩率、低温冲击值等韧性指标达到要求的原因
强度韧性是一对矛盾，强度低了，反过来会提高韧性，从图四拉伸试验实际数值来看，断后伸长率达到平均值 =11.65%；断面收缩率 Z 达
到 51.3%；-40℃的低温冲击值，均在 45J 以上，达到了技术要求。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强度与韧性是一对矛盾，硬度降低了，韧性会有
一定的提升。调质后的索氏体的强度比贝氏体高，但是贝氏体韧性值比索氏体高，许多产品为了提高韧性，防止使用中开裂，特别釆用贝氏体
等温淬火来提高强韧性！这说明贝氏体组织相对索氏体组织来说，韧性值达要好一些。其二：除了组织状况外，还与产品采用的材料有关。该
公司采用定制 42CrMo 材料，钼的含量比普通材料高出很多，有利于提高材料的综合性能，尤其是韧性的提高更显著！（采用材料状况，另外
论述）
3、提供材料成份的改变，性能大幅度提高
从表一化学成分表的化学成分来看，材料中钼的含量很高，可以看出螺栓材料是与钢铁公司签订的技术协议有关，是定制的材料。如果
普通的是 42CrMo 材料，含钼量在 0.15 到 0.16% 的范围；42CrMo(B7) 材料，含钼量也只能达到 0.17%-0.18% 左右；即使是高级优质合金钢
42CrMo（A），他的含钼量也只有达到 0.19 到 0.20%，而我们现在的材料含钼量达到 0.22%，高了好几个档次。所以它得到很大的改善，尤其
是韧性非常好，钼含量的大幅度增加、有效地提高了材料的综合性能。如果是普通的 42CrMo 材料，在金相组织处于不良状态，除了强度不达
标外，很有可能危及韧性及其他性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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钼元素在材料中的作用非常显著，它能够有效地提高钢的淬透性，其作用比铬强；钼对铁素体有固溶强化的作用，同时也提高了碳化物
的稳定性，从而提高了钢的强度，钼还能提高钢的回火稳定性，钼作为单一元素存在时，增加钢的回火脆性；但与铬、锰等合金元素并存时，
钼又有降低和抑制因其他元素导致的回火脆性。钼元素对改善钢的延展性、韧性及耐磨性起有力的作用，并强烈提高铁素体的抗蠕变力，有效
地抑制渗碳体在高温下的聚集作用，是提高钢的热强性及综合性能最有效的合金元素。*4
由于材料中钼元素的增加，使材料的淬透性得到很大的提高，因此 M36 的大规格螺栓心部组织，基本上可以得到的是淬火的马氏体组织；
如果是普通的 42CrMo 钢，大直径螺栓的芯部，会保留一定量原始组织中的珠光体和铁素体。但是采用定制材料，含钼量高后，尤其是韧性类
指标提高更加显著，尽管在金相图片中反映组织转变不完善，但是它的延伸率、断面收缩率和低温冲击值都达到了技术要求，从而反映出钼元
素提高后，使高强度螺栓性能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4、从提供的热处理工艺，结合金相图片可以看出：
淬火 加热温度 830℃ +560℃回火，尽管具体的工艺参数没完全透露，但 830℃的加热温度明显偏低，不利于在加热中将原始组织中的珠光体、
铁素体溶入奥氏体内，这样形成加热后组织不均衡，没有达到要求；从金相组织状况结合性能测试进一步分析，淬火后经过性能测试，强度与
硬度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体现在抗拉强度，屈服强度都没有达到 10.9 级的技术指标；这是由于它的热处理加热存在严重偏差：由于加热
温度偏低，或者加热时间不足，没有能够充分地把原始组织的溶入奥氏体中；同时也由于冷却中产生了一定的问题，所以得到的淬火组织不完
全是索氏体组织，而有许多贝氏体组织，既有下贝氏体，又有上贝氏体，说明在冷却的过程中存在着部分区域是等温的、同时入浴冷却温度偏
高，而且冷却槽内温控不力，温度忽高忽低，因此产生许多不同的形态贝氏体组织；贝氏体组织的强度明显低于淬火马氏体组织，致使螺栓调
质后，抗拉强度、屈服强度低于 10.9 级高强度螺栓的技术指标要求，形成 M36 螺栓质量不达标！再加上冷却过程中遇到问题，冷速太慢、冷
却槽流动性差、各个区域温度不均衡，致使造成冷却后形成淬火马氏体、贝氏体等多种组织混杂状况！调质后形成索氏体、贝氏体交融；有部
分区域，形成贝氏体为主体组织，致使螺栓强度、硬度降低，没有达到高强度螺栓的技术要求！

五、结论：
从金相图片及提供的检测及热处理数据来看，通过层层分析，可见 M36 大螺栓的技术性能不达标的原因：热处理工艺存在严重偏差，淬
火后形成大量贝氏体组织、致使产品整体强度下降，性能不达标，这是主要原因。原材料组织存在不符合技术要求，是造成质量问题的次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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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方法、人员、设备对紧固件认可实验室
的重要性
金蜘蛛紧固件网顾问专家 张先鸣

摘要：紧固件认可实验室作为企业内部检测产品质量是否合格的直接部门，在市场竞争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企业引入了 ISO/IEC
17025 标准管理体系对紧固件内部实验室进行专业化管理，以求提高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本文主要以笔者接触到的典型案例进行展开，重
点探讨因检测方法、人员因素及设备问题造成企业实验室内部检测结果有误的原因分析和具体改善方案，希望对紧固件实验室有所帮助。

关键词：紧固件认可实验室；检测方法；人员；设备

尤为重要。

1. 引言
实验室基本认可准则是进行实验室认可和实验室活动及体系运

本文主要以笔者接触到的典型案例进行展开，重点探讨因检测

行的准则。lSO/IEC 17025：2017《实验室管理体系检测和校准实验

方法、人员因素及设备问题造成企业实验室内部检测结果有误的原

室能力的一般要求》转换为国标，最常用到的文件是 CNAS-CL01《检

因分析和具体改善方案，希望对紧固件实验室有所帮助。

［1］

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

。CNAS-CL01 的 2018 版于 2018

年 3 月 1 日发布、2018 年 9 月 1 日正式实施，2006 版于 2018 年 9

2. 现状案例分析

月 1 日废止。2018 版在 2006 版的基础上，将结构调整为通用要求、
结构要求、资源要求、过程要求、管理要求 5 个方面，要素由原来的

笔者在日常工作中经常会受理一些客户的信息反馈，如：为什

25 个增加到 29 个，对检测和校准实验室的公正性和保密性、免责声

么我们自己检测的数据与第三方检测公司的数据不一致？分析其原

明、检测报告的内容、判定规则、结果的质量保证、抽样记录的要求、

因大多是由于人员对检测方法理解有误或不按标准执行所造成的。

风险管理、管理体系的方式等提出新要求。新版文件要求可操作性

2.1 案例一

和实用性加强，更便于实验室实际运用。为了对 CNAS-CL01 进行具
体描述，CNAS 在不同的领域引用了不同的应用说明，即实验室认可

2021 年 1 月，北京某高强度紧固件有限公司有一批产品委托某

应用准则。因此在学习认可准则时，不仅要掌握认可规则和基本认

检测实验室进行物理性能检测，从检测报告中获悉 10.9 级有 5 个规

可准则，还要熟悉相应领域的应用说明。

格 M16X70、M20X65、M24X85、M27X105、M36X135 存在重大缺陷全脱碳，
判定为不合格产品。检测报告发布后，企业针对检测结果存在异议，

当今很多紧固件企业开始自建内部检测实验室，积极申请并
获 得 CNAS（ 中 国 合 格 评 定 国 家 认 可 委 员 会） 的 认 可 工 作。 通 过
ISO17025 标准认可的实验室有诸多项益处：一是表明实验室具备了
按有关国际准则开展校准 / 检测的技术能力；二是增强实验室在校
准 / 检测市场的竞争能力，赢得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的信任；三是
参与国际实验室认可双边、多边合作，得到更广泛承认；四是列入《国

“我们在公司内部实验室已经过反复测试，但结果为什么与贵司结
果差异较大？”恳请我们资深工程师前往检测实验室进行探讨。通
过比对，我们认为检测实验室有误判的可能。根据 GB/T3098.1-2010
《紧固件机械性能 螺栓、螺钉和螺柱》，通常采用 GB/T224-2019《钢
的脱碳层深度测定法》进行紧固件脱碳层试验。在没有特别要求时，
用金相法测定脱碳层深度。

家实验室认可名录》提高实验室的知名度；五是可在认可项目范围内
使用认可标志。由于可以大幅度降低企业的研发与检测成本，提高

总脱碳层的测定是在亚共析钢中以铁素体与其他组织组成的相

运行效率；另一方面企业逐步认识到企业实验室所提供的检测数据

对量变化来区分，对每一试样，在最深的均匀脱碳区一个视场内，

在整个产品质量控制、设计、研发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CNAS 认可

应随机进行几次测量。全脱碳层的测定是试样表面脱碳后得到的全

是对检验检测机构有能力完成特定任务做出的正式承认；实验室在

铁素体组织，因此，测量时应从表面测至有珠光体出现的那一点或

获得认可后，仍要不断持续改进，确保管理体系的有效性，才能不

测量产生铁素体组织深度为全脱碳层深度。从报告中，并没有全脱

断优化完善，提高自身的检测服务质量水准。因此，如何按照 ISO/

碳层与半脱碳层的分界（脱碳不严重时，往往只有半脱碳层），也

IEC17025 实验室管理体系，对内部实验室进行专业化管理，特别是

没有半脱碳层深，只有全脱碳层深（如果或称为半脱碳层是可行的），

对检测方法的正确运用、检测人员的管理和设备设施的管控，显得

这是不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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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检验现场测试，工程师在现场按照标准 GB/T224-2019 对检测

检测方法是实验室开展检测工作的根本依据，虽然在 CNAS-

实验室的具体操作进行了观察，最终得出结论：（1）操作人员未按

CL-01:2018《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的 7.2.1.5 条款中

标准要求进行取样操作；（2）螺纹表面镀层或其他涂覆层未去除；

明确规定：“实验室在引入方法前，应验证能够正确地运用该方法，

（3）检测过程未按标准确定 G 值螺纹全脱碳层的深度、E 值螺纹未

以确保实现所需的方法性能，应保存验证记录。”但很显然，对于“正

脱碳层的高度，且未按要求进行校准。由此得出的不符合标准要求，

确运用该方法”这一判定，紧固件企业实验室与第三方专业检测实

不具备参考价值的结果。（4）脱碳层深度测定中金相法的放大倍数

验室之间的认知存在较大差异，出现的原因主要在于：

的选择主要取决于脱碳层深度，通常选用（10X 物镜）放大 100 倍，
当显微组织难以分辨时，必须遵守的原则，可以采用更高放大倍数
200 倍或 500 倍观察；没有按此规定执行。

（1）缺乏方法启用机制：大部分企业实验室并不了解对于一个
方法被正式执行需要建立具体的启用机制，认为只要购买相关标准
后进行学习就可开展检测工作，有些企业实验室甚至仍然采用作废

2.2 案例二

的标准在进行检测。所以，在一份方法正式执行之前，无论是关于
方法的查新、作业流程编制、人员培训还是设备校准等一系列工作，

2020 年 12 月，浙江某紧固件企业品质部经理向我们进行投诉反
馈：认为某检测公司出具的金相检测报告结果不准确，且一再强调
他们的产品已在自己内部实验室做过检测，产品名称为扭剪型螺栓

企业实验室都应建立明确的规范性文件，如此才能在检测工作开展
之前尽可能地对后续因某些主观（人员对方法不理解）或客观（设
备环境不到位）因素导致的潜在风险进行有效预防［2］。

M22X105 经调质处理显微组织合格，力学性能良好。某检测公司出具
的报告检测结果却为不合格组织，结论为铁素体 + 珠光体，疑似未

（2）解读方法培训不到位：笔者在调查日常接触的客户反馈时

经调质处理。这让他们感到非常困惑，认为肯定是某检测公司这边

经常会发现：企业内部实验室所测数据之所以与第三方实验室数据

操作出现了问题。

不一致，往往是因为企业内部实验室的检测工程师对于标准方法的
解读存在很大误解。经笔者了解，大部分企业对于标准解读并没有

针对这一投诉，我们协同实验室立即成立专项组对此情况进行
调查，低或中碳合金钢属于亚共析钢，原始组织为铁素体 + 珠光体，
经高温调质后组织为回火屈氏体 + 回火索氏体，扭剪型螺栓 M22X105

完整的培训制度，缺乏相应的考核机制，这就极易导致不同的工程
师对于方法的理解也会有所不同。既使都是依照同一份标准，但实
际操作却大相径庭，检测结果自然也就无法一致。

采用材料为 ML20MnTiB 钢，经高温淬火 + 中温回火后得到回火屈氏
体（中温区域回火为回火屈氏体组织 - 即极细珠光体），同时派专

（3）对“确保结果有效性”工作不够重视或直接忽视：关于

员到该检测公司进行金相检验试验现场目击及技术交流。调查中发

“确保结果有效性”这一工作该如何开展，很多企业对此并不熟悉，

现该检测公司在进行金相检验试验时，工程师的具体操作及对参考

甚至并不知道还要开展此项工作。其实在 CNAS-CL-01:2018《检测

标准的理解存在很大差异，具体表现为：

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7.7 条款中明确规定了“确保结果有效
性”的多种验证方式，而之所以此项工作应引起重视，是因为开展“确

（1）标准要求需要对样品硝酸酒精侵蚀、清洗、吹干，而该企
业工程师认为这一步骤繁琐，选择省略；
（2）标准中明确要求硝酸酒精的具体配比 2.5%-4%，而该公司

保结果有效性”工作是所有实验室对检测结果准确性是否发生偏离
最有效的监控方式，也是提高实验室检测水平的重要手段。
3.1.2 方法改善［3］

认为只要是硝酸酒精就可以，且认为自己配制的硝酸酒精是最好的；
企业实验室在检测方法方面普遍存在的薄弱之处，笔者认为可
（3） 该 类 产 品 为 低 碳 合 金 钢， 应 明 确 规 定 也 可 参 照 JB/

以从以下三个方面逐步进行改善：

T7293.3-2014《内燃机螺栓和螺母第 3 部分 连杆螺栓金相检验》第
三级别图检验，按此标准判定回火组织 1 ～ 3 级合格。而该公司工
程师直接忽略了细化条款，导致试验标准选择错误。

（1）建立完善的方法启用机制：在一份标准正式允许投入实际
检测之前，如果企业实验室对于该份标准没有经过 CNAS 认可，其内
部也应建立具体的启用流程，包括：方法的学习培训、设备符合要求

显然，依据现场目击情况来看，某检测公司出具的金相检测报
告试验结果不符合标准要求。这一情况在笔者日常接触的客户反馈

的校准报告、编制明确的作业指导书（细化操作步骤、减少主观理解），
同时由专人负责确保实验室使用最新、有效版本的检测方法。

及后续调查来看，通常客户在内部实验室得到的满意结果，往往在
人员具体操作、检测方法理解及某些细节参数上存在很大问题。

（2）加强贯彻方法的培训制度：在对检测方法的解读进行培训
时，采用培训后考核的方式进行有效评价。检测工程师也可以参加行

3. 企业实验室管控

业协会或第三方实验室组织的专业性培训，或聘请第三方实验室工
程师上门进行培训。紧固件企业实验室可规定只有经过培训考核（笔

3.1 检测方法

试或实际操作）合格的工程师才可对此项目进行检测。

3.1.1 检测方法存在的问题

《紧固件》季刊 2021年7月 第六十四期 .109.

技术

Know-how
（3）制定“确保结果有效性”计划并实施：对于监控结果有效性、

的独立部门，很多企业习惯采用一人多职的方案进行管理，但这种

验证检测方法操作是否准确的具体方式，可参考 CNAS-CL-01:2018《检

方案所带来的问题是缺乏对人员专业的培训制度，如果再加上福利

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7.7 条款提到的对“人员比对、实验

待遇没有跟进，这将会极大程度的造成人员流失。而对于一个企业，

室间比对、参加能力验证”三种方式进行展开，并制定详细的年度

尤其是检测岗位，人才流失造成的成本损失是不可估量的。

执行计划，从而对企业内部实验室的检测数据进行持续监控，适用
时提出实施改进方案。这将是保证企业内部检测无论在方法应用都
还是人员操作方面，准确有效，也是最直接的监控手段。

（2）选拔方向不准确：在对人员选择方面，检验室与企业对人
员要求的侧重点其实还是存在一定差距的，而紧固件企业内部实验
室习惯以企业标准去选拔检测人员，从而造成后期因人员不适合出

为此，对 CNAS-CL-01:2018 文件 7.7 条款中重点提到的三种方
式该如何展开进行详细阐述：

现的一系列问题，比如：粗心导致的结果错误，悟性不够导致的操
作错误或是忠诚度不够导致的跳槽离职等问题。

（1）人员比对：从企业实验室本身检测方法相对单一、产品品

（3）培训监督不重视：从企业角度出发，生产线是可以为企业

类相对较少的实际情况出发，笔者认为人员比对是实验室内部比对

直接带来利润价值的，而紧固件实验室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能直观给

方式中最贴合企业实验室的内部比对方式。这一方式主要是针对不

企业带来巨大效益，相反在投入检测、研发或设计之初需要企业大

同的人员对同一标准、同一设备、同一样品进行的检测比对，意在

量投入资金成本，导致的问题是很多紧固件企业对于内部实验室不

考察检测工程师在方法理解、设备操作及数据处理上的综合能力，

够重视，更不要说加强对检测人员的专业培训或监督考核。这也是

同时也是评价检测人员是否具有胜任其所从事检测工作能力的有效

为什么经常在企业内部检测合格的产品，在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数据

方法。

却是不合格，因为虽然都是参照的同一份标准，但人员理解的不同，
操作上的差别，结果自然也就完全不同。

（2）实验室间比对：所谓实验室间比对主要是指实验室（可自
己组织）参加预先规定的条件，由两个或多个实验室对相同或类似

3.2.2 人员提升

被测物品进行检测的组织、实施和评价活动。通过比对，对实验室
能力进行持续有效监控，对于准确度不符合要求的实验室，可从系
统误差或过失误差方面查找原因，识别存在问题，从而制定相应的
纠正措施，保证实验室检测工作的准确性，提高检测能力。
（3）参加能力验证：关于如何参加或制定能力验证计划，企业
实验室可依据自身检测领域在 CNAS 官网每年发出的“能力验证项目”
计划表中寻找相对应的检测项目进行报名。能力验证可以说是更高级
别的一种实验室间比对，是认可机构为确保实验室维持较高检测水
平，对其能力进行考核、监督和确认的一种验证活动。需得到 CNAS
承认的机构的组织者，才具备有能力验证的能力。通过参加能力验证，

紧固件企业实验室想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首先在态度上应引
起重视，同时针对上述三个方向逐一击破、改善。
（1）提高员工忠诚度，减少流失。人才作为企业的隐形财富，
应确保其忠诚并服务于企业。如何为员工创造想要的福利，这也是紧
固件企业提高员工忠诚度的一种管理方式，并不是简单局限于物质
的奖励，作为企业还应考虑到员工对于自身能力提高的诉求或是情
感方面的慰藉。提高员工忠诚度带来的价值将远远超过我们的预估，
当一个员工愿意与企业共进退、愿意为企业奉献其一生时，那么他
所从事的工作也必定是认真负责、无需为之操心的。

可以对实验室检测结果的质量和可信度进行有效评估，如发生准确

（2）关注人员的特质，宁缺毋滥。紧固件企业实验室的技术人

度偏离时，可第一时间识别问题并进行改善，保证实验室对检测能

员很多都身兼数职，有些都是从生产线直接选择，这并不是不可取，

力准确性的持续监控。

只是对于检测人员的一些基本硬性要求，还是有必要进行参考和筛

3.2 检测人员

选。无论是学历的要求，还是自身学习能力的悟性考察，这都是检
测人员最基本的选择标准。

3.2.1 人员存在的问题
由于从事检测工作的特殊性，人员最好应有对工作认真负责、
人员始终作为最小技术单元，在检测试验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

做事细心耐心，不惧数据枯燥的特质，这些特质应是选拔检测人员

重的作用，人员技术综合能力的水平高低，将直接决定试验检测结

的重要参考标准。如果最初企业对人员选择进行有效把控，这将会

果的正确与否。所以，人员问题应是当前企业管理工作中最应重视，

降低后续很多因人员导致的潜在风险。

也是最为基础的根本问题，但实际情况人员问题却是目前企业实验
室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关于对人员技术层面的硬性要求笔者将不
再赘述，主要探讨当前大部分紧固件内部实验室所面临人员最基本
也是最主要的三大问题：

（3）制定详细的人员培训监督制度。大部分企业缺乏完善的技
术人员培训上岗流程和具体监督制度，这就导致了同样一份检测标
准，企业实验室人员与第三方检测人员之间会存在不同的理解，出现
不同的检测操作，导致检测数据的差异，关于对人员的培训和监督

（1）人员稳定性较差：企业实验室作为企业后期发展衍生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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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培训或内部培训的计划方案，对于人员能力培训或针对某项标准的特定培训等实施，同时应要求对于技术人员的独立操作最好规定授权考核
通过后才可开展检测工作，以此保证检测数据的准确性。关于人员监督的工作应持续贯穿，可包括定期监督和随机监督两个方向，同时对于在
培人员或曾出现过不符合工作的项目应实行重点跟踪监督，可设立质量监督员对部门工作进行实时监督。
3.3 检测设备
设备作为开展试验的主要硬件，在检测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而这一重要硬件在部分企业中却很少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满足检测
方法要求。很多紧固件企业对于试验中要求设备的某些关键参数并不是很理解，仅是简单的认为设备名称一致就是满足检测需求，却不知具体
参数才是关键因素。还有一些紧固件企业认为购买设备后就可以直接投入检测，忽略了对设备性能的校准验收。同时，由于很多紧固件企业实
验室技术人员的大量缺乏及身兼多职的情况，往往会造成没有做到及时对设备进行保养及维护。诸多现象都会在检测过程中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检测数据及结果判定。
为此，建立健全的设备管理机制，尤为重要。比如：
（1）采购设备时，明确具体采购方案，由相关技术人员对
设备参数提出具体要求，同时负责设备到厂后的参数确认工作；
（2）设备到厂后，组织技术人员培训学习设备操作、维护
保养及期间核查工作，同时联系具有校准资质的人员对设备进行
校准，完成技术层面的验收工作；
（3）设备启用前，在设备正式投入检测工作前，应有技术
人员编制清晰的操作规程及维护保养规程，形成文件以便技术人
员随时调阅查看；
（4）设备环境考量，在检测过程中，环境一直是作为影响
检测数据的关键因素，同样在设备使用中，环境也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设备的性能指标往往会因不同的工作环境而发生改变，
不同的环境对于设备的使用寿命也会有不同的影响，所以关注设
备使用环境并严格执行，这一点同样需要引起重视。

4 结语
本文旨在方法、人员、设备方面对紧固件企业实验室可改善方面进行了比较详细阐述，其实笔者一直认为体系的改善才是从根本上解决
差距的有效方式。体系作为企业制度之根本，任何方面的管控都应以健全的体系制度作为依据，展开工作并严格执行。一个紧固件企业尤其是
企业内部实验室更应高度重视体系的编制及贯彻执行，这将有效避免诸多潜在的质量风险，从根本上解决紧固件企业实验室目前存在的诸多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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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最新 GB/T3098.23、24、25 紧固件国家标准
金蜘蛛紧固件网顾问专家 张先鸣

摘要：国家标准 GB/T3098.23-2020《紧固件机械性能 M42-M72 螺栓、螺钉、螺柱》，2020 年 3 月 31 日发布，2020 年 10 月 1 日实施；
GB/T3098.24-2020《紧固件机械性能 高温用不锈钢和镍合金螺栓、螺钉、螺柱和螺母》和 GB/T 3098.25-2020《紧固件机械性能 不锈钢和镍
合金紧固件选用指南》，2020 年 11 月 19 日发布，2021 年 6 月 1 日实施；本文把标准中的紧固件设计要点、材料的选择及检测，为读者作一
些浅析和介绍，便于大家在工作中理解和应用。

1. 引言

螺柱必须选用合金钢制造；普通螺纹符合 GB/T192 规定，且符合 GB/
T192 规定的直径与螺距组合。

紧固件是指将两个或两个以上零件 ( 或构件 ) 紧固连接成为一
件整体时所采用的一类机械零件的总称。紧固件的作用是紧固连接机

GB/T3098.1-2010《紧固件机械性能 螺栓、螺钉和螺柱》标准

械零件，其应用极为广泛，它的特点是品种规格繁多，性能用途各

强调对 10.9 级及以上产品材料要求具有良好的淬透性，而对于 8.8

异，而且产品标准化、系列化程度高。为保持我国机械装备、车辆

级螺纹直径超过 20mm 的紧固件为保证良好的淬透性，需采用对 10.9

交通等对机械零部件的需求和技术标准与国际同步，提升机械装备、

级规定的材料；而 GB/T3098.23-2020《紧固件机械性能 M42 ～ M72

海洋装备、风能发电、建筑采矿等设备的可靠性及安全性，适应市

螺栓、螺钉、螺柱》新标准规定性能等级在 8.8 级、10.9 级，必须

场需求，近年来，全国紧固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通过修订或制定一

选用合金钢制造，见表 1，以确保紧固件螺纹截面的芯部在淬硬状态、

批有关紧固件制造、性能检测国家标准，宗旨是规范紧固件的设计，

回火前获得约 90% 的马氏体组织。为此，金相检验在紧固件行业得

标准均把合理选材提高到重要的位置，除将“材料”列为专门一章

到较高重视。金相检验不仅是借助于金相显微镜来研究金属材料的

之外，不少选材条文也被列为强制性条文，这意味着设计人员要以

内部组织，而且还通过肉眼或低倍放大镜下进行宏观检验。

合理选材和优化选材作为基本功来做好紧固件设计工作。
对 M42-M72 大规格螺栓的机械性能检测是质量管控的重中之重，
国家标准 GB/T3098.23-2020《紧固件机械性能 M42-M72 螺栓、

目前国内测量强度比较普遍的方法是采用万能材料试验机，可以进

螺钉、螺柱》，2020 年 3 月 31 日发布，2020 年 10 月 1 日实施；GB/

行材料抗拉强度、屈服强度，以及螺栓的楔负载试验和塑性指标断

T3098.24-2020《紧固件机械性能 高温用不锈钢和镍合金螺栓、螺钉、

后伸长率 A 和断面收缩率 Z 的测定。试件的制备符合 GB/T3098.1 中

螺柱和螺母》，2020 年 11 月 19 日发布，2021 年 6 月 1 日实施；GB/

的标准规定，≤ M39 规格螺栓的拉伸试件采用直接车削的加工方法；

T3098.25-2020《紧固件机械性能 不锈钢和镍合金紧固件选用指南》，

GB/T3098.23 中的标准规定，≥ M42 螺栓规格的拉伸试样采用先偏

2020 年 11 月 19 日发布，2021 年 6 月 1 日实施。本文的目的就是对

心取样再车削的加工方法。硬度试样在距螺纹末端 1d 处取一横截

这些标准为读者作一些解析和介绍，便于大家在设计中理解和应用。

面，在保证平行度的情况下对截面依次用细砂纸打磨，以保证粗糙

文内有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度满足试验标准要求。拉伸试样加工完成后对尺寸进行确认，满足
尺寸要求的试样在试验机上才可以开始拉伸实验。试验机有自动定

2.GB/T3098.23-2020《紧固件机械性能 M42 ～ M72
螺栓、螺钉、螺柱》[1]
GB/T3098.23-2020《紧固件机械性能 M42 ～ M72 螺栓、螺钉、
螺柱》，新标准规定了 M42 ～ M72 螺栓类在环境温度为 10℃～ 35℃

心装置，避免了试验时被夹持试样只受受轴向拉力的作用，避免斜拉，
斜拉有可能使被测试样受力不均匀，从而影响试验结果的准确性。
在实际的生产现场，拉伸试验时进行标准规范的操作，主要注
意事项：

条件下进行测试时，螺栓、螺钉和螺柱的机械和物理性能。在该环
境温度范围内符合本标准要求的紧固件，在超出该环境温度范围时，

a、试样制样的影响，不同截面形状、不同试样直径等对试验数

或可能达不到规定的机械和物理性能。按 GB/T3098.23 生产的紧固

据有影响，根据新标准对于 M42 ～ M72 直径，特别是制成机械加工

件适用使用温度为－ 50℃～＋ 150℃；性能等级在 8.8 级、10.9 级

拉伸试样的情况下，在螺栓和螺柱直径 1/4d 处制出试样（偏心试样），

粗牙螺纹范围 M42 ～ M64，细牙螺纹范围 M45X3 ～ M72X6 螺栓、螺钉、

其试棒直径为 3/8d。同一个螺栓制成不同直径的试样，得到的结果
会有一定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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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试样装夹的影响，拉伸试验中不允许存在偏心力，特别是做大规格螺栓的实物拉伸试验时，如果装夹不正、存在偏心力将使得到的结
果值偏低；做紧固件拉伸试验时要确保夹具中间留有大于 1d 的螺纹部分不旋入夹具中，如果旋入太多将造成塑性指标偏低、拉力值不准等问题；
c、拉伸速度的影响，拉伸速度在国家标准中有规定（一般为不超过 10mm/min），常温下，紧固件产品在不同速度下拉伸试验对抗拉强度
影响不大，但对塑性规定非比例延伸强度（屈服强度）影响极大，通常要求慢一点进行拉伸试验，且拉伸过程中要保持均匀速度进行，不要先
快后慢；
d、环境因素影响，拉伸试验时的温度要求在 10℃～ 35℃，尽量避免振动和电磁干扰。

3.GB/T3098.24-2020《紧固件机械性能高温用不锈钢和镍合金螺栓、螺钉、螺柱和螺母》[2]
GB/T3098.24-2020《紧固件机械性能高温用不锈钢和镍合金螺栓、螺钉、螺柱和螺母》新发布的标准规定了由耐腐蚀不锈钢和镍合金制造的、
在高温至 800℃条件下使用的螺栓、螺钉、螺柱和螺母的化学成分、机械和物理性能要求，并规定了此类紧固件也适用于在 -50℃低温下使用。
紧固件类型包括螺栓、螺钉、螺柱和螺母，规格粗牙螺纹 M3 ～ M39；细牙螺纹 M8X1 ～ M39X3；任何形状的全承载能力紧固件。
本标准规定了紧固件性能：马氏体钢、沉淀硬化奥氏体钢和镍合金。三类材料的类别代号，马氏体不锈钢：CH0（20Cr13），CH1（30Cr13），
CH2（17CrNi16、14Cr17Ni2），V/VH（22CrMoV12、ML21CrMoV），VW（19CrMoNbVN11）；沉淀硬化奥氏体钢：SD（ML06Cr15Ni25Ti2MoAlBV）；
镍合金：SB（ GH4080A、NiCr20TiAl）和 718（NiCr19NbMo））。有关材料牌号详细信息参见 GB/T3098.25-2020 ，选择合适的不锈钢和镍合
金及性能的技术要求。

表1

M42 ～ M72 螺栓、螺钉、螺柱原材料化学成分
化学成分极限 /%

性能等级
8.8
10.9

C

合金钢淬火并回
火
合金钢淬火并回
火

S
max

B
max

回火温度 /℃

min

max

P
max

0.20

0.55

0.025

0.025

0.003

500

0.30

0.55

0.025

0.025

0.003

500

材料和热处理

min

按规定的方法进行机械性能试验时，指定紧固件代号的螺栓、螺钉和螺柱在室温环境条件下，所有机械性能要求应符合规定且与 GB/
T3098.1、GB/T3098.23 类似，无论试验在制造过程中进行或对最终成品进行都适用。按本标准制造的紧固件应进行热处理，物理和机械性能
和热处理工艺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及最高使用温度和紧固件的实际使用温度。
热处理工艺流程如下：马氏体不锈钢 CH0、CH1、CH2、V、VH、VW，应淬火并回火（QT）。沉淀硬化奥氏体钢和镍合金 SD、SB 和 718，应
进行固溶退火 (AT)+ 时效硬化（P）；强烈建议在紧固件成型后进行，当外螺纹紧固件抗拉强度 (Rm) 大于或等于 1100 MPa 时，经供需协议，
固溶退火 (AT) 可以针对原材料进行 ( 在紧固件成型前 )。对于冷镦和热锻紧固件，热处理应在紧固件成型后进行。对于由棒材机械加工成型
紧固件，热处理可以针对原材料进行或在紧固件加工成型后进行。对外螺纹紧固件，可以在热处理前或后或在固溶退火（AT）和时效硬化（P）
之间辗制螺纹。在使用中，螺母应与相同代号的螺栓、螺钉和螺柱 ( 和垫圈 ) 配合 ( 如 CH0 螺栓与 CH0 螺母 )。不同材料的紧固件配套组合
是可以或可能的，但应满足考虑连接副的最低耐蚀性；磨损风险。

4.GB/T3098.25 － 2020《紧固件机械性能 不锈钢和镍合金紧固件选用指南》[3]
国际上不锈钢及镍合金材料紧固件技术创新一直高度活跃，创新产品不断涌现，产业规模不断扩大。近年来逐渐呈现出材料品种多样化、
性能稳定化等新的技术发展趋势。美国及部分欧洲国家长期在不锈钢和镍合金紧固件等技术和产业方面占据领先地位，我国近几年对不锈钢和
镍合金紧固件产品从品种、规格各方面都形成了一定量的需求，但是某些材料依赖进口，大规格成形工艺尚不稳定，紧固件产品的功能特性还
不能有效满足装备需要，产品的稳定性及可靠性仍有差距。清洁能源、航空航天、轨道交通、海洋工程、燃气轮机等领域和重大装备对不锈钢
和镍合金紧固件的需求日益增长。目前尚无 ISO 标准，该项目与 ISO/NP 3506-5、ISO/NP 3506-6 同期开展工作，根据国内生产实际和国内外
贸易需求制定我国不锈钢和镍合金紧固件机械性能国家标准，为上述问题的解决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为完善和优化紧固件标准体系、引领紧
固件专业化生产、提高产品档次和市场满足水平起到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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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3098.25 － 2020《紧固件机械性能 不锈钢和镍合金紧固件选用指南》新标准，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参考 ISO/DIS 3506-6，本着科学、合理、
适用和促进我国不锈钢和镍合金紧固件产品满足应用的原则，对相关标准进行深入研究、对比分析，根据不锈钢组别和等级、不锈钢和镍合金成分、
耐应力腐蚀裂痕、耐点蚀和缝隙腐蚀、晶间腐蚀、对形成金属间化合物的敏感性和不锈钢的磁导率性能，提出适合我国粗牙螺纹和细牙螺纹不锈钢和
镍合金紧固件选用指南。
本标准列出了不锈钢选用指南和不锈钢性能技术信息。包括适用于紧固件制造的耐腐蚀不锈钢和镍合金技术参数，适用于奥氏体不锈钢、马氏
体不锈钢、铁素体不锈钢和双相组织 ( 奥氏体 - 铁素体 ) 不锈钢以及镍合金紧固件。按 GB/T3098 不锈钢系列标准涉及以下组别和等级：奥氏体钢
A1 ～ A5 和 A8；马氏体钢 C1、C3 和 C4；铁素体钢 F1；双相钢（奥氏体 - 铁素体）D2、D4、D6 和 D8。不锈钢涵盖多种材料，提供了不同的耐腐蚀
性能和功能特性。应根据螺栓连接预期环境中的所有条件，仔细选择由不锈钢制成的特定紧固件。紧固件表面状态 ( 钝化、表面粗糙度等 ) 可能影响
紧固件耐腐蚀能力。在特殊情况下，建议咨询紧固件制造和 / 或不锈钢材料专家，以便针对给定应用条件做出正确选择。腐蚀与紧固件的几个方面有
关：螺栓连接设计、应用环境、材料和表面处理、应力状态、温度和不同金属接触引起的腐蚀（电化学腐蚀或接触腐蚀）等。
不同类别不锈钢紧固件规定使用温度范围：奥氏体不锈钢紧固件：-196℃～ + 300℃；马氏体不锈钢紧固件：-40℃～ + 230℃；铁素体不锈钢紧
固件：-20℃～ +250℃；双相钢 ( 奥氏体 - 铁素体 ) 紧固件：-40℃～ +280℃。标准涵盖 GB/T3098.6、GB/T3098.15、GB/T3098.16、GB/T3098.2 和 GB/
T3098.24，最为广泛使用的定型材料，涉及 ISO15510、EN10269 和 / 或 DIN 267-13。附录 A 列出了适用于紧固件（但未包含在 GB/T3098 系列标准中）
的不锈钢材料，使用这些不锈钢需要供需双方事先达成协议。标准的指定旨在为不锈钢和镍合金紧固件的选用起到规范和指导作用。

5. 结束语
紧固件的主要制造工艺流程包括：原材料采购→复验→下料→冷镦或热锻（螺栓和螺母）→热处理→性能试验→机加工→滚丝成形→表
面处理→表面检查→无损检测→尺寸检查→包装运输等工序。
为适应紧固件的发展需求，全国紧固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通过修订或制定一批新的紧固件制造、性能检测国家标准，因此，建立中国紧
固件行业 GB/T3098.23、24、25《紧固件机械性能》系列标准，丰富了中国紧固件产品及标准系列，为国内紧固件产品和材料工艺研究发展提
供数据支持，打破国外技术和标准垄断。更为重要的是，建立《紧固件机械性能 M42 ～ M72 螺栓、螺钉、螺柱；紧固件机械性能高温用不锈钢
和镍合金螺栓、螺钉、螺柱和螺母；紧固件机械性能 不锈钢和镍合金紧固件选用指南》标准，弥补了国内缺乏关于纵深产业链的不足，为后
续建立、修改相关标准提供方法及数据参考，推动行业发展。
大量的高强度螺栓疲劳失效分析结果表明，70% 以上的疲劳失效源自表面损伤、头杆交接处脱碳、螺纹加工有明显的细小裂缝或切削加工
刀痕不连续处和表面腐蚀物、淬火组织不均匀，因为那里应力集中度高。为此，对新标准 GB/T3098.23、24、25 的宣传、贯彻，需要用大力气，
建议紧固件质量管理从设计、采购、制造、安装、不符合项管理、检查和试验等环节进行增强和优化。简而言之，紧固件设计应强化通用性、
标准化和识别码，采购应限制最低竞价，制造检验可考虑第三方检验单位对多方履责、安装强化记录和按标准作业，不符合项管理强化原因分
析和经验反馈，检验和复验两条线并行。
总之，欲实现我国由紧固件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梦想，紧固件镦锻理论和工艺装备方面尚需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技术也必将
融入转型创新变革的潮流而得到发展与提升，很多领域等待我们去开发、去深化、去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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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S Handbook - Fasteners & Screw Threads 2020
金蜘蛛紧固件网编辑部整理

Terms, Designation and Drawing

JIS B 0205-1:2001 ISO general purpose metric screw
threads － Part 1:Basic Profile……ISO 68-1:1998 (IDT)

JIS B 0002-1:1998 Technical drawings － Screw threads and
threaded parts － Part 1: General conventions……ISO 6410-

JIS B 0205-2:2001 ISO general purpose metric screw

1:1993 (IDT)

threads － Part 2: General Plan……ISO 261: 1998 (IDT)

JIS B 0002-2:1998 Technical drawings － Screw threads and

JIS B 0205-3: 2001 ISO general purpose metric screw

threaded parts － Part 2: Screw thread inserts……ISO 6410-

threads － Part 3: Selected sizes for screws, bolts and

2:1993 (IDT)

nuts……ISO 262: 1998 (IDT)

JIS B 0002-3:1998 Technical drawings － Screw threads and

JIS B 0205-4: 2001 ISO general purpose metric screw

threaded parts － Part 3: Simplified representation……ISO

threads － Part 4: Basic Dimensions……ISO 724: 1993 (IDT)

6410-3:1993 (IDT)
JIS B 0206: 1973 Unified coarse screw threads……ISO 263:
JIS B 0101:2013 Screw threads and fasteners － Vocabulary……

1973 (MOD)

ISO 1891, 5408:2009 (MOD)
JIS B 0208: 1973 Unified fine screw threads……ISO 263: 1973
JIS B 0123:1999 Designation system for screw threads

(MOD)

JIS B 0143:2013 Fasteners － Bolts, screws, studs and nuts －

JIS B 0209-1: 2001 ISO general purpose metric screw

Symbols and descriptions of dimensions……ISO 225:2010 (IDT)

threads － Tolerances － Part 1: Principles and basic data……
ISO 965-1: 1998 (IDT)

JIS B 0147:2004 Blind rivets － Terminology and
definitions……ISO 14588:2000 (IDT)

JIS B 0209-2: 2001 ISO general purpose metric screw
threads － Tolerances － Part 2: Limits of sizes for general

JIS B 1010:2003 Designation system for fasteners……ISO

purpose external and internal screw threads － Medium

8991:1986 (IDT)

quality……ISO 965-2: 1998 (IDT)

JIS B 0209-3: 2001 ISO general purpose metric screw
threads － Tolerances － Part 3: Deviations for constructional

Basics (General Use)

screw threads……ISO 965-3: 1998 (IDT)

JIS B 0202:1999 Parallel pipe threads……ISO 228-1:1994

JIS B 0209-4: 2001 ISO general purpose metric screw

(MOD)

threads － Tolerances － Part 4: Limits of sizes for hotdip galvanized external screw threads to mate with internal

JIS B 0203:1999 Taper pipe threads……ISO 7-1:1994 (MOD)

.116. 《紧固件》季刊 2021 年 7 月 第六十四期

screw threads tapped with tolerance position H or G after

知识库

Knowledge Base
galvanizing……ISO 965-4: 1998 (IDT)

JIS B 1005: 2003 General purpose bolts and screws － Metric
series － Radii under the head……ISO 885: 2000 (IDT)

JIS B 0209-5: 2001 ISO general purpose metric screw
threads － Tolerances － Part 5: Limits of sizes for internal

JIS B 1006: 2009 Fasteners － Thread run-outs for external

screw threads to mate with hotdip galvanized external screw

thread in accordance with ISO general purpose metric screw

threads with maximum size of tolerance position h before

threads……ISO 3508: 1976 (MOD)

galvanizing……ISO 965-5: 1998 (IDT)
JIS B 1008: 2009 Fasteners － Bolts and studs － Split pin
JIS B 0210: 1973 Limits of sizes and tolerances for unified

holes and wire holes……ISO 7378: 1983 (MOD)

coarse screw threads
JIS B 1012: 1985 Cross recesses for screws……ISO 4757: 1983
JIS B 0212: 1973 Limits of sizes and tolerances for unified

(MOD)

fine screw threads
JIS B 1013: 1994 Countersunk head screws － Head
JIS B 0216-1: 2013 ISO metric trapezoidal screw threads －

configuration and gauging……ISO 7721: 1983 (IDT)

Part 1: Basic profiles and maximum material profiles……ISO
2901: 1993 (IDT)

JIS B 1014: 1994 Countersunk flat head screws － Part 2:
Penetration depth of cross recesses……ISO 7721-2: 1990

JIS B 0216-2: 2013 ISO metric trapezoidal screw threads －

(IDT)

Part 2: General plan……ISO 2902: 1977 (IDT)
JIS B 1016: 2006 Gauging of hexagon sockets……ISO 23429:
JIS B 0216-3: 2013 ISO metric trapezoidal screw threads －

2004 (IDT)

Part 3: Basic Dimensions……ISO 2904: 1977 (IDT)
JIS B 1017: 2008 Countersinks for countersunk head
JIS B 0217-1: 2013 ISO metric trapezoidal screw threads －

screws……ISO 15065: 2005 (IDT)

Tolerances － Part 1: Principles and basic data……ISO 2903:
1993 (MOD)

JIS B 1018: 2009 Fasteners － Thread undercuts for external
metric ISO threads……ISO 4755: 1983 (IDT)

JIS B 0217-2: 2013 ISO metric trapezoidal screw threads －
Tolerances － Part 2: Limits of sizes for external and

JIS B 1021: 2003 Tolerances for fasteners － Part 1: Bolts,

internal screw thread

screws, studs and nuts － Product grades A, B and C……ISO
4759-1: 2000 (IDT)

JIS B 1041: 1993 Fasteners － Surface discontinuities － Part

Components

1: Bolts, screws and studs for general requirements……ISO
6157-1: 1988 (IDT)

JIS B 1001: 1985 Diameter of clearance holes and
counterbores for bolts and Screws……ISO 273: 1979 (MOD)

JIS B 1042: 1998 Fasteners － Surface discontinuities － Part
2: Nuts……ISO 6157-2: 1995 (IDT)

JIS B 1002: 1985 Dimensions of widths across flats……ISO
272: 1982, 2343: 1972, 4762: 1977 (MOD)

JIS B 1043: 1993 Fasteners － Surface discontinuities － Part
3: Bolts, screws and studs for special requirements……ISO

JIS B 1003: 2014 Fasteners － Ends of parts with external ISO

6157-3: 1988 (IDT)

metric thread……ISO 4753: 2011 (IDT)
JIS B 1044: 2001 Fasteners － Electroplated coatings……ISO
JIS B 1004: 2009 Hole sizes before threading

4042: 1999 (I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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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S B 1045: 2001 Fasteners － Preloading test for the

ISO 7085: 1999 (IDT)

detection of hydrogen embrittlement － Parallel bearing
surface method……ISO 15330: 1999 (IDT)

JIS B 1071: 2010 Fasteners － Methods of verification for
size and geometry

JIS B 1046: 2005 Fasteners － Non-electrolytically applied
zinc flake coatings……ISO 10683: 2000 (IDT)

JIS B 1081: 1997 Threaded fasteners － Axial load fatigue
testing － Test methods and evaluation of results……ISO

JIS B 1047: 2006 Passivation of corrosion-resistant

3800: 1993 (IDT)

stainless-steel fasteners……ISO 16048: 2003 (IDT)
JIS B 1082: 2009 Stress area and bearing area for threaded
JIS B 1048: 2007 Fasteners － Hot dip galvanized coatings……

fasteners

ISO 10684: 2004 (MOD)
JIS B 1083: 2008 General rules for tightening of threaded
JIS B 1054-1: 2013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corrosion-

fasteners

resistant stainless steel fasteners － Part 1: Bolts, screws
and studs……ISO 3506-1: 2009 (IDT)

JIS B 1084: 2007 Fasteners － Torque/clamp force testing……
ISO 16047: 2005 (IDT)

JIS B 1054-2: 2013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corrosionresistant stainless steel fasteners － Part 2: Nuts……ISO

JIS B 1085: 1995 Cone proof load test on nuts……ISO 10485:

3506-2: 2009 (IDT)

1991 (IDT)

JIS B 1054-3: 2013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corrosion-

JIS B 1086: 1998 Widening test on nuts……ISO 10484: 1997

resistant stainless steel fasteners － Part 3: Set screws

(IDT)

and similar fasteners not under tensile stress ………………
ISO 3506-3: 2009 (IDT)

JIS B 1087: 2004 Blind rivets － Mechanical testing……ISO
14589: 2000 (IDT)

JIS B 1054-4: 2013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corrosionresistant stainless steel fasteners － Part 4: Tapping

JIS B 1091: 2003 Fasteners － Acceptance inspection……ISO

screws……ISO 3506-4: 2009 (IDT)

3269: 2000 (IDT)

JIS B 1056: 2019 Fasteners － Prevailing torque steel nuts －

JIS B 1092: 2006 Fasteners －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ISO

Functional properties……ISO 2320: 2015 (MOD)

16426: 2002 (IDT)

JIS B 1057: 2001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non-ferrous metal

JIS B 1099: 2012 Fasteners － General requirements for bolts,

fasteners……ISO 8839: 1986 (MOD)

screws, studs and Nuts……ISO 8992: 2005 (IDT)

JIS B 1058: 1995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fasteners Part 7:
Torsional test and minimum torques for bolts and screws with
nominal diameters 1 mm to 10 mm……ISO 898-7: 1992 (IDT)

JIS B 1059: 2001 Drilling screws with tapping screw
thread － Mechanical and functional properties……ISO 10666:

Screw Threads Components (including
Washers) for General Use
Machine screw

1999 (IDT)
JIS B 1101: 2017 Slotted head screws……ISO 1207, 1580,
JIS B 1060: 2003 Mechanical and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of
case hardened and tempered metric thread rolling scr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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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S B 1107: 2018 Hexalobular socket head screws……ISO

7053: 2011 (MOD)

14580:2011, 14581, 14582: 2013, 14583, 14584: 2011 (MOD)
JIS B 1127: 2015 Hexagon flange head tapping screws……ISO
JIS B 1111: 2017 Cross recessed head screws……ISO 7045 ～

10509: 2012 (MOD)

7048: 2011 (MOD)
JIS B 1128: 2004 Hexalobular socket head tapping screws……
JIS B 1116: 2009 Slotted head screws for precision

ISO 14585 ～ 14587: 2001 (MOD)

instruments
JIS B 1129: 2004 Tapping screw washer assemblies with plain
JIS B 1119: 1995 Machine screws and nuts for spectacle

washers……ISO 10510: 1999 (IDT)

frames……ISO 11381: 1994 (MOD)

Wood screw
JIS B 1130: 2012 Screw and washer assemblies made of steel
with plain washers － Washer hardness classes 200 HV and 300

JIS B 1112: 1995 Cross-recessed head wood screws

HV……ISO 10644: 2009 (MOD)
JIS B 1135: 1995 Slotted head wood screws
JIS B 1188: 2017 Cross recessed head screws with captive
washer

Bolts

Set screw

JIS B 1166: 2009 T-slot bolts

JIS B 1117: 2010 Slotted set screws……ISO 4766, 7434 ～

JIS B 1166: 2015 Amendment 1

7436: 1983 (MOD)
JIS B 1168: 1994 Eyebolts
JIS B 1118: 2010 Square head set screws
JIS B 1171: 2005 Cup head square neck bolts……ISO 8678:
JIS B 1177: 2007 Hexagon socket set screws……ISO 4026 ～

1988 (MOD)

4029: 2003 (MOD)
JIS B 1171: 2015 Amendment 1

Tapping screw
JIS B 1173: 2010 Studs
JIS B 1115: 2015 Slotted head tapping screws……ISO 1481 ～
1483: 2011 (MOD)

JIS B 1173: 2015 Amendment 1

JIS B 1122: 2015 Cross recessed head tapping screws……ISO

JIS B 1174: 2017 Hexagon socket button head screws……ISO

7049 ～ 7051: 2011 (MOD)

7380-1, -2: 2011 (MOD)

JIS B 1123: 2015 Hexagon head tapping screws……ISO 1479:

JIS B 1175: 1988 Hexagon socket head shoulder screws……ISO

2011 (MOD)

7379: 1983 (MOD)

JIS B 1124: 2015 Drilling screws with tapping screw

JIS B 1176: 2014 Hexagon socket head cap screws……ISO 4762:

thread……ISO 15480 ～ 15483: 1999 (MOD)

2004, 12474: 2010 (MOD)

JIS B 1125: 2015 Self drilling tapping screws

JIS B 1176: 2015 Amendment 1

JIS B 1126: 2015 Hexagon washer head tapping screws……ISO

JIS B 1178: 2009 Foundation bo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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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库

Knowledge Base
JIS B 1178: 2015 Amendment 1

JIS B 1190: 2014 Hexagon nuts with flange……ISO 4161,
10663: 2012 (MOD)

JIS B 1179: 2009 Flat head bolts
JIS B 1196: 2010 Weld nuts
JIS B 1179: 2015 Amendment 1
JIS B 1199-1: 2001 Prevailing torque type nuts － Part 1:
JIS B 1180: 2014 Hexagon head bolts and hexagon head

Hexagon nuts with non-metallic insert ……ISO 7040, 7041,

screws……ISO 4014: 2011,4015: 1979, 4016 ～ 4018, 8676,

10511, 10512: 1997 (MOD)

8765: 2011 (MOD)
JIS B 1199-1: 2008 Amendment 1
JIS B 1182: 2009 Square head bolts
JIS B 1199-2: 2001 Prevailing torque type nuts － Part 2:
JIS B 1182: 2015 Amendment 1

All-metal hexagon nuts……ISO 7042, 7719, 7720, 10513: 1997
(MOD)

JIS B 1184: 2010 Wing bolts
JIS B 1199-3: 2001 Prevailing torque type nuts － Part 3:
JIS B 1187: 2017 Hexagon head screws with captive washer

Hexagon nuts with flange with non-metallic insert……ISO
7043, 12125: 1997 (MOD)

JIS B 1189: 2014 Hexagon bolts with flange……ISO 15071:
2011, 15072: 2012 (MOD)

JIS B 1199-4: 2001 Prevailing torque type nuts － Part 4:
All-metal hexagon nuts with flange……ISO 7044, 12126: 1997

JIS B 1189: 2015 Amendment 1

(MOD)

JIS B 1194: 2006 Hexagon socket countersunk head screws……

JIS B 1200: 2018 Fasteners － Hexagon weld nuts with flange

ISO 10642: 2004 (MOD)

……ISO 21670: 2014 (MOD)

JIS B 1195: 2009 Weld bolts

JIS B 1216: 2006 Push-on spring nuts

JIS B 1195: 2015 Amendment 1

Washers

Nuts

JIS B 1250: 2008 Plain washers for metric bolts, screws and
nuts for general purposes － General plan……ISO 887: 2000

JIS B 1163: 2009 Square nuts

(IDT)

JIS B 1167: 2011 T-slot nuts

JIS B 1251: 2018 Spring lock washers

JIS B 1169: 1994 Eyenuts

JIS B 1256: 2008 Plain washers……ISO 7089 ～ 7094: 2000
(MOD)

JIS B 1170: 2011 Hexagon slotted and castle nuts
JIS B 1257: 2004 Plain washers for tapping screw and washer
JIS B 1181: 2014 Hexagon nuts and hexagon thin nuts……ISO

assemblies － Normal and large series － Product grade A……

4032 ～ 4036, 8673 ～ 8675: 2012 (MOD)

ISO 10669: 1999 (IDT)

JIS B 1183: 2010 Domed cap nuts

JIS B 1258: 2012 Plain washers for screw and washer
assemblies － Small,normal and large series － Product grade

JIS B 1185: 2010 Wing nu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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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码

公司名 Company Name

页码

公司名 Company Name

132

金蜘蛛公众号和小程序
Ofﬁcial WeChat Account & Mini Programs of China Fastener
Info

2021第10届武汉国际机床展览会
The 10th Wuhan International Machine Tool Exhibition
2021

5

卡锣萨尔维（广州）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Carlo Salvi (Guangzhou)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Ltd.

2021第二十一届苏州紧固件与技术展
The 21st Fastener Trade Show Suzhou

85

美国紧固件展
Fastener Fair USA

87

2021俄罗斯国际金属冶金工业展
Metal Expo 2021

1

耐落螺丝(昆山)有限公司
NYLOK®-China

76

2021中国国际建筑五金、紧固件展
China International Building Hardware & Fasteners Show
2021

21

七丰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Qifeng Precision Industry Sci-Tech Corp.

77

2021中国国际五金展（第20届）
The 20th China International Hardware Show

115

全英文采购指南CFD
China Fastener Directory

75

DME东莞机床展
Dongguan Machine Tool Exhibition

13

瑞安市汇力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Ruian Huilida Metal Products Co., Ltd.

97

DMP大湾区工业博览会
Greater Bay Area Industrial Expo

4

三井机械工业
Sam Chang Machinery Industrial

74

JME天津机床展
Tianjin Machine Tool Exhibition

78

上海国际五金展
Shanghai International Hardware Show

79

第十三届上海国际石油和化工技术装备展览会
The 13th Shanghai International Petrochemical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Exhibition

22

上海巨鸿实业有限公司
Shanghai Juhong Industrial Co., Ltd.

16

东莞鸿毅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Dongguan Huen Yi Precision Machinery Co., Ltd.

9

上海上垫垫圈有限公司
Shanghai Shangdian Washer Co., Ltd.

19

东莞市君成达克罗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Dongguan Juncheng Dacromet Metal Products Co., Ltd.

21

上海宜而廉紧固件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Yi Er Lian Fastener Co., Ltd.

2,3

东台市溱标不锈钢有限公司
Dongtai QB Stainless Steel Co., Ltd.

96

印尼制造展
Manufacturing Indonesia

6

佛山市南海九龙五金不锈钢交易中心
Jiulong Hardware & Stainless Steel Trade Center

18

浙江创新标准件厂
Zhejiang Chuangxin Standard Fasteners Factory

14

杭州杭申节能炉窑有限公司
Hangzhou Hangshen Energy Saving Furnace Co., Ltd.

20

浙江浩程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Zhejiang Howls Auto Parts Co., Ltd.

17

惠州市益欣凯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Huizhou Yi Xin Kai Hardware Products Co., Ltd.

10

浙江键财机械有限公司
Zhejiang Jiancai Machinery Enterprise Co., Ltd.

7

江苏华盛紧固件制造有限公司
Jiangsu Washen Fastener Manufacture Co., Ltd.

封底

121

《紧固件》季刊
Fastener Quarterly Magazine

81

封二

浙江瑞安市场桥永久标准件厂
Zhejiang Ruian Yongjiu Standard Fastener Factory

封面

金蜘蛛紧固件网英文版
www.chinaFastenerinfo.net

15

浙江三林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Zhejiang Sanlin Hardware Products Co., Ltd.

封三

金蜘蛛紧固件网中文版
www.chinaFastenerinfo.com

8

浙江友信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Zhejiang Yeswin Machinery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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