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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首发！我国成功研制出最高强度紧固件（19.8 级）
在当前“碳达峰”和“碳中和”政策下，汽车、高铁、航空、航天、国防等国家重大装备制造用紧固件对长寿命超高强度化有紧迫需求。
超高强度紧固件可以在相同夹紧力下，通过减少自身尺寸来降低重量和增加安装空间，因此可以对被连接部件进行功能和体积优化，从而使装
备达到整体减重和性能优化的目的。公开的资料显示，国外目前优势企业的紧固件最高强度级达到了 17.8 级。我国 973 项目依据国际发展状况，
曾经研制了 13.9—15.9 级的紧固件材料与紧固件。
2021 年 11 月 28 日，由上海大学材料学院董瀚教授领衔的高性能钢铁材料团队、河北龙凤山铸业有限公司、七丰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舟山市 7412 工厂、江苏冶金技术研究院、上海大学（浙江）高端装备基础件材料研究院等六家单位经过一年多的联合攻关，通过“材料生产—
紧固件制造—服役评价”全产业链协作，基于钢铁材料高性能化理论，利用龙凤山铸业生产的高纯铁原料成功研发出超高强度紧固件用 B17.8
及 B19.8 钢，形成了 16.8 级和 19.8 级紧固件制造技术，紧固件实物如下图所示。

16.8 和 19.8 级紧固件实物（规格为 MJ8×1×50）
通过材料和热处理工艺优化，16.8 级和 19.8 级螺栓
室温抗拉强度分别满足 1600-1770MPa 和 1900-2070MPa。
剪切测试（依据 GJB 3376-1998）结果表明，16.8 级和
19.8 级螺栓剪切力分别达到 97KN 和 115KN；室温拉伸疲
劳强度测试（依据 GJB 3376-1998 及 GJB715.30A-2002，
载荷比 =0.1）结果表明，研制的紧固件满足疲劳寿命要
求（平均疲劳寿命不低于 65000 次，单个疲劳寿命不低
于 45000 次）；耐延迟断裂性能试验（根据 GJB 715.121990，大气环境下恒定拉应力保持 96 小时）结果表明，
螺栓在测试时间内未发生断裂破坏，卸载后螺栓表面及螺
纹处未发现裂纹；新研制的超高强度螺栓综合性能满足使
役要求。
据悉，国外超高强度紧固件已经形成了相应的设计规
范（如 VDA 235-2005），相比之下，我国相关产品技术
和标准严重滞后，急需制定相关的规范。该项目成功研制
出 16.8 级和 19.8 级紧固件，是国际上紧固件与材料攀登强度高峰的一个突破。将有力地推动我国重大装备的轻量化制造（如可以实现发动机
小型化和提高功率密度的目标），促进中国的钢铁生产与紧固件制造领先世界。这次超高强度螺栓的研制突破预示着我国基础件与材料从跟跑、
并跑到领跑的过程正在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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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1 月中国紧固件出口数量及出口金额统计
2021 年 1-11 月中国紧固件出口数量为 4436723 吨，相比 2020 年同期增长了 770567 吨，同比增长 21.1%；出口金额为 1036679.3 万美元，
相比 2020 年同期增长了 251686.2 万美元，同比增长 32.3%。
近一年，中国紧固件出口均价为 0.23 万美元 / 吨，于 2021 年 11 月达到峰值为 0.26 万美元 / 吨；其中，2021 年 11 月紧固件出口均价为
0.26 万美元 / 吨。
2020-2021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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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459

757968

2.05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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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6月

428298

101446

2.4

7月

397751

96455

2.4

8月

428842

105453

2.5

9月

431637

104519

2.4

10月

451919

110508

2.5

11月

465634

119321

2.6

◆

热烈祝贺奥展实业获得
2021 年度浙江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荣誉
近日，奥展实业有限公司宣布获得 2021 年度浙江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荣誉。“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是指具备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
新颖化四大优势的中小企业，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此次成功认定是对奥展在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创新化等方面所做努力的
高度肯定。
奥展将以此荣誉为契机和动力，不断优化创新机制，加强科技创新研发投入，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加强知识产权体系建设，
提高行业品牌影响力，为客户提供更加专业的紧固件产品解决方案。
据悉，奥展实业有限公司创立于 2005 年 10 月，总部位于浙江杭州，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主
要产品为各类高端精密不锈钢紧固零部件及不锈钢线材。奥展实业有限公司现旗下主要有福安奥展实业有限公司、嘉兴奥展实业有限公司、浙
江奥展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安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杭州紧商智能供应链有限公司（高新）以及“奥展易购”与“紧商网”两家网络交易
平台。公司厂房总面积 28 万平方米，行业排名全国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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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将对中国钢铁紧固件征收 22.1%-86.5% 的反倾销税
2021 年 12 月 14 日，欧盟委员会最终发布的披露文件显示，欧盟将对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钢铁紧固件征收倾销税率幅度为 22.1%86.5%。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披露的反倾销税税率比此前公布的稍微降了一点。此前，根据欧盟官方 2021 年 11 月 16 日最终披露文件显示，欧盟
将对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钢铁紧固件征收 23.9%-89.8% 的反倾销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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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及的海关编码：CN codes 7318 12 90, 7318 14 91, 7318 14 99, 731815 58, 7318 15 68, 7318 15 82, 7318 15 88, ex 7318 15
95 (TARIC codes 7318 1595 19 and 7318 15 95 89), ex 7318 21 00 (TARIC codes 7318 21 00 31, 7318 21 0039, 7318 21 00 95 and
7318 21 00 98) 以及 ex7318 22 00 (TARIC codes 7318 22 00 31, 7318 22 00 39, 7318 22 00 95 and 7318 2200 98)。
12 月 14 日的最终信息披露文件汇总内容大概如下：AD676 - 关于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部分钢铁紧固件的反倾销程序
在收到有关各方对最终披露的意见后，对用于电力成本的基准进行了调整。修订后的计算结果的细节已在一项具体披露中提供给抽样的
出口生产者。因此，需要增加以下 2021 年 11 月 16 日总披露文件的说明：
(1) 在最终披露后，江苏甬怡声称，欧盟委员会从 2018 年 11 月开始调整电价的通胀调整尚未实现，因为泰国电价没有改变以反映任何通
胀。江苏甬怡方面进一步声称，欧盟委员会没有提供有必要进行调整的理由。此外，欧盟委员会没有调整水和天然气的通货膨胀率，也没有提
供任何理由。
(2) 宁波金鼎称，由于电费基准建立在 2018 年 11 月计费月份公布的电价上，欧盟委员会根据适用通胀率调整至调查期中期，并非调查期
内泰国电力消费者实际支付的费用。并指出，网页 [1] 上列出的与电价有关的条件是委员会从调查期间适用的电价中提取的，“每月收取的电费，
包括根据的电价收取的电费；能源调整费”。因此，委员会应该采用能源调整费而不是通货膨胀调整费。
(3) 委员会审查了泰国的电价条件，并确认泰国的电力供应商对能源调整费用（确实包括价格变化的要素）进行了定期调整。因此，它调
整了能源调整费用所使用的电力基准，而不是对三个抽样出口生产者的通货膨胀调整。与基于 2018 年 11 月账单的电力基准不同，因此需要
调整到上述调查期，委员会适用的水和天然气基准已经与调查期相关，因此没有进行进一步的调整。
(4) 宁波金鼎还声称，由于公司的实际电压水平超过 12kV，委员会在调查期间对宁波金鼎收取的电价采用了错误的电压水平。委员会已
经审查并调整了有关宁波金鼎电压水平的基准，经远程交叉检查中收集的证据证实，与调查期间向宁波金鼎收取的电价有关。

考虑到上述调整，倾销幅度占 CIF 边境交货价的百分比，调整如下：
江苏甬怡紧固件有限公司（Jiangsu Yongyi Fastener Co., Ltd.），22.1%；
宁波金鼎紧固件有限公司（Ningbo Jinding Fastening Piece Co., Ltd.），46.1%；
温州君浩实业有限公司（Wenzhou Junhao Industry Co., Ltd.），48.8%；
其他应诉企业，39.6％（具体名单见文末附件）；
未应诉企业，86.5％。
委员会将在最迟于 2022 年 2 月 18 日发布和处理有关各方提交的所有其他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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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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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7 月 20 日，发布的公告称，欧盟对原产于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某些进口钢铁紧固件的反倾销程序不实施
临时措施。
2021 年 11 月 16 日，欧盟委员会最新发布的披露文件显示，欧盟将对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钢铁紧固件征收 23.9%-89.8% 的反倾销税。

国内紧固件企业如何应对？
嘉兴是紧固件产业重要集聚区，共有紧固件生产及相关企业 1100 多家，全行业年产值 600 亿元。欧盟是嘉兴市紧固件出口重要市场，自
2020 年 12 月欧盟发布公告正式对原产自中国的钢铁制紧固件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以来，嘉兴市商务局快速反应，引导企业积极应对，最终取
得良好税率，成功保住欧盟市场。1-9 月该市对欧盟出口 3.58 亿美元，同比增长 45.45%。
一、及时预警监测，争取应对时间。根据嘉兴外贸产业发展现状，嘉兴市先后成立了紧固件、箱包、涤纶丝等 15 个对外贸易预警点。嘉
兴市紧固件预警点在 12 月初获知欧方拟对我紧固件产品发起反倾销后，第一时间排摸可能涉案企业，提醒企业做好防范。立案前，嘉兴市相
关企业已初步完成律师聘请工作，有效预警为企业把握应对主动权，及时做好防范应对提供了充足的准备时间。
二、多部门协同，动员积极应诉。案发后，嘉兴市商务局第一时间组织涉案企业参加由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召开的全国案件协调会。
会后，一方面积极走访企业，动员企业积极应诉，并邀请专业律师指导对欧出口重点企业开展问卷填写。另一方面，联合紧固件行业协会组织
39 家企业提交出口欧盟紧固件调查表，组织企业参与行业抗辩。该案全国应诉企业共 92 家，最终嘉兴应诉企业 34 家，涉案金额近 4000 万美元。
三、加强行业调研，规范有序竞争。案件应对过程中，嘉兴市商务局及时向企业发布其他国别出口市场动态，建议企业适当放缓对敏感
市场的出口，避免低价竞争。同时借助嘉兴市积极引导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和研发高附加值产品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及时与省商务厅、商务部沟
通联系，了解案情进展。
嘉兴市商务局第一时间与应诉企业沟通联系，企业表示由于其他国家的产能无法满足欧方客户需求，目前欧方客户对此税率普遍可以接受，
还是会选择向中方采购，成功保住欧盟市场。
四、四体联动，争取更低税率。根据欧方披露，该案将于 2022 年 2 月 18 日公布最终信息，下一步应对工作的核心是降低行业出口税率：
一是继续要求马来西亚作为替代国，并向欧委会提供马来西亚公开审计报告作为参考；二是如果欧委会坚持以泰国为替代国，应当排除日本的
盘条数据，力争降低终裁税率。
针对案件中的争议点，嘉兴市商务局将继续与企业和省厅、商务部、紧固件协会紧密联系，收集资料为抗辩提供有力证据。同时根据律
师建议，积极引导企业在不改变产品功能性和安全性的前提下使用替代产品，从而规避反倾销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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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企业名单

Lianyungang Suli Hardware Technology Co., Ltd.

Anhui Goodlink Fastener Co., Ltd

NEDSCHROEF FASTENERS (KUNSHAN) CO., LTD.

Beijing Jinzhaobo High Strength Fastener Co., Ltd.

NEW STARWDH INDUSTRIAL CO.,LTD

BSC Corporation Limited

Ningbo Dongxin High-Strength Nut Co., Ltd.

Celo Suzhou Precision Fasteners Co. Ltd

Ningbo Economic & Technical Development Zone Yonggang Fasteners

Changshu City Standard Parts Factory

Co., Ltd.

CHENGLONG TECHNOLOGY (JIAXING) CO.,LTD.

Ningbo Haixin Hardware Co., Ltd.

EC International (Nantong) Co., Ltd.

NINGBO LEMNA PRODUCT TECHNOLOGY CO.,LTD.

FASTWELL METAL PRODUCTS CO.,LTD

Ningbo Minda Machinery & Electronics Co., Ltd.

Finework (Hunan) New Energy Technology Co.,Ltd

Ningbo Nanjubaoge Fastener Manufacturing Co. Ltd

FRÖTEK Plastic Technology（Wuxi） CO., LTD

Ningbo Ningli High-Strength Fastener

Haining Hisener Trade Co., Ltd

Ningbo Shengtai Fastener Technology Co., Ltd

Haining Hisener Trade Co., Ltd

Ningbo Taida Hezhong Fastener Manufacture Co., Ltd.

HAINING JINJIE METAL CO.,LTD

Ningbo Zhenghai Yongding Fastener Co., Ltd.

HAIYAN BOOMING FASTENER CO.,LTD.

NINGBO ZHONGBIN FASTENER MFG. CO., LTD

Haiyan C&F Fittings Co.,LTD

Ningbo Zhongjiang High Strength Bolts Co., Ltd.

HAIYAN GUANGDA HARDWARE CO., LTD.

OK TECH CO., LTD

Haiyan Jiamei Hardware Manufacturing And Tech. Co., Ltd

PINGHU OTEBAY HARDWARE PRODUCT CO.LTD

Haiyan Shangxin Standarf Parts Co., Ltd

Pinghu Sanjiaozhou Lubricant Co., Ltd.

HAIYAN TIANQI STANDARD PARTS CO., LTD.

Pol Shin Fastener (Zhejiang) Co., Ltd

Haiyan Wancheng Fasteners Co., Ltd.

QIFENG PRECISION INDUSTRY SCI-TECH CORP.

HAIYAN XINGLONG FASTENER CO., LTD

Shanghai Autocraft Co.,Ltd.

HAIYAN YIHUI HARDWARE TECHNOLOGY CO.,LTD

SHANGHAI CHAEN CHIA FASTENERS CO.,LTD.

HAIYAN YOUSUN ENTERPRISE CO., LTD

SHANGHAI EAST BEST FOREIGN TRADE CO.,LTD.

HANDAN HAOSHENG FASTENER CO., LTD

Shanghai Foreign Trade (Pudong) Co., Ltd.

HILTI (CHINA) LTD

Shanghai Galgem Hardware Company Limited

Jia Xing Tai Cheng Aoto Parts Co., Ltd

Shanghai High-Strength Bolts Plant

Jiashan Chaoyi Fastener Co.,Ltd

SHANGHAI MOREGOOD HARDWARE CO., LTD.

JIASHAN GIANT IMP. ＆ EXP.TRADE CO.,LTD

Shanghai Yueda Nails Co., Ltd.

Jiashan Sanxin Fastener Company Limited

SSF INDUSTRIAL CO., LIMITED

Jiashan United Oasis Fastener Co.,Ltd

Suzhou Escort Hardware Manufacturing Co. Ltd

JIASHAN WEIYUE FASTENER CO.,LTD

Suzhou Hongly Hardware Co., Ltd

Jiashan Xiaohai Metal Products Factory

Suzhou Litto Fastener Co., Ltd

JIASHAN YONGXIN FASTENER CO., LTD

Suzhou YNK Fastener Co., Ltd.

JIAXING CHENGFENG METAL PRODUCTS CO.,LTD

Yantai Agrati Fasteners Ltd.

JIAXING H.J TECH INDUSTRY LIMITED

YUYAO ALFIRSTE HARDWARE CO.,LTD

Jiaxing Huanhuan Tong Plastic Industry Co., LTD

Yuyao Zhenrui Metal Co., Ltd

JIAXING KINFAST HARDWARE CO., LTD.

ZHE JIANG WORLD WIN FASTENER CO., LTD

JIAXING LONGSHENG HARDWARE CO.,LTD

Zhejiang Channov Auto Parts Co., Ltd

Jiaxing Shangxiang Import and Export Co., LTD

ZHEJIANG CHAOBOER HARDWARE CO., LTD

JIAXING SULATER AUTO PARTS CO.,LTD.

ZHEJIANG DONGHE MACHINERY TECHNOLOGY CORPORATION LIMITED

JIAXING TAIXIN AUTO PARTS MANUFACTURING CO.,LTD

Zhejiang Excellent Industries Co. Ltd

Jiaxing Victor Screw Co.,Ltd

ZHEJIANG MS TECHNOLOGY CO.,LTD.

JIAXING ZHENGYING HARDWARE CO.,LTD

ZHEJIANG NEW SHENGDA FASTENER CO., LTD.

Jinan Huayang Fastener Co., Ltd

ZheJiang RuiZhao Technology Co.,Ltd.

JINAN STAR FASTENER CO., LTD

Zhejiang Tianyuan Metal Products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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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思进获得 2021“华中数控”杯优秀奖
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组织开展的 2021“华中数控”杯全国机械工业产品质量创新大赛申报评审工作已经结束，经由 30 家协办单位组织
推荐和自行申报，共收到申报项目 400 余项。经大赛评审委员会组织行业专家进行线上初评，专业协会复审，决赛评审，最终选出 167 项产品
质量创新项目，其中金奖 21 项、银奖 58 项、优秀奖 88 项。
为保证大赛结果的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接受社会和行业的监督，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发布名单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为 2021 年 12 月
27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部分机械通用零部件领域的技术产品榜上有名，其中：深圳市兆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的微小传动系统质量创新项目、湖南中大创远数控
装备有限公司的全数控螺旋锥齿轮干切机床、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高密度、复杂形状、大尺寸粉末冶金关键零件获金奖；舟山市
7412 工厂的马氏体不锈钢 40Cr10Si2Mo 冷镦成形技术、山东华成中德传动设备有限公司的大型煤矿智能化刮板输送机用行星减速器关键技术
研发及产业化获银奖；思进智能成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的 ZX04-20 高速精密多工位冷镦成形成套装备、中汽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的高精度、长寿
命谐波减速器设计与评价、青岛征和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的 80RO 密封圈链条、浙江丰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高性能抗冲击小型新能源齿轮箱、
浙江美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复合材料板簧、浙江诸暨万宝机械有限公司的离合器分泵发卡质量经验零缺陷工程获优秀奖。◆

国内最大最重青铜压下螺母成功浇注
近日，由鞍钢工程发展重机公司承揽的国内最大、最重青铜压下螺母成功浇注，成为鞍钢集团在国内有色金属铸造领域树立的又一个新
的里程碑。
该螺母是中国一重为太钢制造不锈钢轧机压下装置的核心
部件，由于工作环境的特殊性，铸件材质要求按欧盟标准制造，
螺母外径 1312mm、内径 818mm、高 1310mm，毛坯重 14 吨、成品
重约 9.24 吨。重机公司承揽该制作项目后，协调鞍钢轧辊公司
铸造分厂提供中频感应炉、电动包、离心机等铸造装备，安排重
机公司灵山机械厂进行旧型改造、冶金设备制造公司进行浇注操
作。
该螺母共需生产两个，灵山机械厂仅用三天时间便完成旧
型改造，冶金设备制造公司铜制品工区技术和生产人员精准把控
工艺流程，顺利完成了第一个螺母的浇注任务，并由齿减分厂职
工对其进行深加工。目前，第二个螺母正在进行浇注准备。◆

国家统计局：12 月官方制造业 PMI 为 50.3%
12 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 50.3%，比上月上升 0.2 个百分点，高于临界点，制造业景气水平继续回升。从企业规模看，大、
中型企业 PMI 均为 51.3%，分别比上月上升 1.1 和 0.1 个百分点，高于临界点；小型企业 PMI 为 46.5%，比上月下降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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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指数高于临界点，新订单指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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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2.7%，比上月上升 0.4 个百分点，高于临界点，非制造业恢复步伐加快。分行业看，建筑业商务活
动指数为 56.3%，比上月下降 2.8 个百分点。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2.0%，比上月上升 0.9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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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奥股份 1300 万欧元收购德国汽车紧固件公司
12 月 29 日， 富 奥 股 份 发
布 公 告 表 示， 公 司 收 购 德 国 ABC
Umformtechnik GmbH & Co.KG 有限合
伙份额和 ABC Umformtechnik GmbH 全
部股份的第二次交割已于 12 月 28 日
完成，本次境外收购已全部交割完毕。
本次交易对价为 1313.30 万欧元。ABC
Umformtechnik GmbH 是一家汽车行业
紧固件制造商和全球供应商。
据了解，该交易分两次收购，富
奥股份已于 2021 年 2 月 1 日完成第一
次交割，收购标的公司 80% 股份，此
次收购的是其余 20% 股份。
富

奥

股

份

指

出，ABC

Umformtechnik GmbH 作为公司欧洲业务发展的前沿阵地，将全力开展本地化经营，建立国际化研发中心，扩大海外业务规模，充分发挥协同作用，
进行产品整合，推动公司的国际化运营。◆

2021 年 1-11 月机床工具行业经济运行简讯
从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重点联系企业统计数据看，2021 年 1-11 月行业整体运行保持平稳增长，运行质量稳步提升。各项主要指标的整
体增速虽继续回落，但仍保持在较高水平。成品库存增长，给整体运行带来一定压力。
2021 年 1-11 月，协会重点联系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28.5%，所有分行业继续保持盈利。亏损企业占比较上年同期收窄 4.7 个百分点。
金属加工机床新增订单同比增长 25.2%，在手订单同
比增长 18.8%。
1-11 月规模以上企业金属切削机床产量为 54.3
万台，同比增长 29.9%。金属成形机床产量为 19.3
万台，同比增长 3.8%。
中 国 海 关 数 据 显 示，2021 年 1-11 月 机 床 工 具
进出口总体呈现明显增长的态势，进出口总额 299.7
亿美元，同比增长 31.6%。其中，金属切削机床进口
额 57.1 亿美元，同比增长 30.1%，出口额 32.8 亿美
元，同比增长 33.3%；金属成形机床进口额 11.3 亿
美元，同比增长 20.7%，出口额 14.9 亿美元，同比
增长 33.6%。
2021 年 1-11 月机床工具进出口保持了自 2019
年 6 月以来的顺差态势，顺差为 46.1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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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水江市集群集聚打造紧固件产业
近日，湖南博长集团冷水江市天宝实业公司交付 600 余吨高强度紧固件产品，分别发往重庆、武汉、无锡、广州、成都等地，公司生产的螺栓、
螺母等紧固件，已广泛应用于 29 个省份的工程机械、装备制造、工程基建、石化、汽车船舶等领域。在同一经济园区的德宝实业生产车间内，
刚建成的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生产的精密铸件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成为各行业市场消费领域的抢手货。
钢铁产业是冷水江经济发展的“压舱石”，冷水江市以博长冷钢为依托，向产业链上下游突破，引进培育不锈钢板材、紧固件、精密铸
件等产业，形成了由铁到钢、由钢到材、由材到制造件的产业链。天宝紧固件是依托冷钢成长起来的钢铁深加工制造企业，依靠自身“规模大、
装备水平高、品种规格齐、交货周期短”的有利优势，公司产品覆盖国内国外紧固件消费市场。2020 年，经过前期的考察和调研，冷水江市
引进湖南德宝实业有限公司，投资 1.5 亿元，建设年产 5 万吨精密铸件及配套机床整机制造项目，目前已逐步试产。
据悉，冷水江市聚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紧固件产业集群，支持冷钢研发高端高强度紧固件用铆螺钢产品，打造湖南建筑用钢标杆企业。
支持天宝紧固件生产系统智能化改造、高铁紧固件研发、制造基地及国家紧固件检测中心建设，推动企业科技创新，巩固了全国最大高强度紧
固件的行业地位。同时以天宝紧固件为龙头，延伸发展配套产业，畅通产业循环，积极引进数控机床生产企业及配套企业，加快推进德宝铸造
工业园建设，大力发展配套机械加工和先进装备制造业的紧固件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努力构建具备核心竞争力的 100 亿紧固件产业集群。◆

酒钢成功研发紧固件用冷镦钢盘条
螺钉、螺母、六角螺栓……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零部件，却是机械装备可靠、高效运行的关键材料。日前，酒钢开发出紧固件用冷
镦钢 SWRCH35K 盘条，并成功应用于国内多家厂商的摩托车、汽车标准件制作，具备了批量稳定制造能力。至此，紧固件领域有了“酒钢造”
身影。
“材料的好坏，决定了紧固件的品质。”宏兴股份公司炼轧厂线材产品升级转型事业部部长张伟说，紧固件主要用于两个零件的连接，
无论家具家电、交通运输、工程机械，还是基建、电力、航空航天等领域，都需要用到紧固件。
冷镦钢制成的紧固件，要求材料内部组织成分控制严格、机械性能好、尺寸精度高、表面光洁，而且具备高耐磨性、高韧性与高强度等特性，
能更好为装备制造提供基础和保障。
酒钢一直关注紧固件行业，寻找合适的时机介入。在一次主
销品线市场用户走访中，宏兴股份公司炼轧厂了解到，SWRCH35K
是当前市场需求量较大的冷镦钢牌号，且酒钢的生产装备完全可
以满足生产工艺的要求。该厂立即组织线材产销研团队到市场终
端开展用户需求识别，了解用户加工工艺及各过程环节对产品的
控制要求和用途，确定盘条的成分、生产过程控制难点和质量指标。
“酒钢长期致力于将产品做好，为下游提供性能更优且质量
更稳定的产品。”张伟说，衡量冷镦钢优劣主要有两个标准：组
织性能和机械加工性能。只有原材料的性能提升了，材料的成型
和产品性能才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宏兴股份公司炼轧厂利用自身技术优势，解决了冷镦钢方坯
含铝钢工艺浇注问题，完成成分设计，确定生产工艺路线，并通
过不同控冷工艺对比，研究冷速对盘条性能影响，全力确保产品
质量稳定。在产品试用过程中，用户惊喜地说到：“第一次做冷镦钢，就能达到这么好的效果，还真没有遇到过。”该厂接连签下 300 吨、
500 吨产品订单。至此，酒钢冷镦钢盘条实现了从研发到市场的成果转化，促进线材品种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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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关键基础件产业力争 2025 年产值达 1300 亿
力争到 2025 年，宁波市关键基础件产业规上工业产值达 1300 亿元；高端模具产业集群入围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名单；累计培育国
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12 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100 家……近日，宁波市发布关键基础件产业集群发展规划，力图通过加码研发创新，
聚焦企业培育，完善产业生态，打造全国关键核心基础件科创高地。
关键基础件是宁波重点打造的产业集群。经过多年的发展，
宁波关键基础件产业规模稳步增长。据统计，2020 年，全市关
键基础件产业拥有规上工业企业 960 家，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
958.8 亿元。其中，模具、紧固件、液压件以及气动件的销售额
占全国市场份额的比重分别达 21%、20%、20% 和 33% 左右，拥有
“中国模具之都”“中国紧固件之都”以及“中国气动元件之乡”
等称号。为推动全市工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跃上新的台阶，
宁波市在重点领域以及产业布局上进行了总体规划。其中，模具、
电机、液气密、轴承、紧固件、传动件、粉末冶金件等仍将是宁
波发展关键基础件产业集群的重点领域。
宁波市将重点打造灵峰现代产业园、精密核心部件产业园、
气动产业园以及关键基础件产业园等 4 个百亿级关键基础件特色
产业园区，联动发展各个专业园、小微产业园和特色小镇，合理
引导关键基础件产业重点细分领域在若干个特色产业园集聚发展，建设具有国内外竞争优势、产业链上下游配套协同、生态环境优良、多区域
联动发展的关键基础件产业集群。◆

11 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 1.12 万亿
海关数据显示，2020 年 11 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 1.12 万亿元，同比增加 19.1%；进口额 6259.3 亿元，同比增加 5.0%。
1-11 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累计 9.57 万亿，同比增长 5.4%，同比增速高于出口总值增速 1.7 个百分点，较 1-10 月加快 0.3 个百分点；
进口额累计 5.93 万亿，同比增长 4.5%。
从主要品种来看，机床方面，2020 年 11 月我国机床出口 245 万台，同比增长 49.5%；进口 28393 台，同比增加 262.1%。1-11 月累计出
口 1993 万台，同比增长 7.2%；累计进口 98576 台，同比增长 16.3%。总体来看，前 11 个月，我国主要机械设备进出口有明显回暖迹象。其中，
泵和机床出口增长最快，同比分别增长 167.1% 和 49.5%，泵已经连续 6 个月增速超 150%。◆

永年区区长陈涛实地调研紧固件电商平台及物流园建设
12 月 21 日，永年区区长陈涛先后深入到海螺丝电商园、京津冀货物快运作业站临洺关站，实地调研紧固件在线交易平台发展和铁路物流
园谋划建设情况。区领导李冬晨，区直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在实地了解海螺丝电商园市场销售、产品特色、平台运营，并听取企业负责人汇报后，陈涛强调，要依托产业优势，建强电商平台，扩
大销售规模，吸引上下游企业入驻，带动紧固件行业整体发展。要详细摸底排查，全面梳理单品“龙头企业”，建立清单台账，坚持“一企一
策”，动态实行“白名单”管理，培育产品优势，打造品牌效应。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帮扶支持，为企业发展排忧解难、保驾护航，力
促企业做大做强。在详细询问临洺关货运站运输线路、物流费用、运营情况后，陈涛强调，要依托货运站现有基础，立足产业优势，整合物流
平台，抢抓永洋铁路专用线建设契机，谋划建设紧固件铁路物流园，力促运输结构调整，减轻环保治理压力，发展绿色交通体系，打造晋冀鲁
豫四省交界重要物流枢纽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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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卖螺栓到造出温州“第一辆整车”
揭秘瑞安市塘下镇霞林村的发展
美丽的风景、奇特的岩石、优美的传说……在人们的印象中，
一个工业发达的村庄似乎跟这些东西并不沾边。但瑞安市塘下镇
的霞林村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的村庄，它曾位居瑞安市十大经
济强村之首，2006 年更是从这里开出了温州正式批量生产的第
一辆汽车整车，宣告了温州不能制造整车的历史从此结束。

因景得名的小村，是个紧固件生产“大户”
“我们村的名字，就是根据山中的风景取的。”霞林村党支
部书记林德存告诉记者，“山中有滴水岩、龙潭两个水潭，夏天
时瀑布飞流直下，下大雨时更是水汽升腾，霞气冲天，漫延在林
间，宛如人间仙境，由此取名霞林。”
除了风景优美，
霞林村更是远近闻名的汽车标准件生产基地，
全村只有 2000 多人的常住人口，但标准件企业竟高达 392 家，在这些企业上班的新居民更是超 5000 人。林德存笑着说，以前刚起步的时候，
他们的紧固件国内市场份额最多的时候占比超过 50%，哪怕你买的是国际品牌的电器或者汽车，但是里面的紧固件也很可能是他们生产的。

通过“帮带”方式，小村打造标准件制造业基地
与现在的繁荣相比，40 年前的霞林还是一个村民娶老婆都困难的贫困村。“当时村里人多地少，每个人只能分到 4 分地，我们靠这点土
地根本无法维持生计，做生意又没门路，所以只能到山上砍柴来卖或卖稻秆来补贴家用。可以说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周边十里八乡的没有哪家
姑娘愿意嫁到这里。”村民林先生告诉记者，“现在就大不一样啦，我们村里的小伙子很‘抢手’。”
穷则思变，要改变霞林，就要让更多人走出去“寻门路”。当时，霞林只有 2 家小工厂，每当这 2 家企业有人需外出办事时，村里便多开一份“介
绍信”，鼓励他们多带个人出去长见识。就这样，霞林村外出跑业务的“供销员”越来越多。这些“供销员”在跑业务中发现了标准件这类产
品的市场需求大，于是村里有 5 个人合股办了一家标准件厂。这家工厂也成了霞林村标准件企业的“鼻祖”。
市场需求量大，竞争对手少，标准件厂的生意越做越大，积累了一定资本后，5 位合股人为了更好发展，决定分开自立门户。就这样通过
‘帮带’的方式，村里懂标准件的人越来越多，最多时大大小小企业达 500 多家。
如今，这些企业生产的产品走向国际市场或进入国内一汽、二汽和十堰等知名主机厂配套市场。也不乏企业成功转型升级，走出了云顶集团、
瑞标集团、中精集团等国字标企业。2006 年，中国·云顶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与一汽公司合作生产的第一辆专用车下线，这是温州开出本地生
产的“第一辆汽车整车”，改写了瑞安作为“中国汽摩配之都”一直不能生产整车的尴尬历史。

环境治理，让小村回归自然风情
经济的发展也给霞林带来了一些“阵痛”，工业生产对霞林的自然生态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由于生产企业没有安装废水处理设备，经过酸化、
发黑后的污水被直接排入河道，导致该村 5 条河流均被严重污染，甚至一度因为严重的环境污染成为整治“典型”。痛定思痛，霞林人开始下
决心治水，当地 3 家企业自愿带头捐资超 150 万元治理河岸，85 家企业自建废水处理中心处理工业废水，除了治理污水，许多企业也开始转
型低污染、低碳排放。
如今，霞林的河流早已经恢复了往日的清澈，谈及霞林未来的规划，林德存说：“我们计划依托优美的大罗山脉，打造生态宜居楼盘，
充分发挥地方特色，争取把霞林转型成为优美的自然风景旅游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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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固件“脱胎换骨” “铁海盐”凤凰涅槃
【攻坚战】
紧固件是海盐的“老牌”传统产业，海盐也因此被称为“铁海盐”。10 年前，针对紧固件企业不符合规划布局、产业层次低、安全隐患
矛盾突出等问题，海盐以一场酸洗磷化企业和紧固件企业污染整治行动，清退“低散乱污”，谋求产业升级。
舍一时，谋长远。
历经 10 年的持续努力，海盐紧固件产业“凤凰涅槃”，2020 年年产值达 130 余亿元，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70 余亿元，
达全省总量的四分之一、全国总量的十分之一。
一个以紧固件生产、研发、销售为核心的品质化、绿色化、数字化企业集群正在海盐大地蓬勃崛起。
染黄河道的小螺帽脱胎成了行业绿色“隐形冠军”
“‘需要螺母，到宇星’，这是许多国内外同行的共识。”宇星紧固件（嘉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沈家华骄傲地说。据介绍，该公司
螺母产品在国内市场上占有率位列第一，在国际市场占有率位列前三，已被评为浙江省“隐形冠军”、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回顾 10 年前，在海盐酸洗磷化企业和紧固件企业污
染整治行动中，因使用盐酸化学除锈工艺，产生大量废水、
废气等污染物，宇星被列入整治名单。沈家华对当时的
情形记忆犹新：“如果企业想继续生存，必须转型升级。”
观念一转天地宽。沈家华用两年时间，多次出国考
察学习，最终花 560 万元从德国引进全国紧固件行业首
台抛丸机，利用钢珠碰撞除锈的原理，彻底取代盐酸化
学除锈工艺，在全县率先实现紧固件酸洗表面处理零污
染。
沈家华算了一笔账，原来酸洗一个钢材圆盘要半个
小时以上，现在抛丸一个圆盘只要五六分钟，生产效率
得到极大提升。现在抛丸每吨钢材的生产成本为 60 元，
而原来酸洗的生产成本为每吨 110 元。
从环境效益来讲，原先酸洗工序产生的每月 55 吨废酸、7 吨废泥、50 吨废水“不复存在”，新设备的使用起到了减员增效的效果。
此后，宇星先后引进自动光学筛选机、自动数控车床、全自动螺母攻牙机、自动锻打设备等，逐步实现自动化。在大攻牙车间，人工手
摆攻牙变成全自动攻牙后，效率提升近 5 倍。
一隅观全局。数据显示，10 年来，海盐关停腾退“低散乱污”紧固件企业 500 多家，近 3 年腾退低效土地 600 多亩，今年完成 392 家紧
固件生产企业的绿色提升验收。
“通过全面开展以紧固件为重点的金属制品制造业改造提升工作，让海盐紧固件行业‘瘦身’提质。”海盐县经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倒
逼企业技术整改或淘汰退出，激发企业内生动力，解决紧固件行业企业附加值低、产业规模小、环境污染大等发展问题和瓶颈，实现‘脱胎换
骨’。”
“数字化”出圈为转型紧固件企业开拓新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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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海盐在一个月内接连发布了《海盐县紧固件行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三年行动专项政策》和《海盐县紧固件行业高质量创
新发展三年行动方案》等政策，巧解企业生产、经营、流程和管理方面的难题，为企业数字化改造插上翅膀。“政策的支持，让我们信心更足。”
七丰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跃忠深有感触，“我们对整个生产线进行自动化改造，引进自动滚丝机、自动热镦成型机，减少生产工序，
降低人工成本，增加产品稳定性，同时建立自动化仓储系统，并与 ERP 软件系统精准对接，实现产品库存的精确管理。”从成立之初的作坊式
企业，七丰蝶变为拥有 2.5 万平方米标准厂房，销售收入近两亿元，利税约 2000 万元的高新技术企业。
新三板上市企业浙江荣亿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今年
投产的年产 3 亿件高端精密汽车配件、航天、医疗零部件
智能建设项目，实现了 5G 数字化通信全场覆盖。制造部经
理张文永说：“通过对高端紧固件类产品的研发和量产，
预计 2022 年新项目年产值能达到 1.5 亿元。”
据悉，海盐以金属制品制造业改造提升和紧固件行业
智能化技术改造两项省级试点为契机，构建“企业、政府、
银行、服务商、协会”五方联盟，设立紧固件产业链链长，
由链长协同推进“五方联盟”机制运作；在全省率先推出“数
字化券”，支持企业数字化问诊，引导企业走好数字化改
造第一步，并全面启动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诊断全覆盖行
动。至 2020 年底，海盐紧固件企业两年累计智能化技术改
造投入 14.26 亿元，规上紧固件企业智能化技术改造覆盖
率 73.08%、骨干企业覆盖率达 100%；实现上云诊断服务全
覆盖，企业深度上云 10 家；成功创建海盐首个省级产业创
新服务综合体——紧固件省级创新综合服务体。
“磁力效应”打造紧固件项目“高端链”
依托紧固件产业雄厚基础和服务优势，海盐“磁力效应”明显。国内 500 强中天集团、德国著名紧固件企业伍尔特、浙江中拓新材料等一批“高
端链”项目相继落地。进一步增强集群优势，壮大产业规模，成为海盐紧固件高质量发展新引擎。目前，海盐县已建成开发区、秦山、于城和
澉浦四大紧固件产业集聚区，1 个特色小微园区，吸引入园紧固件企业近 300 家，其中涉及汽配产品生产企业 120 余家，风电、军工、核电相
关产品生产企业 10 余家，产品涵盖螺母、螺钉等 12 大类产品 14000 余种型号规格。“这些企业的配套分工相对完备充足。”海盐县经信局相
关负责人说，“在拉丝、热处理、表面处理等配套服务环节，全县有 70 余家企业，与产品生产加工企业相比，超过 1：10 的比例，形成了从
原材料供应、产品生产、产品表面处理、产品检测到设备制造、物流等全产业链。”
针对企业发展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海盐建成了国家级检验检测平台（海盐国家标准件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省级科技创新综合体（浙
江省紧固件创新服务综合体）、教育培训平台（海盐县职业技术学校）和行业服务平台（浙江省紧固件同业商会）等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建立
从原材料、辅料、半成品到成品的全生命周期紧固件标准化体系，已累计制定（修订）国际标准 1 个，国家标准 17 个，浙江制造团体标准 4 个。
“海盐已成为全国领先紧固件基地，产业规模优势突出。全县紧固件生产企业数达 600 多家，其中规上企业 150 家，亿元企业 25 家，2020 年
规上紧固件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 107.46 亿元，创造税收约 3.38 亿元。”上述负责人介绍道。

【启示录】
10 年来，面对种种困难和挑战，海盐紧固件产业始终保持领先地位，产业链韧性得到提升。究其缘由，是跳出思维定势，拓宽发展空间，
下活全县一盘棋。一是优化紧固件行业发展平台。全面深入整治“低散乱污”，出台扶持政策，完善服务平台，引导成长型、科技型等紧固件
企业集聚发展。二是提升紧固件行业技术水平。鼓励企业应用先进的设备和工艺，开展智能化、数字化改造，产品应用向高附加值领域拓展。
三是培育紧固件行业优质企业。完善产业链配套服务，加快数字化改造，提升企业竞争力，构建“一个行业 + 一批服务商 + 一批示范企业 + 一
个行业级智能制造平台”的“四个一”紧固件产业制造新模式，培育上下游完备的供应链。四是推进紧固件行业绿色发展。淘汰落后产能，推
进全行业生产过程清洁化改造，创新发展加快产业质效提升，构建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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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上天”、“入地”的废弃物从源头上进行收集处理
近日，兴化市戴南镇紧固件产业园内，工人们正在进行道路、绿化等最后的扫尾工作，整个园区的建设已经成型，今年底有望投入运营。
紧固件也叫标准件，是联接和紧固零部件的元件，比如螺丝、螺母、螺栓等，属于应用最广泛的机械基础件，市场需求量非常大。作为
全国著名的不锈钢强镇，戴南镇的不锈钢制品企业达到 1000 多家，包括 40 多个门类、10000 多个品种。其中，仅紧固件企业就有 400 多家。
然而，紧固件产业多年来一直有道难迈的坎——清洗有污染。
不少小企业投资少，清洗大多是人工操作，导致废水无法达标排放。
废水偷排河道的行为屡禁不止。
面对国家对环保要求的日益提升，一大批紧固件生产企业面
临“关停”风险。好在，有个项目能让这些企业“起死回生”——
戴南镇紧固件产业园及紧固件清洗中心。
戴南镇紧固件产业园位于戴南镇南部，占地约 7 万平方米。
其中，紧固件清洗中心位于产业园的西北角，计划投资 6000 万元，
一期新上 5 条自动化清洗线。记者在现场看到，工人们正在进行
设备调试。在机械手臂的操作下，待清洗的紧固件会经历水洗、
活化、交换、光泽、热水、脱水、烘干等流程，最后出样。
在清洗中心，无论是“上天”的废气，还是“入地”的废水，
都会被统一收集、处理、达标后再排放。
每条清洗线的顶上都装有热气收集塔，清洗过程中产生的热气会通过管道传输至废气收集冷凝塔。废气收集冷凝塔位于清洗中心的外墙
北侧，它会把废气处理达标后再排放。
除了废气，废水也逃不掉。每条清洗线的下面均铺设了不锈钢的下水引流管网，清洗过程中产生的废水会被引流至园区污水处理站，处
理达标后，再引入戴南镇的污水管网管道。
“为了避免废水渗漏，我们几千米长的下水引流管全部是不锈钢材质的。”戴南镇紧固件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黄爱军说，“清洗中心已经
准备就绪了，预计今年底，一旦镇污水处理中心启用，清洗中心就可以运营了。”
黄爱军介绍，正是因为有清洗中心的配套，紧固件产业园已经吸引了 14 家企业落户，还有数十家即将签约。“园区有不少企业来自苏南，
他们都知道如果过不了环保的关，就得关停。清洗中心是吸引他们落户的最大亮点。”
据了解，戴南镇紧固件产业园由一家管理公司投资兴建，该公司的股东是 10 家生产企业，总投资约 6 亿元。苏州瑞凯标准件有限公司是
股东之一。该公司在产业园投资 1.2 亿元，新上了一个精密紧固件项目。
黄爱军说，“每条生产线每小时可以清洗紧固件 3 吨。5 条线齐开，一天可以清洗约 360 吨。我们不光服务园区企业，所有的外来产品都
可以服务。二期，我们计划再上几条线，让日服务能力达到 700 吨。”
戴南镇党委统战委员、生态环境局局长夏立进也期待着清洗线的尽快运营。他说，“清洗是紧固件生产必不可少的工序。清洗中心可以
对紧固件产品进行环保化、集中化、无害化的清洗，这不仅有利于减少环境污染、提高产品质量，还能保住戴南镇紧固件近千从业人员的饭碗。”
泰州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吴建伟表示，戴南镇紧固件清洗中心属于“生态安全绿岛”，且入选了江苏省“绿岛计划”。“该清洗中心把‘上
天’、‘入地’的废弃物从源头上进行了收集处理，为保护长江、保护蓝天白云做出了有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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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1 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38%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 年前 11 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79750.1 亿元，同比增长 38%，两年平均增长
18.9%。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高级统计师朱虹表示，11 月份，随着保供稳价、助企纾困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上游部分原材料价格快速上涨势头初
步得到遏制，下游行业成本压力有所缓解，利润结构呈现改善特征。
展望未来工业企业利润走势，信达证券宏观分析师肖张羽认为，2022 年工业企业利润韧性仍存，但受到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
逐步回落影响，利润增速或呈前高后低走势。
肖张羽称，2022 年工业利润增长仍有支撑因素。一方面，2021 年利润受到挤压的下游行业利润率有望企稳回升；另一方面，新一轮减税
降费措施料落地，有利于企业利润水平提升。从结构上看，2022 年中上游行业利润趋于回落，下游消费品行业盈利状况有望改善。原因在于，
中上游行业利润变化与 PPI 联系较为密切。随着 PPI 逐步回落，中上游行业利润难以保持目前的高速增长。随着 PPI 回落，2022 年下游企业
成本压力将减轻，为扩大盈利空间创造有利条件。◆

2021 年我国汽车产销量有望超过 2600 万辆
日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以下简称中汽协）发布 11 月汽车产销数据。11 月，汽车产销延续了 9 月以来的增长势头，分别达到 258.5 万
辆和 252.2 万辆，环比增长 10.9% 和 8.1%，同比下降 9.3% 和 9.1%。1-11 月，汽车产销 2317.2 万辆和 2348.9 万辆，同比增长 3.5% 和 4.5%，
增速比 1-10 月继续小幅回落。
分车型看，乘用车方面，11 月产销 223.1 万辆和 219.2 万辆，环比增长 12.2% 和 9.2%，同比下降 4.3% 和 4.7%。1-11 月，乘用车产销
1887.9 万辆和 1906 万辆，同比增长 6.9% 和 7.1%。具体来看，豪华车市场表现好于乘用车整体水平，11 月，国内生产的豪华车销量完成 31.9 万辆，
同比增长 3.5%。1-11 月，国内生产的豪华车销量完成 311.2 万辆，同比增长 19.5%。中汽协方面认为，11 月乘用车在受到芯片供应依然不足、
散点疫情出现的影响下，月产销依然出现环比上升，显示出中国汽车产业的强大韧性。
商用车方面，11 月商用车产销 35.3 万辆和 33 万辆，
环比增长 3.2% 和 1.1%，同比下降 31.9% 和 30.3%。1-11
月，商用车产销 429.3 万辆和 442.9 万辆，同比下降 9.1%
和 5.3%。中汽协方面分析称，商用车产销同比大幅下降
是受国六排放法规切换、“蓝牌轻卡”政策调整预期带
来的消费观望以及行业红利不断减小等因素影响。
中汽协方面认为，虽然汽车产销面临的下行压力较
大，但是行业仍然不乏亮点。新能源汽车方面，市场需
求依旧旺盛，11 月，新能源汽车市场表现依然出色，产
销量再创历史新高，分别达到 45.7 万辆和 45.0 万辆，
环比增长 15.1% 和 17.3%，同比增长 1.3 倍和 1.2 倍。在
新能源汽车主要品种中，与上月相比，纯电动和插电式
混合动力汽车产销保持增长，其中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
增速更为明显；与上年同期相比，纯电动和插电式混合
动力汽车产销增势依旧迅猛。1-11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
分别达到 302.3 万辆和 299.0 万辆，同比增长均为 1.7 倍，累计销量渗透率提升至 12.7%。这表明，消费者对于新能源汽车接受度越来越高，
新能源汽车市场已经由政策驱动转向市场拉动。
中汽协预测，12 月汽车消费需求仍然稳定，产销有望延续环比增长势头，全年产销将超过 2600 万辆，同比小幅增长，其中新能源汽车全
年产销有望双双超过 340 万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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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螺栓”撑起富民大产业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压舱石。实现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要内容，也是基本前提。东台市溱东镇的崛起，就得益于不锈钢产品制造
业的迅猛发展。
溱东镇地处苏北里下河东部边缘，历史上一雨便成灾，是个
十年九涝的“锅底洼”。新中国成立后，一边兴修水利，一边探
索增产增收门路。特别是改革开放后，老百姓敢吃“螃蟹”，率
先发展户办工业，从加工一根不锈钢螺栓做起，户户车床响，上
世纪 80 年代赢得“水乡小温州”美誉，90 年代被冠为“不锈钢名镇”。
近年来，溱东镇始终坚持“产业强镇、品质兴镇、实干惠民”，
经济发展态势良好，充满生机活力，荣获“全国文明镇”称号。
不锈钢产品制造作为全镇的主导优势产业，现有从业私营企业和
个体工业户 3500 多家。产品涵盖 14 大类 2 万多个品种，从业人
员近 2 万人。在全国各大中城市设立销售窗口 3000 多个。2020
年全口径工业开票销售 60 亿元，获评盐城市“工业强镇”第一名。
推进“三个转型”，培育制造业发展高地。产品向金属组件、成套设备转型。增加压力容器、食品罐装、环保等成套设备市场占有份额，
加快一批配件制造企业向重点行业关键组件制造转型。材料向特种合金材料转型。实施合金特材制造项目扩能，深化与江苏大学产业研究合作，
放大校企“产学研”实效，培育更多省级研发机构，开发省级特种合金材料新产品。经营模式向“智能生产 + 电子商务”转型。大力推进“机
器换人”，建设华东地区紧固件电商仓储中心，不断扩大电商销售份额。
锚定“三个并进”，筑牢制造业发展根基。增量招引和“闲产”盘活并进。围绕合金材料产品基地的定位，强化特种合金产业链招商。
突出闲置土地、低效厂房盘活利用。项目质态和建设速度并进。促进在建项目建设速度、项目投入产出水平、项目品质业态明显提升，明确亩
均目标，培大育强新增长极。骨干企业培大育强和小微企业集聚发展并进。加快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瞪羚企业的培育力度，推动有条件
企业股改，为资本融资创造条件。积极引导小微企业向村级创业园、产业园集聚。
建设“三支队伍”，激活制造业发展动力。打造激情创业的企业家队伍。组织企业家开展以“指标创高、科技创新、对标创牌、树立形象”
为内容的“三创一树”活动，培育“创二代”企业家，常态化组织销售登台阶、纳税前十强、科研比投入等评比。打造高素质的专业工人队伍。
常态化组织校园招聘，招引高素质、高技能产业工人。组织重点企业与市内外技工学校结对合作，培训产业工人提升业务技能。同时，出台高
素质产业人才“留得住”专项资助政策，在购房等方面给予补贴。打造精干高效的服务队伍。镇村干部与重点企业和项目结成一对一服务专班，
形成产业发展快速响应服务机制。◆

河北工信厅调研组到永年区调研紧固件特色产业集群
12 月 16 日，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郝莉笑一行先后深入到喜力德五金制造、拓发通信、国智机械，调研紧固件特色
产业集群，永年区区长陈涛，区领导董红坤，市、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每到一处，郝莉笑都听取企业负责人汇报，详细了解生产经营、
产品特色、市场销售、科技创新等情况，郝莉笑指出，紧固件作为永年区最具优势的产业集群，基础厚实、特色鲜明、优势突出、发展前景广
阔，要贯彻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打造产业集群，发挥聚集效应，力促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全面提升区域综合实力。
郝莉笑指出，要完善产业链条，立足特色优势，加快延链补链，优化产业布局，强化产业链整合，推进产业互补，形成上下游产业链条，
助推紧固件产业上档升级。要实施创新驱动，对标行业先进，抓好技术创新，提升科研能力，优化产品结构，加快产品更新迭代，攻关关键核
心技术，开发高附加值产品，切实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要加大环保治理，优化工艺流程，引进先进设备、技术，实现清洁、智能、规模化生
产，全力打造环境友好型企业，推动紧固件产业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要强化服务意识，加大政策、资金扶持力度，定期组织开
展政银企对接洽谈，拓宽融资渠道；要开展引才工程，加强专技人才引进培育，为企业做大做强提供资金、人才和技术保障。◆

.40. 《紧固件》季刊 2021年12月 第六十六期

热点资讯

Hot News

海盐县四套班子领导开展安全生产
和生态环境安全综合督查
连日来，王碎社、王丹、黄江莺、孙雄伟等海盐县四套班子领导带队对重点园区重点企业开展安全生产和生态环境安全综合督查，深入
推进安全生产遏重大“回头看”暨工业企业“大排查、除隐患、保平安、优环境”百日攻坚行动，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尤其是较大以上事故发生，
确保全县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近日，海盐县委书记王碎社率相关部门负责人赴海盐永固工模具有限公司检查。该公司目前把厂房承租给 20 余家企业，包括废品回收、快递、
工贸企业等，原本的工业企业成了“低小散”企业集聚地。督查中，王碎社发现厂区内存在违法建筑、乱堆放、环境脏乱等问题，他当即要求
企业强化主体责任，加强园区管理整治，及时消除各类风险隐患，
清理、净化园区环境。王碎社在督查时强调，各镇（街道）要按
照属地管理的原则，严格落实主体责任，推进安全生产遏重大“回
头看”暨工业企业“大排查、除隐患、保平安、优环境”百日攻
坚行动，确保平安稳定。各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紧
盯安全生产、生态环境安全薄弱环节，加强企业及园区内各类安
全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切实解决突出问题；出台相关政策，加快
制造业“腾笼换鸟”，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积极开展
“亩均论英雄”改革，加强反向倒逼，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12 月 2 日，海盐县委副书记、代县长王丹赴开发区（西塘桥
街道）嘉兴艾迪西暖通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润虹环境科技有限公
司和浙江华兴玻璃有限公司，深入生产一线，了解企业安全生产
管理、隐患排查整改、安全责任落实等情况。王丹强调，要严格
按照安全生产要求，加大隐患排查整改力度，从源头上消除安全
隐患。要大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和科技创新，不断升级设备工艺，积极打造“未来工厂”，实现产业链和创新链的深度融合。要及早谋划，充
分利用企业现有资源和生产活动中产生的余热资源，盘活低效用地，不断提高资源利用率。
12 月 1 日，海盐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江莺来到位于百步经济开发区（百步镇）的海盐澳博电器有限公司园区开展督查。黄江莺指出，企
业主体和属地政府要常抓不懈，坚决防范安全事故的发生。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确保各类安全隐患整治整改到位。要强化企业员工
安全知识和操作技能水平，提升从业人员安全素质。县级相关部门要加强对园区和企业的监管、指导、服务，增强园区和企业的风险防控能力。
12 月 1 日，海盐县政协主席孙雄伟来到澉浦镇（南北湖风景区）纳米研究与高端智能装备制造园开展督查。孙雄伟强调，园区要严格按照生
产操作规范作业，进一步强化隐患排查治理，完善园区安全风险管控体系建设。相关部门、属地镇（街道）及园区管理单位要高度重视安全生
产工作，提升企业安全管理水平。企业要牢固树立安全生产的主体责任意识，严防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1-11 月机械工业累计实现营收 23 万亿元，同比增 16.6%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1-11 月机械工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23.06 万亿元，同比增长 16.6%，比 1-10 月回落 1.43 个百分点，低
于全国工业 3.68 个百分点。绝对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总额的 20.18%。11 月当月，机械工业营业收入增长 6.14%，较上月回升 3.09
个百分点。
1-11 月机械工业实现利润总额 1.4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4%，比 1-10 月回落了 1.79 个百分点，低于全国工业 26.6 个百分点。绝对值
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总额的 18.14%。11 月当月利润总额同比微降 0.22%，降幅较上月收窄 11.33 个百分点，绝对额较上月大幅增长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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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家湾区企业转移落户，阳江这个园区有何魅力？
大疆无人机、特斯拉汽车、戴尔笔记本电脑，还有爱玩游戏的年轻人青睐的罗技鼠标……这些都是工业产品、电子产品中的大品牌。但
鲜为人知的是，它们一部分零部件是在阳江园区制造出来的。在珠海（阳江万象）产业转移工业园，短短三年内，逾百家从事紧固件生产及配
套服务的企业从大湾区城市转移而来，扎堆落户园区抱团发展。作为阳江千亿级合金材料产业集群中的重要产业，一个超百亿级的紧固件产业
正呈加速集聚发展之势。

116 家企业纷至沓来 优质紧固件产业转移
“我们是从东莞转移过来的，厂区规模增加了一倍，而且设
备更先进了，产能增加了两倍。”伯亿特公司董事长严刚告诉记者，
企业目前年产能达到了 8000 吨，是东莞原厂的三倍，生产线的员
工已全部来到阳江。
严刚还是阳江市紧固件协会第一任会长。他见证了阳江紧固
件产业从无到有的过程。2017 年，严钢带着一批深圳、东莞的紧
固件企业负责人来到阳江考察，第一次拜访就被政府部门的务实、
热情所打动，很快就进入了项目洽谈的阶段。
2018 年 1 月，首批 21 家紧固件企业签约落户珠海（阳江万象）
产业转移工业园。此后，一批批来自东莞、深圳、香港的企业组
团式落户阳东。截至目前，已有 116 家紧固件企业签约落户。
“决定向外地转移工厂的时候，我们去过十几个地方考察，事实证明我们选对了地方。”锦泰五金科技有限公司也是第一批签约落户的企业，
总经理郭文彬说，阳东区紧邻大湾区，原来就是知名的五金产业基地，这些优势是独一无二的。
原本在珠三角各自立足的紧固件企业，缘何纷纷转移到阳江抱团谋发展？严刚告诉记者，紧固件企业多分布在工业发达的地区，但随着
租金、原材料价格、劳动力成本上涨，向低成本地区转移已经成为趋势。
“我们在外招商时发现，紧固件生产企业普遍面临着升级改造和发达城市产业布局调整双重压力，不少企业在寻找适宜的转移地区。”
阳东经开区管理局副局长区业辉介绍，阳东区抓住了这次机遇，承接大湾区产业外溢打造高品质的紧固件产业链。2017 年开始，阳东区在珠
海（阳江万象）产业转移工业园规划建设阳东紧固件产业基地，首期规划面积 100 万平方米。与此同时，阳东区多次组织招商团队赴东莞、深
圳、佛山等珠三角城市，对有意向落户阳东的项目进行考察和洽谈，并邀请企业到阳东现场考察投资环境。在引进紧固件项目过程中，阳东区
的招商人员坚持严把关，不将就。区业辉告诉记者，在园区落户的都是产值规模较大、发展前景好、具备一定创新能力的企业，这样能保证产
业后续的高质量发展。历经四年的发展，以商引商、以优引优的示范效应已经展现出来。

产业初具规模 以商引商 加快上下游企业集群成链
“目前有 31 家企业已经投产，年底前有 15 家即将竣工投产。”区业辉告诉记者，今年年末，园内紧固件企业将迎来投产小高峰，阳东
区紧固件产业将初具规模。记者从阳东区政府了解到，从大湾区等地转移来的这 116 家企业，涵盖了拉丝制品、螺丝螺母、机械设备、数控设
备、模具、热处理等紧固件产业主要领域，集群成链的态势已经显现出来。全部投产后，园区内紧固件产业年产值将超 100 亿元。
“园区的很多紧固件企业是我们的老客户，转移过来后，一些新客户也找上门来了。”广东省粤钢新材料公司主营金属材料加工贸易，
董事长李国华说，企业近五年发展目标是年产值达到 10 个亿。
在紧固件加工和产品成型过程中，电镀是不可或缺的生产环节，但这方面是阳东区的短板。市委、市政府统筹协调邻近的江城区和有关
部门解决电镀配套用地问题，推进了阳江环保工业园电镀项目落地，目前已经开始动工建设，预计 2022 年六月竣工投产，将一定程度满足紧
固件产业发展配套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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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上下游企业紧密衔接、生产服务相互配套的“链式”招商是如何实现的？区业辉告诉记者，在招商的过程中，阳东区在充分研判紧
固件行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与行业协会、企业家充分会商，明确了产业链上下游的关联产业、优质企业，借助企业家的“朋友圈”开展补链
强链式招商。
“现在几乎每天都有各地协会、企业的负责人联系我，希望
我们协会能牵线搭桥。”欣科兴公司是已经在园内投产的企业，
董事长邱勇现在担任阳江市机械装备行业协会会长，他告诉记者，
已经投产企业良好的发展态势，以及产业集群发展的模式，对其
他同行形成了很大的吸引力。担任副会长的盛小玲也笑称自己现
在是“编外”招商人员。
邱勇认为，产业集群发展不仅方便企业就地采购，节约运营
成本，同时还能产生“虹吸效应”，吸引更多的人才、客源和其
他各种资源进入园区。随着阳东区紧固件产业聚集度的提升，将
吸引更多的优质企业落户，带动发展餐饮、会展、物流等一系列
业态。
在参观这些紧固件企业之前，记者不曾想到，大家司空见惯
的小螺丝小弹簧，背后却隐藏着一个“低调”的大产业。抽线、
镦锻、滚丝……在欣科兴公司的车间，机声隆隆，一颗颗如绿豆大小的螺丝排着队“蹦”到产品收集器，每台机床的生产参数也实时显示在屏
幕上。一颗螺丝的出产需要经过多番的打磨、检验。在二楼的检测车间，螺丝被自动传送到光学筛选机，每一个螺丝的长度、直径、螺纹数量
等参数都显示在电脑屏幕。技术人员已经设定了产品的合格指标，瑕疵品会自动被机器淘汰。而一些较大的螺丝或者垫片，则需要人工筛选。
“我们这里生产的用于手机的螺丝，长度只有 0.8 毫米。”邱勇介绍，按照产品种类、型式、规格划分，公司目前生产的紧固件产品接近千种。
而产品的批量和产量都以“亿”计算，欣科兴公司每天最多能生产一千多万个紧固件产品。邱勇介绍，订单式生产是紧固件企业的主流经营模
式，上游厂商在产品研发的阶段，会将紧固件作为部件设计好，他们则严格按照客户的需求进行生产，部分厂商也会让他们参与设计。
在园区内，每个企业面向的客户群体不尽相同，产品的形态也各有特色。如锦泰五金主要生产用于家具、汽车、箱包的螺丝螺母；伯亿
特的产品主要用于建筑工程、装配工程，所以体型也相对较大。此外还有企业专门为汽车零部件、灯具、运动器材、玩具厂商配套生产紧固件。

落户企业家——把自己当新阳江人开启二次创业
“阳江环境优美，居住在这里体感特别舒服，美食又很丰富。”郭文彬是湖南衡阳人，提起自己和阳江的缘分，要从 8 年前说起。2013
年全家来阳江闸坡旅游的时候，他说怎么也没想过自己会有一天落户这片热土。
郭文彬和严刚的企业第一批落户阳江万象工业园。2019 年 7 月 8 日动工，次年 7 月 5 日投产。郭文彬说这天刚好是自己的 46 岁生日，他
特意选这个日子开工投产，一是希望企业继续生生不息，二是寓意着自己将迎来人生的第二次机遇。
“我们来到阳江，相当于是二次创业，很多事情都是从头来过。老郭他是乐在其中，而且他真的把自己当成了阳江人。” 郭文彬的妻子
盛小玲是广东锦泰五金科技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她和郭文彬两个人一个主外负责销售，一个主内负责工厂的生产和管理。盛小玲自豪地说，
由于研发能力和工艺技术水平高，2020 年公司搬到阳江后，企业的新客户量比往年同期增加了 20% 左右。
“关于未来，我们还有很多构想。我们年纪还不算老，还可以冲。”幽默风趣的郭文彬说，接下来的计划是买一台 3D 打印机器，这样就
能造出一些造型奇特的紧固件产品，也能够第一时间给客户看到更真实的样品。不但郭文彬，这批来到阳江的企业家们，都有着新的规划和梦
想。新工厂投产后不久，郭文彬盛小玲夫妻俩就在阳江购置了房子，大部分时间居住在阳江。企业里不少员工也陆续定居下来。目前，阳东滨
河片区新建小区的数百套房产，已被这些企业家或者员工购买。
“25 年前我大学毕业到东莞打拼，他们称呼我们是新莞人，现在我们来到了阳江，成了新阳江人。”盛小玲说，言语中透着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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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前 11 个月我国进出口总值超去年全年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 11 个月，我国进出口总值 35.39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2%，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24%。其中，出口 19.58 万亿
元，同比增长 21.8%，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25.8%；进口 15.81 万亿元，增长 22.2%，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21.8%；贸易顺差 3.77 万亿元，增加
20.1%。按美元计价，前 11 个月我国进出口总值 5.47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31.3%，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31.9%。
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李魁文表示，2021 年前 11 个月，
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已超过去年全年规模，外贸量稳质升的基础
持续巩固。
前 11 个月，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长、比重提升，外贸结构
持续优化。对东盟、欧盟和美国等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均实现两
位数增长。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速最快、比重提升。
前 11 个月，一般贸易进出口 21.81 万亿元，同比增长
25.2%，占我外贸总值的 61.6%，比去年同期提升 1.6 个百分点。
同期，加工贸易进出口 7.64 万亿元，增长 11%，占 21.6%。此外，
我国以保税物流方式进出口 4.44 万亿元，增长 28.5%。
东盟为我第一大贸易伙伴，我与东盟贸易总值 5.11 万亿元，
增长 20.6%。欧盟为我第二大贸易伙伴，与欧盟贸易总值为 4.84 万亿元，增长 20%。民营企业进出口 17.15 万亿元，增长 27.8%，占我外贸总
值的 48.5%，比去年同期提升 2.2 个百分点。
前 11 个月，机电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均增长。我国出口机电产品 11.55 万亿元，增长 21.2%；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 3.56 万亿元，
增长 10.2%。◆

宝钛线材厂召开紧固件用丝材配套设备试生产启动会
2021 年 12 月 30 日，宝钛线材厂召开紧固件用丝材配套设备试生产启动会。宝钛股份副总经理王鼎春、吴迪，资产设备部、规划发展部
和装备科技公司等单位负责人出席会议。与会人员首先参观了紧固件用丝材剥皮、表面处理、全自动涂覆及热处理等配套装备。线材厂相关技
术、操作人员对设备设计原理、加工过程进行了讲解和现场操作演示。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线材厂厂长陶海林详细介绍了 TC4 紧固
件用丝材和 TC16 托板螺母项目所取得的技术突破，重点汇报了紧固件
用丝材项目进展情况，棒丝材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中关键设备考察和
论证情况。与会领导对线材厂取得的技术突破和装备提升实施效果给
予充分肯定，要求线材厂瞄准高端市场、坚持创新驱动，为棒丝材产
业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据了解，为打破国外紧固件大单重带涂层盘圆丝材进口垄断，实
现国内自主可控，经过近 2 年的技术攻关，线材厂成功突破大单重轧制、
表面处理、组织性能一致性、表面涂覆等一系列关键技术。同时为了
满足批量化生产需求，线材厂自主开发和设计了配套设备，主要关键
设备目前已经安装、调试完毕，具备试生产条件，为紧固件用丝材生
产提供了强有力的装备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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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2021 年中国外贸规模有望达到 6 万亿美元
商务部副部长任鸿斌透露，今年全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有望达到 6 万亿美元，增长超过 20%；中国将跨越“两个万亿”美元大关，第一贸易
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国新办近日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任鸿斌表示，2021 年中国外贸总体形势主要有“四新”。一是外贸规模再上新台阶。预计今年
全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有望达到 6 万亿美元，增长超过 20%。今年中国将跨越“两个万亿”美元的大关，第一贸易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与去年
相比，进出口增量约 1.3 万亿美元，相当于过去 10 年增量的总和。前三季度，出口和进口国际市场份额分别达到了 15% 和 12.1%，再创历史新高。
二是外贸结构呈现新特点。新兴市场和中国贸易往来更加密切，前 11 个月占出口 49.5%，民营企业带动作用更加突出，占出口 58%，拉
动整体出口增速 20 个百分点。中西部地区潜力不断释放，出口增长 34.9%，高于整体出口的增速，出口附加值持续提升，机电产品出口占比
达到 59%，电动载人汽车出口增长 2.5 倍，单价增长超过 35%。
三是外贸增长集聚新动能。顶层设计更加完善，今年印发了国家级《“十四五”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规划》，创新发展升级加速，出台
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的指导意见，跨境电商、市场采购均两位数增长，外贸综合企业超过 1500 家，海外仓超过 2000 个，建成了保税维
修项目 130 个，同时离岸贸易也是发展迅速。
四是外贸发展作出新贡献。前三季度，货物出口增量占 GDP 增量的比重达到了 27.8%，创十年以来的同期新高。新增备案登记的外贸经营
者达到了 18.4 万家，稳岗就业作用突出。保障先进设备、关键零部件、重要能源资源和优质消费品进口、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满足人民
美好生活的需要。前三季度，中国对全球进口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 14.1%，有序出口防疫物资和疫苗，支持全球抗疫合作，展现大国担当。
谈及 2022 年外贸的形势和走向，任鸿斌说：“明
年面临的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
供需两端均要承受巨大的压力，很可能要过一个大坎。”
任鸿斌进一步称，一是疫情走势不确定。奥密克戎变异
毒株已经蔓延至 110 多个国家和地区。二是全球经济复
苏不均衡，发达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复苏差异大。三是
供应链瓶颈难以彻底缓解。世界经济循环受阻，港口持
续拥堵，供应链局部中断风险上升，原材料和运输成本
居高不下，缺芯、缺柜、缺工等问题持续存在。
任鸿斌表示，下一步将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
统一部署，加强跨周期调节，多措并举稳定外贸，重点
开展四方面的工作：
一是狠抓跨周期调节稳外贸政策落实，稳住外贸外
资基本盘。会同各地方、各有关部门共同落实好新一轮稳外贸的政策举措，指导各地方因地制宜出台配套的举措，加强宣传解读，尽快让企业
享受到政策红利。同时，加强监测预警，建立商务大数据监测预测预警平台，及时研判新形势，储备新政策。
二是持续推进外贸创新发展，培育增强外贸竞争新优势。做好新一批跨境电商综试区的扩围工作，不断完善海外智慧物流平台，建设离
岸贸易中心城市或地区，着力提升贸易数字化水平，打造一批全球贸易数字化领航区。落实双碳目标，促进绿色贸易发展。
三是全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升强度和韧性。持续推进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高质量发展，支持加工贸易创新发展，培育新一批
边民互市贸易落地加工试点，深入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培育贸易双循环企业，持续推动国际物流、结算畅通，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
四是帮助外贸企业开拓市场，提高全球贸易合作水平。深耕美欧等传统市场，进一步拓展东盟等新兴市场，统筹商建贸易畅通工作组，
充分发挥已商建工作组的作用，精心办好进博会、广交会、服贸会等国际展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丝路电商”合作，以 RCEP
生效实施为契机，推动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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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局：12 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10.3%
国家统计局网站信息显示，2021 年 12 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10.3% 环比下降 1.2%。具体为：2021 年 12 月份，全国工业生
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10.3%，环比下降 1.2%；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 14.2%，环比下降 1.3%。2021 年全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比
上年上涨 8.1%，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上涨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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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总水平上涨约 10.07 个百分点。
其 中， 采 掘 工 业 价 格 上 涨 44.2%， 原 材 料 工 业 价 格 上 涨
19.7%，加工工业价格上涨 8.2%。生活资料价格上涨 1.0%，
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总水平上涨约 0.25 个百分点。其
中，食品和一般日用品价格均上涨 1.4%，衣着价格上涨 1.0%，
耐用消费品价格上涨 0.4%。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中，燃料动力类价格上涨 35.5%，
化工原料类价格上涨 20.5%，有色金属材料及电线类价格上
涨 19.0%，黑色金属材料类价格上涨 14.0%。

二、工业生产者价格环比变动情况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中，生产资料价格下降 1.6%，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总水平下降约 1.21 个百分点。其中，采掘工业价格下降 6.8%，
原材料工业价格下降 1.7%，加工工业价格下降 0.9%。生活资料价格持平。其中，食品和一般日用品价格均上涨 0.1%，衣着价格下降 0.3%，耐
用消费品价格下降 0.1%。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中，燃料动力类价格下降 3.8%，黑色金属材料类价格下降 2.2%，化工原料类价格下降 1.7%，有
色金属材料及电线类价格下降 1.4%。◆

2021 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7489 亿元
2021 年，我国铁路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7489 亿元，其中国家铁路完成 6616 亿元；
投产新线 4208 公里，其中高铁 2168 公里，全国铁路营业里程突破 15 万公里，其中高铁超过 4 万公里。
国铁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陆东福表示，2021 年，铁路运输保障
能力进一步增强。国家铁路货物发送量连续三年保持增长，达到 37.2
亿吨，同比增长 4.0%。全年开行中欧班列 1.5 万列、发送 146 万标箱，
同比分别增长 22%、29%；统筹开好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全年发送 57
万标箱，同比增长 57.5%。国家铁路旅客发送量实现恢复性增长，达
到 25.3 亿人、同比增长 16.8%，其中动车组发送 19.2 亿人、同比增
长 23.1%。2021 年，复兴号实现了对 31 个省区市全覆盖。至 2021 年底，
全国铁路配备复兴号系列动车组达 1191 组，累计安全运行 13.58 亿公
里，运送旅客 13.7 亿人次。
面对 2022 年，陆东福表示，预计国家铁路将完成旅客发送量
30.38 亿人、同比增长 20%，货物发送量 38.04 亿吨、同比增长 2.1%；
全面完成国家铁路投资任务，高质量推进川藏铁路等国家重点工程，
投产新线 3300 公里以上（其中普速铁路 1900 公里左右）；完成铁路经营总收入 12445 亿元，同比增收 1062 亿元、增长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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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对接”助力永年紧固件产品出海
近日，“永年优品汇—紧固件材料及电器配件云展”成功举办。本次云展对接活动由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与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人
民政府、邯郸市商务局、永年区进出口商会联合举办。来自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的 25 家优质紧固件材料及电器配件企业与巴西的海外专业采
购商通过线上平台进行“云对接”“云洽谈”“云交易”，助力永年紧固件材料及电器配件产品云端出海。
“本次线上活动充分发挥五矿商会海外资源优势和举办多个线上展经验，引入国际专业客商线上观展，为永年企业提供精准对接和洽谈
成交的服务。”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副会长钱景汾在线上对接活动中表示，通过这种数字化的形式拉近国内外客商的距离，助力企业开拓
新市场、结识新客户，促成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经贸合作。
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企业开展业务的方式，企业需要越来越多地意识到业务数字化的重要性。巴西企业对其产品国际化、开放新市场和
客户的兴趣也日益增长，目前巴西市场对五金类产品有较大的供
给缺口。巴西国际商务关系发展研究所主席毛里奇奥·普拉扎克
认为，此时举行这一盛会为双方提供合作共赢的机会和平台。
线上对接活动中，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副区长王华向与会代
表详细介绍了永年紧固件和相关产业的特点和优势，希望永年紧
固件行业与巴西相关方在现有经贸合作的基础上，通过此次线上
活动，进一步深化交流，不仅建立长期、广泛、深入的合作关系，
更加深友谊，推动永年区与巴西经贸合作不断拓宽领域、深化路
径，实现互利共赢发展。
据了解，永年紧固件产业基础雄厚。目前，物流线路辐射全
国，销售网点遍布全国达 2.5 万余家，产品出口伊朗、土耳其、
埃及、非洲及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永年紧固件围绕打造
全球紧固件生产销售集散中心的定位，依托“河北省邯郸市永年
区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紧固件）”的新平台，做强紧固件产
业，加快紧固件技术服务中心、紧固件创新创业中心、中国国际
紧固件陆港和原材料基地等产业重点项目建设进度，积极研发汽
车、高铁等高端紧固件产品，推进紧固件专用线材生产，中高端产品占比达到 80% 以上。
“永年优品汇—紧固件材料及电器配件云展”开幕式后，河北拓发通信电力器材制造有限公司、河北固耐安五金制造有限公司、河北荣
特紧固件制造有限公司、河北永光线路器材有限公司、邯郸市澳嘉紧固件制造有限公司、河北富奥紧固件制造有限公司等 25 家永年企业依次
向参会的 50 余家巴西专业采购商进行企业和产品推介。推介会后线上对接活动为每家永年企业匹配了三家有采购意向的巴西客商进行“一对一”
会谈对接。通过这 75 场的“一对一”专业精准洽谈，有效促进了供采双方的询盘成交。◆

11 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3.1%
12 月 16 日，国家能源局发布 11 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等数据。11 月份，我国经济持续稳定恢复，全社会用电量持续增长，达到 6718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3.1%，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13.6%，两年平均增长 6.6%。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用电量 7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4.0%；第二产业用电量
4765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0.8%；第三产业用电量 105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8.7%；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81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9.5%。
1-11 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 74972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1.4%，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15.1%，两年平均增长 7.3%。分产业看，第一产
业用电量 919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8.1%；第二产业用电量 50255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0.2%；第三产业用电量 1300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9.0%；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10790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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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缴税款，让企业温暖“过冬”
自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关于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延缓缴纳 2021 年第四季度部分税费有关事项的公告》以来，天津市红桥区税务局三条石税
务所迅速反应，突出政策学习快、宣传准、办理简、落地实，助推制造业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
“我们是一家从事钢管轴承生产的制造业企业。”天津坤鹏传动
设备有限公司的法人鲁先生表示，“今年原材料价格上涨，给我们造
成了不小的资金压力，国家出台的延缓缴纳四季度部分税款政策，就
好比获得一笔短期无息贷款，为我们‘雪中送炭’，实实在在减轻了
企业负担。”
据了解，为进一步将优惠政策精准送达纳税人手中，三条石税务
所由所长带队，实地走访了天津坤鹏传动设备有限公司、天津市全鑫
标准件有限公司、天津市宏扬紧固件有限公司等辖区内制造业重点税
源企业，了解企业经营情况，讲解缓缴政策，指导具体操作，将政策
红利不折不扣送入纳税人口袋。
在天津市全鑫标准件有限公司车间里，负责人丁女士说：“我们
很多员工已经跟着我干了几十年，有的身患残疾，有的家人病重，都很不容易，我得把企业干好，才能让他们的小家更安稳。正值年底，企业
开销较大，缓缴政策送到了我们心坎里，报完税系统自动提示是否享受，让我们足不出户就能办理，实在太方便了。”
“感谢税务局的上门宣传和认真辅导。”天津市宏扬紧固件有限公司法人刘先生说，“我们公司前身从事紧固件金属制品的制造，随着
市场发展，我们也正在转变为精细塑料配件的制造，公司转型有不小的资金压力，延缓缴纳部分税费政策，给我们公司资金周转带来更大空间，
帮助我们的转型之路走得更稳、走得更远。”
红桥区税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红桥区税务局将在今年 12 月、明年 1 月持续推进政策落实，加大精准辅导力度，全力解决政策落实过程
中的问题，进一步缓解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的资金困难和经营压力，助力企业温暖“过冬”。◆

我国钢铁出口单价已连续 4 个月超过进口
海关总署公开信息显示，2021 年 8 月至 11 月，我国钢铁出口的单价已经连续 4 个月超过进口。
其中 2021 年 8 月我国出口钢铁数量为 505.3 万吨，出口金额为 72.956 亿美元；进口的钢铁数量为 106.3 万吨，进口金额为 15.315 亿美元。
经过简单换算，8 月我国钢铁出口价格提升至 1443.8 美元 / 吨，而进口钢铁的单价约为 1440.7 美元。
9 月份，我国出口的钢铁数量为 492 万吨，金额为 72.968 亿美元；进口的钢铁数量为 125.6 万吨，支付的金额为 17.277 亿美元——出口
和进口单价分别是 1483.1 美元、1375.56 美元。
10 月份，我国对外出口的钢铁数量为 449.7 万吨，金额为 68.73 亿美元，平均每吨钢铁的出口单价升至 1528.35 美元；进口的钢铁数量
为 112.7 万吨，金额为 16.434 亿美元，单价为 1458.21 美元。
11 月份，我国出口的钢铁数量是 436.1 万吨，出口金额为 75.422 亿美元，每吨价格高达 1729.5 美元；进口的钢铁数量为 142.4 万吨，
支付的进口总金额为 19.965 亿美元，单价为 1402.04 美元。
业内人士分析称，我国钢铁出口单价超过进口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包括铁矿石、煤炭在内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暴涨，给我国钢铁企
业的生产带来了巨大的成本压力。另一方面是因为从今年 8 月 1 日开始，我国取消了部分钢铁产品的出口退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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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盐县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浙江省海盐县以该省第二批“浙江制造”品牌培育试点县为契机，创新品牌培育机制，发挥标准化引领作用，以点带面，全力打造一批
品质高端、技术自主、服务优质、信誉过硬的“品字标”浙江制造优质品牌，以此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目前，该县已主导制定浙江制造先
进标准 23 项，获得“品字标”浙江制造认证证书 35 张，今年 1-10 月，实现规上工业产值 1028.42 亿元，同比增长 25.0%。
强化对标制标。海盐县出台《关于推进“品字标”浙江制造品牌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积极向外对标，发放奖补 293.8 万元，引导企业、
组织或个人对标国内外行业领军企业加快“品字标”浙江制造先
进标准研究制定，以此掌握核心技术，提升产品行业话语权。同时，
强化内部制标，精选县内行业龙头企业，按照浙江制造区域品牌、
先进标准、市场认证、国际认同定位，把企业发展的优秀经验转
化为涵盖研发设计、原材料、制造工艺等具体标准数据，推动行
业全面进步。目前，该县已累计参与制修订各类标准 359 项，“浙
江制造”先进标准 23 项，其中《核级仪表用精密不锈钢无缝钢管》
标准产品核心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填补国内空白；《圆柱直
齿渐开线花键量规》等标准，多项关键参数优于国际标准或与欧
美先进标准持平。
优化培育服务。该县有针对性地筛选一批重点培育扶持的企
业和产品，尤其是将行业“单打冠军”“隐形冠军”企业纳入“品
字标”浙江制造品牌重点培育名单，实施动态管理，目前已累计
培育种子选手 45 家；开展“培大育强质量提升行动”，组建海盐“质量智囊团”，以远程协助、上门服务、现场办公、蹲点指导、集中培训
等多种形式，对企业开展“一对一”帮扶 50 余次，指导企业取得 ISO9000、ISO14000、OHSAS18000 管理体系认证和“品字标”浙江制造认证；
注重企业标准化人才培养，通过举办标准化基础知识、标准编写等培训班，将标准化培训渗透到该县每一家规上企业。目前，该县已先后涌现
出恒锋工具有限公司、浙江友邦吊顶股份有限公司等一批行业标杆企业，其中恒锋工具有限公司已取得 10 张浙江制造认证及授权证书。
坚持标准引领。目前海盐县已有 21 家企业获得“品字标”浙江制造认证证书 35 张，一批企业市场竞争力显著提升，一批传统产业实现
了迭代升级。如七丰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制定的《500MPa 级高速铁路螺旋道钉》浙江制造先进性标准，其核心技术指标均达到甚至超过德
国联邦铁路公司标准和中国铁路总公司标准要求。该公司是海盐县首家通过“品字标”浙江制造认证的紧固件企业，通过标准化的流程、自动
化的生产线、严格的产品检测，进一步提高了高速铁路螺旋道钉的生产效率及产品质量。目前，该公司最大产能可达 120 万件 / 月，成品率达
到 99.2%，不仅满足了客户的产品质量管控要求，通过标准化作业，一年还能节省 100 万元左右的成本。该企业今年还获得了 2020 年度嘉兴
市市长质量奖。◆

前 10 月十种有色金属产量 5376 万吨 同比增长 7%
工信部原材料工业司发布 1-10 月有色金属行业运行情况，其主要特点：
一是产量平稳增长。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十种有色金属产量 5376 万吨，同比增长 7%，两年平均增长 5.7%。其中，铜、铝、铅、锌产量
分别为 862 万吨、3237 万吨、596 万吨、543 万吨，同比增长 8.4%、6.5%、13.3%、3.2%，两年平均增长 4.9%、5.2%、13.6%、3%。二是价格
高位运行。10 月份，铜、铝、铅、锌现货均价分别为 72449 元 / 吨、22423 元 / 吨、15405 元 / 吨、24838 元 / 吨，环比上涨 4.1%、0.01%、4.6%、8.7%，
同比上涨 40.2%、50.7%、5.6%、25%。1-10 月，铜、铝、铅、锌现货均价分别为 68105 元 / 吨、18884 元 / 吨、15267 元 / 吨、22391 元 / 吨，
同比上涨 43.1%、36.6%、3.4%、24.8%。三是铜铝社会库存分化。据行业机构数据，10 月底铜社会库存 8.9 万吨，较 9 月底下降 13%；铝社会
库存 98.5 万吨，较 9 月底增长 19%。四是进出口金额同比增长。据海关总署数据，1-10 月，铜精矿进口 1916.5 万吨，同比增长 6.3%，进口
金额 462.5 亿美元，同比增长 60.3%；未锻轧铜及铜材进口 442.9 万吨，同比下降 21%，进口金额 415.4 亿美元，同比增长 17.1%；未锻轧铝
及铝材出口 454.7 万吨，同比增长 14.3%，出口金额 152.5 亿美元，同比增长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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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运业大考之年：运价高烧不退 港口拥堵待解
供需不平衡、缺箱缺舱、港口拥堵……让 2021 年的海运业彻底火了一把。
谈及今年的海运价格波动，隐山资本董事总经理张羽告诉记者：“中国对新冠肺炎疫情控制较好，确保了生产制造的正常进行，加之海
外需求增长和海运船员不足，中欧和中美航线舱位难订，而海外港口拥堵产生的集装箱回流问题更是导致海运‘一箱难求’。”
受疫情影响，海运业集装箱市场的运输链条问题频发。从运力不足到港口拥堵，延伸至陆路卡车司机缺乏，各个运输环节连接不畅，至
今仍未能圆满解决。对于海运价格何时降温，业内有着各种不同的预测。长久物流副总经理刘大为认为：“海运价格上涨是暂时现象，随着供
应链逐步恢复，价格回归常态大概需要三年左右的时间。”

多因素致海运价格高烧
每年 12 月份原本是海运业淡季，今年 12 月份却淡季不淡。
记者近日在距离上海市中心 101.5 公里的洋山深水港看
到，大量集装箱等待装车。对此，在港口等待订船舱的上海
天禄国际船务代理有限公司崔经理向记者介绍：“最近一年
海运价格持续高位，超级大周期给产业链上下游带来了诸多
订单。”
回顾今年的海运业，先是 3 月份苏伊士运河堵塞，再到
5 月份盐田港严重拥堵，之后 8 月份，宁波港梅山码头因暴发
疫情关闭了两周。多个国家的港口出现关闭的情况，加剧了
集装箱和舱位的紧张态势，海运价格一涨再涨。
就今年的海运价格看，美国航线运价最高。某货代向记者透露：“每年三季度通常是海运旺季，今年的火爆行情将海运价格推上了高峰，
有部分货代将中美航线的运价喊到 20000 美元。”欧洲航线运价也出现大幅上涨，刘大为告诉记者：“原本一个集装箱到德国的运价为 3000 美元，
今年最高涨到 14000 美元。”其他航线运价也出现不同程度上涨。跨境电商平台慕晨国际 CEO 花广宇向记者表示：“即便是在今年最低位，海
运价格也比去年上涨了 30% 至 40%。巴西航线更是出现了 10 倍涨幅。”
对于运价的暴涨，有航运业人士向记者分析：“运价上涨有多方面因素。如货代抬高价格，因港口排队造成的集装箱和船损耗成本增加，
因跳港产生的集装箱装卸费用等附加费增加，这些都是导致运价大涨的原因。此外，为了缓解集装箱紧缺问题，有部分船舶不等装货而拉空箱
回国，加大了运输成本，在各种成本叠加的情况下，使得运价上涨。”

外贸企业千方百计降成本
面对节节攀升的运价，外贸企业高喊运不起。有移动电商平台相关负责人对记者称：“海运价格上涨后，我们不得已调整了商品的出售价格，
不然就会亏本。”他还透露：“我们的商品大多数是靠海运到国外，极少一部分靠空运和陆运，如果海运价格降不下来，未来增收不增利的局
面将很难打破。”虽然也有企业选择航空货运和欧洲班列，但对于外贸企业来说还是更倾向于海运。
据悉，有外贸小货主们采取拼箱、凑箱的方式节约成本，大货主和代理商们则想到包船的办法。但是，运价上涨带来的高成本令外贸企
业面临微利甚至是亏损的局面。
一位 A 股贸易类上市公司董秘向记者说：“性价比最高的还是海运，一艘轮船可以运数万吨的集装箱。由于海外港口拥堵，返航时间不
确定性增强，因此我们开通了欧洲班列，但是这种方式运货数量受限制，返程时也没有更多的进口货物可装载，一趟下来成本还是比较高。有
些欧美的订单不会因为运价的上涨而提价。即使我们不接，东南亚很多外贸公司也可以接。为了节约成本，我们只能去人工便宜的东南亚国家
开厂，适当对冲一部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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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运价格治理难题多
面对暴涨的运价，多个国家开始采取措施干预。
9 月 8 日，来自中国、美国和欧盟的海事监管机构召开了全球航运监管峰会。FMC 主席 DanielMaffei 在会上谈及“海运价格、集装箱价
格的异常高位运行”。之后，全球十大航运公司中包括达飞海运、马士基、赫伯罗特等多家公司纷纷响应不涨价，航运价格开始大幅回落，即
使是最热门的中美航线，价格也降至 9000 美元水平。同时，为了解决外贸企业缺箱缺舱问题，大量集装箱企业开始扩产，船公司也大幅增加
运力，并纷纷下单订新船。据克拉克森数据统计，今年 1 月份至 10 月份，全球共成交新船订单 11008 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156.1%。
不过，扩产集装箱和船舶同时引发业内人士对新增运力是否
引起产能过剩的忧虑。有航运人士对记者表示：“港口长期处于
拥堵状态，船舶周转不灵是导致本轮集运供应链失衡的重要原因，
一旦供应链恢复，集装箱生产商和船公司都会考虑产能过剩等问
题。”一家航运业上市公司相关负责人向记者透露：“各大航运
公司都有订新船，不过，公司订船是基于船舶更新换代的考虑，
在新船交付后，相应的会有旧船被淘汰。”
据了解，国际海事组织（IMO）关于降低国际航运碳强度的
技术和营运措施新规将从 2023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这将对航运
市场带来巨大挑战。

港航数字化转型势在必行
港口拥堵延长了海运的周期，也有船东选择改为停靠其他港
口，甚至拒接拥堵港口货物。刘大为介绍：“以往我们的船去南美正常运输周期为 45 天到 60 天，现在需要 80 天到 90 天。”崔经理向记者透
露：“英国港口拥堵严重的时候，有很多船东‘停接’英国港口的货物。”另据报道，12 月 13 日，在洛杉矶港及附近的长滩港周边排队等待
进港的货船多达 101 艘，创下历史新高。
港口拥堵是如何形成的？是否有解决办法？种种问题引起业内的争论。有业内人士细数港口拥堵原因：基础设施老旧，新造大船货量加大，
超出港口承载能力，码头工人短缺，装卸效率低下，仓储配套设施不健全，港铁联运及港路联运的基础设施不足以及多式联运网络拥堵等。对此，
有港口人士介绍：“港口拥堵的一大重要因素是港口因为疫情原因大量减员。另外，卡车司机的缺口和火车司机罢工等也是造成集装箱无人运
输不得不在港口堆积的一大因素。”大榭招商码头数智科技部部长张冉认为，传统码头对人的依赖过大，会导致面对不确定性因素时响应较慢。
据报道，为解决港口拥堵问题，美国长滩港和洛杉矶港相继宣布 7×24 小时全天候运营。但目前看来收效不大。在业内人士看来，传统
港口亟待转型升级优化自身，不然拥堵问题短期仍难解决。对此，上述港口人士分析称：“随着船舶的大型化，传统港口首先要加强基础设施
建设，否则无法完成大船装卸；此外，港口需要数字化、智能化解决方案，节约人工成本和时间成本。”
数字化转型大大提升了港口的装卸效率。据今年 10 月份集装箱港口绩效指数排行榜显示，前 10 名中有 6 个中国港口。在业内人士看来，
数字化转型是当前港口升级的必然选择，下一阶段，港口升级要延伸至上下游产业链条。
业内人士认为，在供应链全链条中，数据流、信息流、资金流贯穿始终，应打通各环节中的数据与应用孤岛，协同客户与众多供应商，
提供供应链一条龙服务。港口拥堵也为船老板敲响了警钟，为了填补物流供应链短板，航运巨头纷纷出手构建多元化的物流供应链。
有业内人士表示，今年航运公司的利润非常丰厚。对于握有大量资金的航运公司来说，投资物流、码头等资产打造多元化物流产业链正当时。
航运巨头在不断扩张自己运输版图的同时，还积极进行数字化转型。一位长期从事航运业的人士向记者表示：“现今，有很多客户提出了数字
化转型的要求；因为疫情反复，如果客户需要出口，通过网络就能正常安排。”
在业内人士看来，如果航港能够实现数字化转型，各个运输供应链能实现联通的话，将有助于运价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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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友信：推进技术创新 剑指高端市场
2021 年 10 月 27-29 日，由金蜘蛛紧固件网主办的第二十一届苏州紧固件与技术展在苏州国际博览中心盛大举
办。高品质成型机专家——浙江友信机械工业有限公司再次特装亮相苏州紧固件展，总经理助理陈建斌先生在展
会现场接受主办方金蜘蛛紧固件网视频采访。
Q：欢迎陈总作客苏州紧固件展媒体中心，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贵
司的基本情况。
大家好！我们是浙江友信公司，主要生产多工位螺帽成型机、多
工位螺丝成型机，以及攻牙机，这些设备可用于生产汽车、铁路、军工、
航空等中高端零部件。作为台湾独资企业，我司于 1997 年在中国大陆
投资，迄今已服务大陆客户 20 余年。目前已生产各类成型机 1 万多台，
覆盖 3000 多家客户，遍及全国各地，远销海内外。
Q：真的非常棒啊！据了解，咱们公司这次还获得了“苏州紧固件
展最赞品牌展商”的奖项，请您发表一下获奖感言。
非常感谢金蜘蛛紧固件网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展示自己的品牌，这一次通
过大家的投票，我们公司夺得一个很好的次位，十分感谢各位对浙江友信的支
持！
Q：本次参加苏州紧固件展贵司带来了哪些新的产品？
这次因为疫情的原因，我们的设备没有拿过来，带来的是我们企业的宣传片，
介绍我们公司的历史进程，设备展示以及样本等。明年金蜘蛛的苏州紧固件展
我们争取把设备拿过来，给广大客户提供更好的观展体验。
Q：不得不提，浙江友信是苏州紧固件展的忠实粉丝，每届都来参加了，贵
司为什么会选择参加金蜘蛛举办的苏州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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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司很相信金蜘蛛的平台，因为金蜘蛛传媒已经有二十几年的历史了，它的平台涉及到网络、杂志、展会等立体推广，我们对金蜘
蛛这个品牌是非常信赖的，因此，金蜘蛛每年在苏州举办的展会我们浙江友信都会倾力地宣传和投入。
Q：能谈谈贵司未来的发展规划吗？
自成立以来，坚持高端市场一直是我们浙江友信的发展战略目标。无论过去和现在，我们创新的脚步从未停歇。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
友信人会更加努力，勇做中国冷镦机行业的领跑者！

关于浙江友信
浙江友信机械工业有限公司是由台湾连翔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和友汇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在大陆投资组建的台商独资企业。公司
成立于 1997 年，总投资为 800 万美元，占地 100 亩，于 1999 年
底投入生产，地处浙北，交通方便。主要生产多工位冷镦成型机，
气压式四轴攻牙机；非标异型冷锻零件。
连翔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是台湾知名的成型机制造商，有三十
多年的丰富经验及技术。

6 模 7 模加长型冷镦成型机

友信公司继承台湾连翔工业的优秀制造工艺，向客户提供品质超群的各类成型机，包括：五模、六模高速轴承式螺帽成型机，六模、七
模加长型冷镦成型机，三模、四模螺栓成型机（普通型、加长型、超长型），螺帽类零件成型机，螺栓类零件成型机及电动链条吊车（钢索链条）
等多种设备。这些设备可用于生产紧固件，汽机车零件，手工具零件，建筑五金件，非标异型件，如螺母，火花塞，套筒扳手，壁虎管等等。
可加工的材质包括中低碳钢，不锈钢，低合金钢，铜、铝合金。公司还可根据客户的特殊需要，更改机械设计，使之适应客户的生产需要。
友信公司已投入十三台多工位冷锻成型机用于非标异型冷锻零件的生产，并从中积累开发产品的经验。目前生产的产品包括：壁虎管，
套筒，家具螺丝，汽车螺母，高强度法兰锁紧螺母。可加工直径从 8mm 到 28mm，长度可达 65mm 的零件。
由于生产具有高速高效，高稳定性，高可靠性，因此友信机械制造的设备不仅得到了外资企业的支持，还陆续得到国内知名企业的青睐。
在他们的支持下，友信机械得以不断成长。公司将继续秉承“友谊、品质、服务、诚信”的企业精神，以及精益求精、将心比心的原则把服
务做到最好。◆

5 模轴承式高速螺帽成型机
气压式四轴攻牙机

浙江友信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嘉善县金嘉大道 16 号
联系人：丘博义（总经理），陈建斌（总经理助理）13957300620
电话：0573-84183777
传真：0573-84184348
邮箱：sales@zjyeswin.com
网址：http://1242v.chinafastenerinfo.com，www.zjyeswin.com

《紧固件》季刊 2021年12月 第六十六期 .53.

名人名企

Interviews

杭州杭申：三十余年精益求精 匠心打造热处理设备
杭州市余杭区，位于杭嘉湖平原和京杭大运河的南端，是长江三角洲的圆心地，是“中华文明曙光”──良渚文化的发祥地。在“2021
中国县域综合实力百强榜”中，余杭位列全国第五、浙江省第一。杭州杭申节能炉窑有限公司，正是诞生于这片充满活力的沃土上。
杭州杭申节能炉窑有限公司是中台合作，设计、制造、销售
各种节能电阻炉和工业炉窑的专业厂家，浙江省第一届紧固件行
业协会会员单位，公司创建于 1990 年，由超耐实业公司组建杭州
电炉厂，于 1996 年更名为杭州杭申节能炉窑有限公司。
据悉，杭州杭申为客户提供各种热处理设备，产品包括以气、
油、电等加热载体的井式炉、标准件行业的真空退火炉、台车炉、
箱式炉、推杆炉、滚筒炉、液氨分解炉、轴承行业的钢丝球化退火炉、
真条炉、全纤维对开罩式炉、钢瓶燃气焚烧炉、燃油加热炉、淬火炉、
回火炉、热风炉、磷化炉等 30 多个品种上百余种产品。
经过三十余年的励精图治，杭州杭申稳扎稳打，稳健前行，
不断发展壮大，主打的球化退火炉的销量更是稳步上升，以一流
的品质和服务屹立于热处理行业前沿，赢得可观的市场份额和良
好的品牌声誉。
追寻杭州杭申一路走过来的奋斗足迹，金蜘蛛记者发现杭州杭申有其征服市场的闪光点。

品质为上，用匠心做好产品
杭州杭申到底凭什么赢得市场青睐？杭州杭申总经理钱斌先生给出了答案：“我们自 1990 年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热处理行业，用匠心
做好热处理设备。我们对产品力求精益求精，尽可能做到极致，满足用户的需求。为了更好满足国内外市场需求，我们对每家终端用户都做了
详尽的解读，根据他们的不同需求，做好产品的每道工艺，道道都有严格的管理体系，确保产品良好品质。”
钱总在采访中表示，杭州杭申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求实创新、客
户至上、质量为本”的理念，积极探索、开发新工艺、新技术，不断地积
极引进国内外先进技术和科研成果。公司独特的制造技术、控制系统自动
操作技术等多项在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线材表面处理、锻造、冷挤压、
等主导领域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产品已先后出口至俄罗斯、泰国、越南、
波兰等国家。通过创新领先的技术、稳定可靠的质量、快捷专业的服务，
保证为客户提供更有价值的技术和产品。
近年来，杭州杭申与浙江省能源研究会、省节能中心、省设计二院、
浙江大学共同研制成功的 HS-560-9 型高效节能井式炉（专利号 IL92 2
347301）、RZG 系列真空炉等产品，已成功推向市场，并通过省科委鉴定，
填补国内空白，属国内首创，获得全国最新技术成果一等奖、首届中国金
榜技术产品、多项博览会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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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管理，以优质服务赢得客户
历经多年风雨历程，杭州杭申之所以能在热处理设备领域独当
一面，跟科学的企业管理方法是分不开的。
杭州杭申的企业管理既兼顾了科学性，又有着人性化的一面。
在管理过程中，用科学管理系统来规范员工，不仅高效，也十分
公平。同时，公司也秉持着“开心工作，快乐生活”的理念，完
善公司的硬件设施，给员工营造出良好的工作环境，让员工切实
感受到公司的人文关怀。公司现有员工 45 名，其中从事工业炉设
计工程师 5 名，多年来通过公司全体员工的不断努力和探索，取
得骄人的业绩。被杭州市环保局评为工业炉排污达标企业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杭州杭申公司的退火炉系列产品从设计开始就
引入了服务概念，销售仅仅是为顾客服务的开始，杭申以用户为中
心，强化各项服务工作，全面实施“用户满意工程”，为每位顾客
提供专业、快捷、满意的服务。

“公司的营销网络覆盖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产品极高的性价比和完善的售后服务是我们不懈追求目标。公司根据目
前工业应用领域的发展趋势而开发出适用于中小拉丝企业、盘圆线材退火的大型强对流球化退火炉（结合并产用日、欧、台技术），特聘请
台湾工业炉制造工程师指导工作，目前该炉型性能稳定，各项综合指标符合要求，产量更是名列全国前茅，受到客户的一致好评。”钱总如
是说。
据悉，杭州杭申以一流品质、高效节能、精致服务的产品理念为国内标准件行业提供了近千套设备，已在业界久负盛名。诸如上海宝钢、
宁波金鼎、宁波九龙、重标公司、中国恒久链条、山东强大集团、瑞标集团、浙江捷能、金盾链条、杭州崇钢、宁波甬港、浙江长华、海盐华源、
华氏钢业、海盐浦发、瑞安高强度等等客户，均使用了杭申的产品。
市场风浪强劲，但总会有人稳健前行。杭州杭申便是如此，心中有方向，脚下有力量，朝着既定方向标，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展望未来，
路漫漫其修远兮，机遇与挑战并存，相信杭州杭申会继续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杭州杭申节能炉窑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余杭区崇贤街道沿山工业区
联系人：钱斌（总经理）
电话：15990123123
邮箱：hsdl088@126.com
网址：http://30983v.chinafastenerinf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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颖兴：24 年专注于冷塑性加工专用
磷皂化系列产品的研发与制造

颖兴金属表面处理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8 年，是一家集研发、生产及销售一体化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公司通过 ISO9001:2015 质
量管理体系、ISO14001:2015 环境管理体系及 ISO45001:2018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专业生产冷塑性加工专用磷皂化产品，主要有磷化液、
润滑剂、促进剂、清洗剂等。产品针对冷镦钢、工具钢、弹簧钢、钢绞线等多种材料，服务于线材拉拔、管材拉拔、冷冲压等冷塑性加工企业。

惟精惟一，持续精进
24 年的时间，颖兴公司始终专注于冷塑性加工专用磷皂化这一细分的领域，持续不断提升产品品质和技术服务，确保研发的产品能支持
客户持续提升品质和业绩，确保公司及客户产品质量的稳定和长期竞争优势，产品的研发升级一直是公司最重视的头等大事，我们每年投入的
研发费用占公司总收入的 8%，拥有 20 多项国家专利。因为专注，我们才能激发潜能，开拓创新，因为专注，我们才能持续精进，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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颖兴公司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我们对于市场选择的专注和对高品质产品不懈的追求，我们不断探索变形加工涉及金属在各种模具（如拉丝模，
冲头和冲模）之间的压力塑性变形问题，高度重视环保节能技术的研发，进一步提升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为客户节省模具（拉丝模和冷
镦模）费用能达到 40% 以上。由于材料种类的繁多、环保要求越来越严格，磷化工艺管控变得尤为重要。因此，我们制定了详细的标准化服务
流程，每年都会邀请行业内的现场实干专家来进行培训赋能，从而更好地协助客户解决问题。

用心服务，携手同行
在与客户携手同行的 24 年时间里，我们紧跟客户发展的脚步，不断地成长、壮大，从 1998 年颖兴公司的诞生，到 2002 年厦门分公司成立、
2010 年昆山分公司成立、2015 年建立新标准实验室、2018 年全面实行数据化管理，再到 2020 年入库东莞市科技型中小企业，2021 年韶关智
能化新工厂的建设，我们一步一个脚印，而今已踏入了 2022 年新的征程。
在公司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始终坚持诚信经营用心服务的经营理念，一直信奉“只有我服务的对象有成果，我的工作才有价值”的
服务理念，真正把技术服务落到实处，经过 24 年的持续努力，我们收获了近 200 家优秀企业的信任和支持，也与众多品牌企业建立了长久的
合作伙伴关系。

感恩陪伴，展望未来
24 载时光积淀，颖兴从蹒跚起步走向风华正茂，衷心感谢广大客户一直以来的信赖与支持，以及社会各界友人的关心与帮助！我们希望
通过不断努力，有更多的合作伙伴携手同行，通过我们的产品和服务给整个行业带来革新，打造出中国线材磷皂化行业的民族品牌，引领行业
走进更环保节能的新时代。
积跬步，至千里。颖兴人将一如既往地秉承“不断创新技术为先导，提供客户能持续受益的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经营理念，践行使命，
以更精细的管理、更优质的产品、更高效的服务，做好冷塑性加工表面处理质量保障的守护者，不忘初心，携手共进！◆

颖兴金属表面处理材料有限公司
总公司地址：东莞市松山湖新竹路松湖中心 1003 号
电话：19525679691，0769-81060619
传真：0769-81060629
邮箱：dgsyx@dgsyingxing.com
网址：www.dgsyingxing.com
http://81391v.chinafastenerinf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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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新闻 Global News
11 月份全球制造业 PMI 公布 连续两个月保持上升趋势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
会 12 月 6 日发布 11 月份全
球 制 造 业 PMI 较 上 月 上 升
0.4 个百分点至 56.1%，连
续 2 个月保持上升趋势。
分 区 域 看， 各 洲 制 造
业增速较上月均有所加快，
非洲制造业增速较上月有较
为明显回升；亚洲和欧洲制
造业增速小幅上升；美洲制
造业增速基本稳定。综合指
数变化，在 11 月底出现新
变异毒株前，全球疫苗推广
和各国经济复苏政策仍在持
续推进，全球经济仍保持着
较好的复苏态势，制造业恢
复力度较上月有所加强。
非洲制造业加快恢复 PMI 有所回升
2021 年 11 月份，非洲制造业 PMI 为 52%，较上月回升 1.5 个百分点，显示非洲制造业恢复速度有所加快。非洲制造业的较快恢复，表明
在新变异毒株出现之前，非洲一些国家制造业有加快恢复的迹象。其中，南非制造业回升尤为明显。12 月 1 日，大公国际发布 2021 年南非投
资环境评价跟踪报告指出投资环境总体仍维持“良好”。当前南非政府在抗击疫情和恢复经济等方面应对积极，同时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反弹
也有利于南非经济复苏。但南非出现的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导致新冠病例激增，尼日利亚、加纳等国也发现这一毒株，使得整个非洲大陆最近一
周的新冠病例增加了 54%，欧美多国对南非实施旅行禁令，未来非洲经济恢复再次蒙上阴影。
亚洲制造业增速有所加快 PMI 连续上升
2021 年 11 月份，亚洲制造业 PMI 较上月上升 0.8 个百分点至 52.3%，连续 3 个月环比上升，表明亚洲制造业复苏态势持续增强。主要国家中，
中国制造业有所回升，结束了下调趋势，较好地带动了亚洲经济的恢复。从其他国家看，日本与印度制造业增速也有较大程度的上升。
当前中国经济恢复的韧性和贡献依然较大，是带动亚洲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IMF 在 10 月份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中国经
济今年将增长 8%。同时亚太地区各经济体的深化合作给亚洲复苏注入了新的动力。11 月初达到生效门槛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将于明年 1 月 1 日正式生效，这对地区经济的复苏和发展非常有利。此外，亚太地区在能源升级、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也走得比较靠前，对全球
经济增长发挥着引领作用。IMF 发布的亚太地区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1 年亚太地区经济将增长 6.5%。
欧洲制造业增速略有回升 PMI 小幅回升
2021 年 11 月份，欧洲制造业 PMI 较上月回升 0.3 个百分点至 57.9%，表明欧洲经济增速略有回升，但回升力度不大。从主要国家来看，
英国和意大利制造业 PMI 较上月有所上升，法国制造业 PMI 较上月明显回升，德国制造业 PMI 连续 2 个月环比下降。综合指数变化，在欧洲央
行实行的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和一系列救助措施的持续推动下，欧洲制造业复苏增速稳中略升。但未来欧洲的下行压力仍较大，一方面，当前新
型变异毒株已经渗透到几个欧洲国家，感染病例突然激增，欧洲再次成为全球疫情最严重地区。欧洲多国纷纷收紧防疫措施，阻碍了欧洲经济
复苏进程。另一方面，受能源价格上涨及供应链瓶颈等因素影响，11 月欧元区通胀率持续攀升，同比升幅达 4.9%，创纪录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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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制造业复苏态势基本稳定 PMI 微幅回升
2021 年 11 月份，美洲制造业 PMI 为 59.4%，较上月微幅回升 0.1 百分点，表明当前美洲制造业增速基本维持稳定。美洲经济的复苏依赖
于美国制造业的加快增长。ISM 报告显示，美国制造业 PMI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至 61.1%，生产和需求均加快增长。但值得关注的是，美
国当前债务与通胀压力均有所加剧，会给美国经济复苏带来一定的不稳定性。债务方面，《重建更好未来》法案获得众议院投票通过，但根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成本测算，该法案所产生的收入并不足以覆盖成本，长期或将进一步加剧联邦政府债务风险。通胀方面，美国的通
胀压力持续加大，对经济复苏产生负效应。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10 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大涨 6.2%，连续 5 个月同比增长超过 5%，
生产者物价指数（PPI）同比涨幅高达 8.6%。同时美联储认为，现在的物价飙升将“一直持续到明年”。基于通胀压力，美联储正在考虑加快
缩减购债规模。
虽然，11 月全球制造业仍保持恢复，但之前的不稳定性因素仍然存在，且 11 月底出现的新变异毒株又使得恢复进程中的风险进一步加剧，
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仍然较大。
一是新变异毒株加剧了全球经济下行的潜在风险。世卫组织（WHO）近日表示，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可能会进一步传播，并构成“非常高”
的全球风险。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2 月 1 日也在最新发布的经济展望报告中下调了对 2021 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并警告奥密克戎
毒株可能将对经济复苏构成威胁。
二是供应链中断危机造成的全球贸易增速放缓。当前全球海运价格飙升以及运力不足等问题导致全球供应链仍较脆弱，这给全球贸易的
进一步复苏造成负面冲击，影响了贸易的通畅。世界贸易组织（WTO）发布的最新一期《货物贸易晴雨表》中最新读数为 99.5，且所有分项指
数都在下降，反映出全球货物贸易恢复动力普遍有所下降。
三是能源价格的不断上涨加剧通胀预期。当前国际油价、天然气等能源均呈现大幅上涨趋势，引发欧美等地 CPI 上涨明显，全球经济的
通胀上行风险进一步加剧。如果本轮大通胀得不到有效控制，势必严重侵蚀普通消费者购买力，导致经济滞胀，阻碍全球经济复苏。
四是全球经济复苏进程的不均衡状况愈发明显。当前发达经济体与低收入国家之间存在严重的“疫苗鸿沟”，这将导致世界各国的恢复
进程存在较大差距，各国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面对世界经济的诸多脆弱性和潜在风险，专家建议，一方面要继续加强多边合作，坚持全球共识，坚持多边合作，依然是抗击疫情和促
进全球经济复苏的关键；另一方面要加快发展全球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推动能源转型，提升全球供应链稳定性。◆

世行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新兴经济体面临“硬着陆”风险

世界银行在最新一期《全球经
济展望》报告（以下称《报告》）
中称，面对新冠病毒变体的“新威
胁”以及不断加剧的通胀、债务和
收入不平等，未来两年全球经济增
长将放缓。《报告》将 2021-2023
年全球经济增速分别从 2021 年 6
月 预 计 的 5.7%、4.3%、3.3% 下 调
至 5.5%、4.1%、3.2%。
西南财经大学全球金融战略
实验室主任方明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 示， 世 行 对 于 2021 年 -2023 年
全球经济增速的预测呈现放缓态
势，这主要考虑到低基数效应。就
2022 年的全球经济增长前景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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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明指出，一方面，自 2021 年 11 月以来，奥密克戎毒株的快速传播增加了疫情的不确定性，可能进一步抑制供应链恢复以及投资、消费热情，
从而影响全球经济复苏；另一方面，美联储加息举措可能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这是 2022 年全球经济发展面临的最主要风险。
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
世行下调了全球经济与各国经济增长预期。根据《报告》，世行将 2021 年和 2022 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测从 2021 年 6 月预计的 5.7%、4.3%
下调至 5.5%、4.1%，美国经济增速从 6.8%、4.2% 下调至 5.6%、3.7%，中国经济增速从 8.5%、5.4% 下调至 8%、5.1%。
《报告》指出，鉴于奥密克戎毒株的迅速传播，新冠疫情在短期内将继续“扰动”经济活动。此外，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主要经济体
发展的显著减速将对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的外部需求产生影响。“世界经济将受到新冠肺炎、通胀、政策不确定性以及政府支出和货币政策处于
‘前所未有’水平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世界银行行长马尔帕斯（David Malpass）说。
“长期来看，全球经济增长形势并不乐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前预测 2026 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 3.3%，这距离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的 3%
的增长率并不远。”方明表示。
未来，各国经济复苏分化可能加剧。《报告》认为，到 2023 年，所有发达经济体将实现全面的产出复苏，但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产出
仍将比疫前水平低 4%。
不过，在方明看来，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即便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经济也较难恢复至正常的商业周期，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速趋于放缓；
而新兴市场经济体目前还处于一个正常的商业周期，虽然经济更加脆弱，但经济增长潜力相对较大，因此相较之下未来可能呈现高增长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通胀持续高企已成为全球各国普遍面临的问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经合组织成员国
2021 年 11 月年化通胀率升至 5.8%，达到 1996 年 5 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而去年 11 月仅为 1.2%；其中，美国 2021 年 11 月年化通胀率攀升至 6.8%，
是自 1982 年 6 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世界银行在《报告》中也指出，全球和发达经济体的通胀率均处于 2008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通胀率也达到了
10 年来的最高水平。
2020 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全球各国普遍采取刺激性财政与货币政策，全球经济逐渐反弹，需求逐渐上升。与此同时，疫情冲击下供应
链断链仍未缓解，大宗商品价格高企，生产、消费等各领域、各环节物价相互传导，全球通胀持续走高。
从目前形势来看，方明预计，2022 年全球通胀仍将继续上行，可能在美联储首次或者第二次加息后见顶回落。
新兴经济体易遭美联储加息冲击
为了抑制持续高企的通胀，美联储于 2021 年 11 月开启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不断释放削债、加息、缩表节奏加快的“信号”。美联储
主席鲍威尔出席美国国会参议院银
行委员会举行的提名听证会时表示，
美联储或将更多次加息，并更早、
更快地缩减资产负债表。
随着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世
界各国将受到哪些影响？方明告诉
记者，首先，依托超宽松货币政策
支撑的股市面临“泡沫”破裂风险，
而由于全球市场存在联动性，其他
国家股市也会受到示范效应的影响。
如果伴随市场预期的是“恐慌”，那
么可能出现局部性金融危机。其次，
加息导致美债收益率上行，整体债务
压力加大，全球资产价格面临重估；
再者，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进入上
行周期意味着其他国家货币处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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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周期，一些金融体系不完善、金融账户开放度较高的新兴经济体面临货币贬值、资金外逃、金融市场波动加剧的问题。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也对记者表示，从目前形势来看，如果未来美联储采取比较强硬的大幅度加息，新兴市场经济体不可避免地
面临资本外逃引起的金融市场波动。“除了提前加息进行风险缓冲，更长期来看，需适当增加外汇储备，提升应对汇率波动可能造成的系统性
风险的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新兴市场经济体中依赖大宗商品出口的国家占比达 2/3。对于这些国家而言，2022 年的经济增长前景如何？
方明指出，大宗商品出口国的鲜明特点在于经济走势取决于大宗商品价格，而大宗商品价格与美元直接挂钩。2022 年，伴随美联储加息进程，
美元走强，大宗商品价格趋于下行。如果尤为依赖大宗商品出口的国家此前大幅借债，叠加今年大宗商品价格跌幅较大导致经常账户和财政“双
赤字”，偿债压力将会加大，甚至引发债务危机。
世界银行近日称，在 2020 年大流行引发的全球衰退中，全球债务水平飙升，债务的增加已导致一些国家开始债务重组。由于提供额外支
持的政策空间有限，供应瓶颈、通胀压力、金融压力等下行风险增加了新兴市场国家“硬着陆”的可能性。
对此，世界银行负责发展政策和伙伴关系的执行主任庞格斯图（Mari Pangestu）强调多边合作的重要性。她建议，在高债务时代，全球
合作将有助于扩大发展中经济体获得金融资源的渠道，助力其实现有韧性和包容性的发展。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告诉记者，从近期 PPI、CPI 数据以及中国经济体量和经济韧性来看，中国应坚持“以
我为主”，保持政策独立性。伴随美债收益率上升、中美利差收窄，人民币将面临一定压力，需要保持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防止跨境资本流
动异常波动，维护金融稳定。◆

2021 年全球汽车减产量达 1,020 万辆

根据 AutoForecast Solutions（以下简称
为 AFS）的数据，2021 年，由于芯片短缺，全
球汽车市场累计减产量约为 1,020 万辆。AFS 预
计，全球汽车行业在 2022 年可能会比 2021 年
要顺利一些。
2021 年，亚洲地区的汽车工厂受到的冲击
是所有地区中最大的，汽车减产量超过 360 万辆。
其中，中国的减产量约为 198 万辆，约占全球
汽车累计减产量的 19%；亚洲其他地区的减产量
约为 174 万辆。北美地区紧随其后，削减了约
310 万辆汽车的生产，而欧洲也损失了近 300 万
辆汽车的产量。
AFS 预计，全球汽车行业在 2022 年可能会
比 2021 年要顺利一些。半导体行业仍在继续提
高产量，并努力弥补全球供应链上的芯片短缺。
虽然今年全球汽车制造商仍会削减汽车生产，但 AFS 最新的预测显示，到 2022 年，全球汽车产量损失将大幅减少。AFS 预计，2022 年全
球汽车市场累计减产量预计为 76.77 万辆，约占去年全球汽车累计减产量的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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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新闻 Asian News
台湾 2021 年 1-10 月紧固件出口增长 33.2%

2021 年 1-10 月中国台湾紧固件出口金额增长
33.2%，且对美、欧市场出口显著回暖。
1-10 月中国台湾紧固件对美国及欧盟出口分别
增长 34.2% 及 34.1%。
中国台湾为全球第三大紧固件出口地区，仅次
于中国大陆及德国，出口金额于 2018 年达到历史高
峰 46.4 亿美元，之后受美中贸易冲突与 COVID-19
疫情影响，出口金额下滑。2021 年，受惠全球景气
复苏及钢价上涨，中国台湾紧固件出口实现增长。
台湾当地经济部表示，中国台湾紧固件生产技
术先进，质量优良耐用，且持续投入智慧化及自动
化生产，开发汽车、航天、轨道、牙科医疗等领域
的高值化紧固件。
未来，在欧美各国景气复苏，基础建设及汽车
等产业需求持续扩增下，可望支撑中国台湾当地紧固件产品出口持续增长。◆

2021 年台湾地区经济回顾

受惠于全球经济复苏，在投资及出口强劲驱动下，2021 年台湾地区经济增速预计将达到 6.09%，创 2011 年以来新高，同时人均 GDP 将首
次突破 3 万美元。展望 2022 年，台湾地区经济虽整体保持较好发展态势，台湾地区统计主管部门预估 2022 年增速为 4.15%，但结构性矛盾依
旧存在并持续发酵，同时内外环境变动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进一步加剧经济动荡风险。
受中美战略博弈叠加新冠疫情影响，加上“投资台湾三大方案”优惠政策吸引，岛内制造业加速转型升级步伐。据台湾地区投资审查主管
部门统计，2019 年 1 月至 2021 年 10 月，台湾制造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约 72 亿美元，“投资台湾三大方案”总额逾 1.5 万亿元（新台币，
下同），成为 2020、2021 年稳产能保出口、实现经济逆势增长的重要“引擎”。台湾地区统计主管部门预计 2021 年固定投资对台经济贡献度
为 3.61 个百分点，创 1981 年以来新高。
2021 年以来，台湾地区整体出口表现强劲，除继续受惠于新兴科技应用及远距商机持续发酵外，随着主要经济体疫苗接种率提升及推动
规模空前的经济振兴计划，全球生产活动加速扩张，带动石化、机械等传统产业出口表现触底反弹。台湾地区统计主管部门统计，合并货物及
服务贸易并剔除物价因素后，预估 2021 年台湾货物及服务输出、输入分别增长 16.75% 及 18.49%，海外净需求对经济增长贡献 1.46 个百分点。
据台湾地区财政主管部门统计，2021 年 1-11 月台湾对外贸易总额为 7520.11 亿美元，同比增长 31.69%，其中出口额 4057.59 亿美元，同
比增长 29.99%；进口额 3462.52 亿美元，同比增长 33.75%；贸易顺差 595.07 亿美元，同比增长 11.73%。
从出口产品种类看，电子零组件出口额高达 1557.41 亿美元，同比增长 26.9%，占台出口额约 38.4%，其中集成电路出口 1407.07 亿美元，
同比增长 26.8%，占台出口额约 34.7%；资通与视听产品出口 555.1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5.1%，占台出口额约 13.7%。可以看出，信息通讯硬
件代工依旧是稳定台外贸表现的“压舱石”，占台出口额比重逾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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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受惠于全球经济复苏加上 2020 年基期较低，基本金属及其制品、塑橡胶及其制品等传统制造业产品出口大幅增长，成为带动台出
口持续强劲的重要动能。贸易对象方面，中国大陆（含香港）为台第一大出口目的地，1-11 月出口额达 1718.13 亿美元，同比增长 25.7%，
占台出口额约 42.3%；出口东盟 638.21 亿美元次之，同比增长 32.9%，占台出口额约 15.7%；对美出口 598.74 亿美元位居第三，同比增长
30.1%，占台出口额约 14.8%；此外，因去年同期基期较低，对欧洲、日本出口分别大增 38.5% 及 23.8%。◆

春雨订单能见度至明年 Q2 拟在台扩产 3 成

受到全球碳中和趋势影响、钢材制造成
本上升；需求则有各国基建加持、加上后续
塞港问题可望舒缓、下游库存去化，带动长
期需求看俏。春雨集团订单亦实现显著增长。
此外，欧盟拟对中国大陆紧固件征收反
倾销税，或有利台湾省紧固件出口欧洲，目
前春雨销欧美的营收占比达 40-45%；为了应
对需求，春雨也在台湾省扩大紧固件产能，预计明年将增加 3 成。
春雨 2021 前三季税后纯益新台币 6.88 亿元，每股纯益新台币 2.26 元，较 2020 年同期大增 4 倍；2021 前 10 月营收新台币 95.44 亿元，
年增 48.33%，也创历史新高，并已超越 2020 年全年营收，2021 年营收将首度跨越百亿元大关。◆

东明浙江新厂将于 2022 年第四季度启用

东明看好中国大陆持续发展基础设施，于浙江展开新厂计划，预计未来 3-5 年后，
总产能较目前增长，未来期望受惠扩厂效益，使营运表现持续向上增长。
中国政府计划未来五年内投资 10-17.5 兆人民币在 5G、工业互联网、数据中心、
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充电站等；为迎接商机，东明于浙江扩建新厂，预计未来 3-5
年的年产能达 8 万吨。
目前东明原有厂区约 15.2 万平方米，每年约有 12 万吨的产能；预计未来 3-5
年总产能共增加 10 万吨。其中，新厂区约 4.79 万平方米，主要生产小螺丝与螺帽，
2022 年第四季可落成启用。
2021 年前 3 季营收新高，超越历年全年
东明受益于不锈钢价上扬及出货量大增，2021 年前三季营收达 93.3 亿元（新台币，以下同），年增逾 4 成，不但创历史同期新高，且已
超越历年全年。
2021 年中国大陆大举推展基础建设，东明出货量明显增加，产能呈现供不应求，加上不锈钢价持续走扬，推升东明前三季营收逐季上升，
屡创新高。2021 年上半年税后净利 4.88 亿元，每股净利为 2.9 元，其中第二季每股净利冲上 1.7 元。预期第三季获利将再高于第二季，前三
季税后净利就有机会超过以往全年的表现。
展望 2022 年，东明看好中国大陆将继续大兴基础建设，美国基建计划也可望有进展，市场需求续增，东明也将新增 6 成产能，有助营运
再攻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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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钢公布 2022 年第一季度盘价

台湾行政院主计总处调高 2021 年台湾经济增长率预测至 6.09%，创 11 年来新高。
台湾制造业及外销动能持续增强，2021 年 11 月出口达 415.8 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
台湾下游用钢产业更将得益于国内外大规模基础建设刺激的钢铁需求，未来钢市依然
稳健向上。
宝武、鞍本两大主力钢厂 2022 年 1 月份盘价开平，市场已释出止跌回稳的讯号。
此外，大陆粗钢减产超过预期，2021 年预估总产量约 10.4 亿吨（约降减 2,600 万吨），
2022 年总产量将再降至约 10.1 亿吨。欧盟最新碳交易价格每吨已涨逾 80 欧元，年增
幅超过 1.5 倍。此外，塔塔钢铁（Tatao Steel）指出，由于原物料成本上扬以及中国
大陆出口锐减下，未来钢铁价格将远高于过去十年的水平。
尽管如此，国外 COVID-19 变异病毒再度肆虐，产业供应链持续承压，塞港、缺柜现象短期难解，客户面临物流不顺导致库存积压、资金
周转负担。中钢公司决议 2022 年第一季盘价平均调降 2.15%（0-900 元 / 吨），以提升下游用钢产业接单动能及出口竞争力。
其中，汽车用钢材下降 900 新台币 / 公吨，棒线（低碳）下降 500 新台币 / 公吨，棒线（中高碳）下降 500 新台币 / 公吨，棒线（冷打、
低合金）下降 500 新台币 / 公吨。◆

日本 2021 年 9 月紧固件进口及 10 月出口情况

据日本财务省贸易统计数据显示，2021 年 9 月日本进口紧固件数量为 20,746,037 千克，同比增长 18.5%，环比增长 7.5%；进口金额为
8,705,236 千日元，同比增长 37.6%，环比增长 8.1%。主要进口来源地包括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泰国、美国、韩国、德国、瑞典、巴西。
与此同时，2021 年 10 月日本紧固件出口数量为 29,251,578 千克，同比下滑 2.1%，环比增长 4%；出口金额为 27,435,554 千日元，同比
增长 3.9%，环比增长 3.7%。主要出口目的地包括中国大陆、美国、泰国、德国、越南、墨西哥等。◆

日本 HIOS 推出 INTRTORQUE 系列精密小螺丝

近日，日本公司 HIOS 推出 INTRTORQUE 系列精密小螺丝。
INTRTORQUE 是一种解决螺丝起子头滑出螺丝头（cam out）的解决
方案。它的螺丝头部有六角梅花形的沟槽设计，而它的起子头前端则有
个特殊形状的突出设计，称为导头，可引导起子头进入螺丝头部。
这种特殊头部设计，使螺丝在锁固过程中不会摇晃，而且螺丝在
钻入前就算与螺丝孔的位置点有 1.5mm 的距离误差，也能立刻锁进去。
如今 HIOS 在 INTRTORQUE 系列中新推出尺寸更小的精密小螺丝，
该产品已用于智能手机、车载机器、计算机，打入精密机械的自动化螺
丝锁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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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日东精工开发 MISTOL® 小零件专用检测筛选机

由于顾客反映需要专用于易受损小型零件的检测筛选机，因此日东精工
开发出 MISTOL®。
一般全检的机种都使用震动式送料器来筛选量产的零件，但可能会在震
动过程中损伤零件，因此会对易受损的零件采用目视检测。
MISTOL® 则不需使用送料器即可自动检查铝制等零件与紧固件。它的机械
手会自动捡起零件并运往检查区，进行 OK 或 NG 品的判定。因此能将目视检查
作业自动化，简单化操作流程。
该产品已在 2021 年 10 月 1 日开始接单，并于 2022 年元旦开始贩卖。◆

日本 Techno Associe 推出“TAFF Ⓡ -A”系列螺丝

日 本 Techno Associe 公 司 为 了 提 升 自 动 化 螺 丝 锁 固 作 业， 推 出 了
“TAFF Ⓡ―A”系列螺丝，其中包括迷你螺丝、机械螺丝、高强度螺栓与自攻螺丝。
顾客可根据被锁固对象与用途来选用其中一款螺丝，解决自动化作业的
问题并大幅提升生产力。
该系列也可用于电动螺丝起子、多关节式机械手臂以及生产线，目前已
在螺丝锁固方面实现降低成本。它不会与钻头之间产生间隙，很适用于自动螺
丝锁固机。◆

日本峰精密金型制作所推出电动工具用螺丝止落套头

日本峰精密金型制作所推出的螺丝止落套头可在锁固螺丝的过程中紧抓螺
丝，防止螺丝在旋转过程中飞出去。锁固完成时，该套头能自动放开螺丝，提
升锁固作业。
该套头采用特殊材料，有优于塑料的柔软性，优于橡胶的物理特性，让螺
丝的附着与释放更容易。它内建螺旋弹簧，锁固完螺丝，套头离开被锁固物体时，
会因为螺旋弹簧的反作用力，立刻回到原位，因此可连续安稳地锁固螺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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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Kokubu 公司发布不锈钢螺丝专用天然油脂成分涂料

Kokubu 公司发表的“KC18”涂料令人出乎意料，主成分竟是天然油脂的米糠油，
使涂料拥有抗酸化的作用。日本自古以来便使用天然油脂来防止刀剑等铁制品生
锈。
盐雾实验显示，KC18 能抗红锈长达 2016 小时，周期性实验显示 KC18 能在 16
个循环（喷雾 16 小时、干燥 8 小时）内不产生红锈。KC18 涂料除了能同时作为施
作的润滑油，也能提升螺纹锁固的性能，还能为环保尽一份心力。◆

日本关计株式会社成功研制出螺纹钉 Double Lock Nail Ⓡ

关计株式会社开发出的“Double Lock Nail Ⓡ”运用了自旋式螺
丝拥有的优点，且能用钉枪将它旋入材料。
它也能像螺丝一样，用动力工具将它卸除，而不需使用铁撬。它
既能发挥螺丝的紧固力，也能用钉枪打进去，作用既像螺丝又像钉子。
有别于传统的螺纹钉，“Double Lock Nail Ⓡ”整支都可以在锁
固过程中埋入材料，发挥完整的锁固力而不会与材料之间产生空隙。
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将整支钉子锁入来产生强大抓紧力，却不会损伤
薄木材。它也可用来锁固 C 型钢以及铝材。◆

日本神山铁工所开发出不锈钢螺丝专用表面处理“Blanca”

日本神山铁工所在 2020 年首度踏入表面处理领域，
开发出无铬电镀处理技术“Zero Chromate”。这次又继续
开发出专用于 SUS410 不锈钢螺丝的“Blanca”表面处理，
并符合 RoHS 以及 REACH 法规。
“Blanca”在西班牙文意指“白色”，其命名代表着
美观且无耗损的表面处理。它通过 4 千小时的盐雾测试、
防红锈、防腐蚀，可自行愈合并且可锁固不锈钢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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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10 月机床订单增长 81.5% 创三年新高

日本工作机械工业会发布的数据显示，10 月机床订单额同比增长 81.5%，达到 1492 亿日元，连续 12 个月同比增长，也刷新了 9 月创出的
3 年最高纪录。
在美国，用于半导体制造设备的机床需求十分旺盛，海外订单额达到 3 年零 7 个月以来的高水平，对总体起到重要拉动作用。
面向日本的内需订单增长 74.0%，达到 502 亿日元，虽然与 9 月相比减少 12.6%，但可以说已经明显从新冠疫情中复苏。
外需订单增长 85.5%，达到 989 亿日元。创下 2018 年 3 月后 3 年零 7 个月以来的高水平，美国的半导体制造设备和汽车用途的机床需求恢复。
中国的电子设备等用途的需求也十分旺盛。◆

电动车浪潮涌进日本紧固件开发市场

继特斯拉之后，电动车新
创 Lucid 以 最 高 续 航 里 程 520
英里（约 839 公里）成为电动
车续航王。电动车浪潮如海啸
般袭来，涌向日本零部件企业，
其中也包括紧固件相关的制造
商。
电动车市场的白热化使得
日本的紧固件也必须做出改变。
一部燃料车使用 3 万个零部件，
电动车只需使用一半的量。若
要改善电动车的电耗量，必须
走轻量化来减少汽车重量。这
代表零部件必须大量使用重量
轻的树酯，而不是铁。
同样的轻量化要求也会反
映在紧固件上。螺丝每减重 0.5
克，可谓汽车减轻超过一公斤
的重量。目前已有日本紧固件厂商开发出重量只有铁螺丝三分之一的铝螺丝。由于铝遇热时的收缩程度与树脂相近，因此铝螺丝与树脂制车
用零件的兼容性很好，甚至还有开发出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制的紧固件产品。此外，还有日本厂商开发可用于电动车的钛螺丝，这种螺丝可
像弹簧一样回弹力道强，抗振且不易松脱。但它的罩门是成本高，价格是铁螺丝的 30 倍，且不容易加工。
除了螺丝之外，用于锁固螺丝的起子也必须重新设计，才能将螺丝锁入电动车的小型电子零件。由于电动车需要在狭小空间内锁固紧固件，
市面上已出现螺丝搭配使用黏合剂并采用热焊接的方式，才能防止螺丝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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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紧固件协会理事长谈紧固件产业与印度经济展望

新冠病毒自 2020 年初为全球经
济带来前所未见的景况，它的灾难性
冲击为每个人带来不同的际遇。通过
全球医疗人士付出的巨大努力以及政
府快速的决策与行动，我们已开始适
应所谓的“新日常”。包括印度，全
球的企业都在 2020 年第三季受到剧
烈重挫。在启动远距上班以及限产之
后，经济活动开始蹒跚地复苏。
从印度人的观点来看，2021 年 5
月出现第二波残酷的疫情，单日确诊
数约 41 万人，持续到当年 12 月，单
日确诊数才降到 1 万人。对此，大范
围的疫苗接种非常有助于做好疫情管
控。假设若没有再出现任何新变种病
毒，以印度 13 亿的人口来说，这是
个好迹象。但是 Omicron 病毒出现后，
全球确诊数再度飙高。好消息是它纵使传染力高，攻击力道比 Delta 变种温和。
即使有第二波残酷的疫情以及相继发生的大规模乱象，印度经济仍在 2021 年以及之后成为增速最快的主要经济体之一。继 2020 年 GDP
急速萎缩之后，印度的最新经济展望显示增长率可望在 2021 年度恢复到 9.5%，在 2022 年度达到 8.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印度经济将在 2022 年达到最高增速。对印度来说有利的因素是，其他国家的增长率预测都未高过 6%。另一大正面
因素是超过五成的印度人口都未满 25 岁，有 65% 的人口为 35 岁。
印度工程出口促进委员会（EEPC）提供的紧固件进出口数据显示，虽然疫情的冲击使印度 2020 年度的紧固件出口下跌 13%，进口下跌
16%，但在 2021 年度出口大幅回弹 25%，进口大增 27%。
从印度紧固件产业的观点来看，许多推迟资本支出的企业看到复苏带来了产业的增长，现在都开始采取行动。钢价飙高到历史天价，在
一年半内飙升近 50%，冲击了产业的利润空间，但产业在
未来几年可望稳固下来并增长。
我们必须承认事实，病毒将继续常驻，要彻底磨除它，
似乎是遥不可及的梦。我们需要提高警惕采取相应的措施，
继续前行，能及时研发疫苗的追加剂来对抗任何潜在的变
种病毒。
目前仍充满许多不可预测性，但我们必须保持正面态
度度过频繁发生的疫情风暴。印度紧固件产业的未来十年
具备巨大的成长机会。印度紧固件协会将在 2022 年为有
技术的劳工举行定期的技术研讨会与训练课程，就算在疫
情之前协会也是这么做的。业界也必须将自动化纳入事业规划，因为印度的大型紧固件厂商已开始转型到工业 4.0。不断改善的良好规划、有
效的训练课程、技术升级以及注重顾客服务，都能有效打造印度品牌。
（作者：印度紧固件协会理事长 Abhijat Sangh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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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新闻 European News
高盛预计未来两年欧元区经济增速超过美国

高盛分析师预计，未来两年欧元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将快于美国，主要原因是政府政策的不同。
该行预计，拥有 19 个成员国的欧元区 2022 年将以 4.4% 的速度增长，而美国的增长率为 3.5%。展望 2023 年，高盛预计欧元区经济将增长 2.5%，
也超过美国的 2.2%。
高盛首席欧洲经济学家 Sven Jari Stehn 表示，尽管短期内欧洲的形势“具有挑战性”，但该地区仍“有更大的增长空间”。
他说，支持欧洲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有两个。
就近期新冠疫情限制措施对欧元区经济的影响而言，他表示：“与去年相比，此次打击更可控。”
到目前为止，尽管在 2021 年底发现了新的奥密克戎变种，但欧洲国家尚未开始实施广泛的封锁规定。这避免了 2022 年疫情头几周出现
的更严重的经济冲击。
此外，Stehn 表示，欧洲财政政策 2022 年可能仍将保持宽松，这与一些分析师对美国的预期形成鲜明对比。
欧元区各国政府预计将在未来几年投入大量资金，此前它们在 2020 年同意从市场融资 7500 亿欧元。这些资金从 2021 年底开始向很多欧
盟国家发放，如果实施关键改革，这些资金将在 2022 年全年继续发放。
而在大西洋彼岸，有人怀疑美国总统拜登的“重建美好”
（Build Back Better）计划能否成为现实。这项立法可能意味着 1.8 万亿美元的投资，
但国会议员们的分歧对整个计划构成了威胁。
高盛分析师近日在一份报告中称：“在去年年底有关重建更美好法案的谈判陷入僵局后，财政立法的前景尤其不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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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新闻
欧洲多举措应对汽车供应链难题
European News
正饱受供应链危机之苦的欧
洲汽车业正谋求改善良方，从欧
盟政策层面到企业商业策略都出
现调整趋势，放开零配件生产补
贴和增加出口目的地投资将是政
商界努力方向。
酝酿应对政策
为改善欧洲汽车业供应链，
欧盟政策制定者和业者目前正在
推动多项措施，包括推动落实芯
片投资和调整产业补贴法规等手
段。
欧 盟 主 席 冯 德 莱 恩 11 月 15
日参观荷兰半导体设备厂商阿斯
麦时表示，欧盟将大力推动投资
半导体产业链以实现供应自足及
提升欧洲竞争力。冯德莱恩表示，
将在 2022 年提出欧洲芯片法案内
容，大力推动半导体产业链发展，目标是至 2030 年欧洲的芯片在全球市占率从目前的 10% 增至 20%，并生产最顶尖的芯片。她说，芯片产量
增加对欧洲有利，因为这代表着其对少数国家依赖的减少。
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近期公开向欧盟呼吁出台系列措施，改善芯片等汽车零配件供应链压力。
据彭博社 11 月 15 日报道，在法国等成员国的呼吁下，欧盟委员会可能会允许成员国对芯片工厂提供补贴。
不过，欧盟内部人士称，当前投资不足仍是制约欧洲汽车供应链改善的瓶颈。欧盟反垄断事务委员维斯塔格上周表示，欧盟需要预先投
资高达 3300 亿欧元（约合 3780 亿美元），才能完全满足芯片自给需求，而此举将导致“芯片价格上涨，并对所有市场产生负面影响”。
法国半导体材料大厂 Soitec 首席执行官波迪尔也怀疑欧洲是否有能力在短期内建立一个重要的、具有自主权的芯片供应链。“如果欧盟
想要更多的芯片供应，它必须提供数百亿欧元。”
供应链困境难解
欧洲汽车业因为缺少零部件，正陷入被动减产停产的困境，导致销量低迷。许多厂商正考虑将产品制造地选择在客户需求国。
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9 月新车注册量下降 25%，创 26 年来同期最低值。持续数月的芯片短缺问题依然是造成 9 月新车
销量下滑的主因。
此前，已有多家汽车制造商宣布减产，甚至关停部分工厂，但他们还有库存可供销售。而近日，库存也将消耗殆尽。其中，部分汽车制
造商受到的冲击比其他公司更为严重。梅赛德斯 - 奔驰 9 月的销量几乎减半；而雷诺已连续数月销量下滑。由于半导体芯片短缺，大众汽车旗
下的捷克汽车制造商斯柯达未来几周将减少产量，并预计 2021 年的汽车产量将由于缺少零部件减少约 25 万辆。
根据牛津经济研究院 10 月份对大型企业进行的调查，只有约五分之一的企业认为供应链中断最严重的时期已经过去。有三分之一的受访
者表示，供应链中断问题可能一直持续到明年年底，甚至更久。
作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汽车制造大国德国经济预计将在未来几个月停滞不前，供应瓶颈对德国强大的制造业，尤其是汽车业造成压力。
9 月份德国制造业产值比疫情前降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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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于原材料稀缺，资金链承压，萨克森金属和塑料公司、ETM Engineering 等汽车零部件公司不得不申请破产。海因策集团是一家
拥有约 1100 名员工的德国汽车零部件制造商，为保时捷、宝马和梅赛德斯供货。海因策集团首席执行官蒂尔穆斯说，在经历了一整年的价格上涨、
长达几个月的塑料等原材料供应延误，还有因芯片短缺而关闭部分汽车工厂后，该公司已于 9 月进入初步破产状态。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一些德国制造业企业已尝试扩大域外供应链布局。总部位于法兰克福的汽车制造商凯傲集团首席执行官里
斯克表示：“德国不仅是一个工业大国，也是一个出口大国。由于我们工业品的终端消费都在海外，供应链问题对我们的生产和销售都造成了
一定冲击。这一问题也让我们反思，今后应在客户所在的地方投资。”
疫情施压复苏
尽管政策制定者和业者忙于扭转生产困境，但疫情的反弹也在短期增添了不确定性。随着冬季来临，欧洲各国新冠肺炎疫情近期再现上
升势头。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数据显示，欧洲地区单周新增确诊病例已近 200 万例，是新冠肺炎疫情以来该地区最大单周增幅。欧洲各国纷纷重
拾或进一步收紧防疫举措，以避免重蹈去年因疫情大范围暴发导致医疗体系极度承压的覆辙。
由于疫情复燃，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近日发布报告称，疫情复燃将打击民众消费热情，并加剧供应链风险，制造商受到的影响将比预期要大。
一些机构认为，芯片荒对欧洲汽车制造业带来的影响并未结束。加拿大皇家银行认为，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将加剧芯片危机。
安永在一份报告中称，芯片短缺导致汽车产能受损，已无法满足高需求。安永还在报告中提到，由于供应链管理较为传统，欧洲传统燃
油车受芯片短缺打击较大。相较而言，电动汽车的购买热潮仍在持续。
汽车业等主要制造业受疫情的影响仍将持续，随着时间推移还会对整个经济产生负面作用。
埃信华迈经济学家克里斯•威廉姆森指出，受供应延误困扰，欧元区制造业增长动力当前减弱至去年第一轮封禁措施以来的最低水平，
随着德国等地近期新增新冠感染人数重新上升，服务业亦告别了夏季的强劲反弹。他认为，虽然目前欧元区总体经济增速仍高于长期平均水平，
但短期内偏向下行，预计今年第四季度增速将明显放缓。◆

欧盟对中国盘条作出第二次反倾销日落复审终裁

2021 年 10 月 13 日，欧盟委员会发布公告，对原产于中
国的盘条 (Wire Rod) 作出第二次反倾销日落复审终裁，决
定继续对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Valin Group) 征
收 7.9% 的反倾销、对中国其他企业征收 24% 的反倾销税。涉
案产品的欧盟 CN(Combined Nomenclature) 编码为 7213 10
00、7213 20 00、7213 91 10、7213 91 20、7213 91 41、
7213 91 49、7213 91 70、7213 91 90、7213 99 10、7213
99 90、7227 10 00、7227 20 00、7227 90 10、7227 90 50
和 7227 90 95.。本案倾销调查期为 2019 年 7 月 1 日 -2020
年 6 月 30 日，损害分析期为 2017 年 1 月 1 日 - 倾销调查期结束。
公告自发布次日起生效。
2008 年 5 月 8 日，欧盟委员会对原产于中国、摩尔多瓦
和土耳其的盘条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2009 年 8 月 5 日，欧盟委员会发布公告，对原产于中国的盘条作出反倾销肯定性终裁，对摩尔多瓦和
土耳其的盘条作出反倾销否定性终裁。2014 年 8 月 2 日，欧盟对原产于中国的盘条进行第一次反倾销日落复审立案调查。2015 年 10 月 14 日，
欧盟对原产于中国的盘条作出第一次反倾销日落复审终裁。2020 年 10 月 14 日，欧盟委员会发布公告，应欧洲钢铁协会 (The European Steel
Association) 于 2020 年 7 月 14 日提交的申请，对原产于中国的盘条启动第二次反倾销日落复审立案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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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MA 集团与意大利水处理企业启动生产合作

NORMA 集团已经与意大利饮水、灌溉和下水道接合技术
技术专家 SAB S.p.A （“SAB”）签订策略伙伴合作协议。自
2021 年 11 月起，SAB 将为 NORMA 集团生产饮用水应用领域用
的高质量 NORMA PN 16 压缩紧固组件，之后也会推出更多产品。
此外，达成的协议规定 NORMA 集团和 SAB 将会共同开发
新产品。通过这样的合作，NORMA 集团正在强化其在欧洲的水
处理领域事业，尤其是可以进一步拓展其在饮用水应用领域
的地位。
NORMA 集团执行长 Michael Schneider 博士表示：“SAB
在产品领域专业的杰出表现是有目共睹的。通过这次合作，
我们取得额外的生产资源，也能在欧洲提供客户更好更快的
水处理产品方案服务。珍贵水资源的效率化使用越来越重要，这也是我们持续在各区域拓展我们的水处理业务的原因。”◆

柏中（Bossard）在天津设立新区域总部，进一步深耕中国

近 日， 全 球 紧 固 和 装 配
技 术 解 决 方 案 提 供 商 —— 柏 中
（Bossard） 在 天 津 注 册 成 立 了
柏中紧固件（天津）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柏中天津），作为华北区
总部，集客户服务中心、仓储物
流中心、工程应用实验室和质量
检测实验室等为一体，扩大其在
华北区的业务，为该区域客户提
供更贴近本地化的紧固产品解决
方案、装配技术咨询和智能工厂
物流管理产品和服务方案等。
柏中天津是由瑞士 Bossard
Finance AG 在中国设立的独资公
司，隶属于柏中中国区。柏中天
津坐落于天津市武清开发区四期源和道 8 号，占地面积 50 亩，建筑面积 2 万平米，其中办公研发区域面积 8,000 平米，高位立体仓库 12,000
平米，可存放紧固件超 2 万吨。
自 1999 年进入中国以来，柏中（Bossard）集团在中国不断加大投资，先后成立柏中紧固件（上海）有限公司和柏中紧固件（天津）有
限公司两家公司，旨在为更多客户提供专业的本地化服务。
“柏中天津将我们的四大业务辐射整个华北区域，我们不仅能够为该区域的客户提供紧固解决方案以提升核心竞争力，还能够通过优化
装配流程和智能工厂物流帮助他们提高生产效率，这就是我们承诺的——成熟生产力”，柏中中国区总裁 Simon Law 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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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中天津的四大核心业务：
紧固产品解决方案：提供防松方案、弹性挡圈、压铆产品、
铆接技术、螺纹嵌套、流体管理等产品解决方案，帮助客户应对
紧固方面的挑战。柏中拥有超过百万种的标准件、非标件和品牌
件，包含螺钉、垫片、压铆、铆钉、铆螺母、铆栓、螺纹嵌套等。
不仅如此，柏中还为客户提供机加工定制物料。
装配技术专家：柏中的应用工程师具有专业紧固和装配知识，
在早期开发阶段帮助客户选择正确的紧固技术，帮助客户做出关
键决策，缩短产品研发和上市时间。
智能工厂装配：生产管理者通过标准化的生产流程（直观的
图文）逐步引导操作工完成装配。装配过程中，每一个步骤及连
接工具的数据都会被自动记录下来，可以随时追溯生产和质量数
据，帮助生产管理者改进生产工艺和装配过程。
智能工厂物流：柏中的“智能工厂物流”为客户提供创新的系统和定制解决方案，利用工业物联网完成设备之间的互联，令 B、C 类物料
管理更精益和透明。在智能物流领域，柏中具有超过 25 年成功经验，为客户安装了超过 35 万个智能物流设备。◆

博尔豪夫集团收购全球 HELICOIL® 商标

HELICOIL®Smart– 博尔豪夫集团
最新一代 HELICOIL® 钢丝螺纹衬套，
2019 年全新发布。
自 2021 年 10 月 1 日 起， 博 尔
豪夫集团，一家总部位于德国比勒费
尔德的家族企业，获得了全球范围的
HELICOIL® 商标。该商标之前由史丹利
工程紧固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是位
于康涅狄格州新不列颠的史丹利百德
(NYSE： SWK) 旗下子公司。这一交易
将使每个公司能够更紧密地将资源及
其独立的战略计划结合起来。
作为此次交易的一部分，在北美地区，博尔豪夫集团将该商标在汽车维修及非汽车行业的应用授权给了北美史丹利工程紧固有限公司。在
北美，HELICOIL® 钢丝螺纹衬套在汽车行业主机厂的应用由博尔豪夫集团负责；而在汽车维修及售后和非汽车行业的应用由北美史丹利工程紧
固有限公司负责。除北美以外，全球其他地区所有行业的 HELICOIL® 钢丝螺纹衬套业务由博尔豪夫集团负责。
博尔豪夫集团和史丹利工程紧固有限公司都是专业紧固件的领先制造商，服务于汽车、工业和航空市场。两家公司在 HELICOIL® 产品线和
相关商标方面有着 70 年的合作历史。在这段漫长的合作历史中，他们成功地达成了授权协议，不断开发市场和产品，将 HELICOIL® 产品线推
向世界各地的客户。◆

《紧固件》季刊 2021年12月 第六十六期 .73.

海外商情

Overseas News
全球汽车紧固件头部制造商的数字化选择

近日，全球最大紧固件装配
制造商之一阿雷蒙和企业级新型
CRM 开创者销售易达成合作。销
售易将基于自身的易客 SCRM 产
品及 CDP 客户数据平台，帮助阿
雷蒙实现业务精细化、智能化运
转，以数字化助力企业业务增长。
阿雷蒙集团总部位于法国，
是专业设计和生产汽车紧固件的
国际性公司，具有 150 多年的历
史，系全世界最大的汽车紧固件
供应商之一。阿雷蒙中国成立于
1996 年， 是 集 团 在 中 国 的 独 资
子公司，主要为中国客户供应卡
扣，扎带，快装接头等紧固方案
以及粘接方案，供应世界及国内各大汽车生产商、汽车零部件和电器制造商。阿雷蒙拥有丰富的汽车行业经验，目前已与宝马、奔驰、上汽、
大众、福特、通用、吉利、比亚迪、广汽、蔚来等汽车品牌达成长期合作。
当前，中国汽车市场已由增量市场转向存量市场，汽车行业正在经历着洗牌和变革，作为汽车制造必不可少的产品，汽车紧固件的市场
供需关系也在发生着变化。当前中国汽车紧固件产品品种满足率已达到 60% 以上，国内市场满足率已高达 70% 以上，一般低档产品生产能力已
大大超过了市场需求。作为劳动密集型和原材料密集型的汽车紧固件，如何通过拥抱科技来实现客户数字化运营，将成为阿雷蒙实现业务增长
的重中之重。
对症下药，方可见效！
在遇见销售易之前，阿雷蒙的营销渠道多且分散，市场经营者工作效率低，多平台运营推广工作量大。虽然阿雷蒙拥有多种营销渠道，
但因为没有建立清晰的客户档案，无法分类触达客户，造成客户转化率低。同样，各业务公司销售人员分散在不同城市，使得线索分配和销售
跟进反馈也存在着滞后性。
针对阿雷蒙遇到的种种问题，销售易为阿雷蒙制定了客户运营数字化全套解决方案，助其实现以下价值：
1. 建立从市场活动、线索挖掘到项目跟进、合同签订的全流程管理，加快营销管理效率与线索追踪效率，高效推进项目进程，提高赢单率；
2. 线上化统一管理和分析各渠道营销效果，根据智能化数据反馈，及时调整营销策略，量化评估效果；
3. 借助小程序及企业微信生态，将客户转移到小程序商城平台加速转化，通过企业微信 SCRM 建立客户私域流量池，提供一站式集成装配
系统解决方案，打造高效的客户沟通平台；
4. 通过销售易 CDP 平台，充分洞察客户需求，建立全域、立体、全生命周期的 360 度用户画像，区分潜在客户，深度挖掘客户价值。
阿雷蒙作为全球最大的汽车紧固件制造商，面对不断变化的市场，借助管理工具连接用户、实现智能化用户运营，快速实现业务运转的
数字化转型，是保持市场竞争力的重要举措。销售易也将借助此次合作，帮助阿雷蒙构建客户全生命周期角度的管理体系，在客户运营数字化
战略方向上步入新阶段，实现业绩的可持续增长。◆

.74. 《紧固件》季刊 2021年12月 第六十六期

海外商情

Overseas News
Nord-Lock 集团加强投资 7 个月内三度扩厂

Nord-Lock 集团正式启用其事业核心据点位于瑞典
Mattmar 的生产厂，该处也是该公司将近 40 年前开始
运作的起源地。这个厂设的启用是 2021 年以来的第 3 次，
也是该集团专注在扩厂来满足更多需求的成果。
2019 年，该集团透过升级和扩大其业务中三大生
产据点开启了该集团最大的扩厂计划，为未来的生产和
发展打下基础。
Nord-Lock 在 瑞 典 Mattmar 的 据 点 扩 张 在 州 长
Marita Ljung、Investment AB Latour 执行长 Johan
Hjertonsson 和集团执行长 Fredrik Meuller 见证下启
用。该厂设是 Nord-Lock 集团最重要的一部分，现在也
有更大的生产区域和新办公大楼。
Nord-Lock 集团董事长兼执行长 Fredrik Meuller
表示：“我们看到来自全球各地客户对我们产品方案需求的剧烈增长，且为了确保未来需求，在疫情期间我们已经扩大了旗下三处最大的据点
并引进先进设备。现在我们非常开心和骄傲看到位于 Mattmar 的扩厂正式启用。新的设施可以确保我们的长期生产能力并提供我们持续专注于
创新和世界一流栓合方案发展的基础。扩厂的重点在于创造永续生产并为我们的员工创造更好的工作环境。◆

德国 REISSER SCHRAUBENTECHNIK 发表 RT UNI-C 甲板螺丝

REISSER RT UNI-C 甲板螺丝是 REISSER 位于德国 Criesbach
总部公司用抗腐蚀和酸类的 A4 不锈钢制成。其德制的高质量适合
被长久使用于需要暴露在外的户外环境，包括像是靠近海岸的特
殊气候状况。
由于有 6.0mm 的线径和多达 100mm 的长度，RT" UNI-C 非常适
合用来处理大型板材那样的厚度。也适合所有类型木材 - 甚至是
含大量单宁酸和基改木材。
RT UNI-C 主要是开发来把各种常见软木、硬木和热带木材和
大型厚板材一同锁固至木头基质，像是桥梁和平台建筑，但也能
用在露台建筑、园艺造景。
RT UNI-C 甲板螺丝具有埋头设计、切铣肋纹和 SIT® 专利钻头。切铣肋纹可以确保头部能有效地切铣入木头，创造出绝对平整的埋入。不
仅能保证美观的锁固结果，也能降低受伤风险。
头部下方的螺纹可让组件紧紧地压至定位，同时避免木头连接件发出咯吱声或摇晃。头部下方螺纹提供安全的支撑并妥固地把露台板材
固定至基材。藉由特殊螺纹中的强化核心部，甲板螺丝会更稳定有力，提供高抗断裂能力。
生产完成后，以 A4 不锈钢制成的 RT UNI-C 会在电镀厂内进行酸洗、钝化和加上抗摩擦涂层，可显著地降低锁入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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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新闻 American News
美国经济增长速度预计放缓

受新冠疫情反复影响，2021 年美国经济在上半年实现强劲增长，但在第三季度出现大幅减速，随后第四季度又有所回升。多数经济学
家预计 2021 年全年美国经济增速将达到 5.5% 左右。但随着财政和货币政策支持力度减少，预计 2022 年整体经济增速将放缓至 3.5%-4.5%
的水平，疫情和通胀将是影响美国经济走势的关键变量。
2021 年美国经济增长实现大幅反弹得益于大规模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的支持，包括美国国会批准的 1.9 万亿美元的经济纾困计划以及美
联储实行的超低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但进入 2022 年，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支持力度将明显减弱。
一方面，经济纾困计划的大部分条款已经到期，而美国总统拜登提出的旨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改善民生的 1.75 万亿美元的一揽子支出法案
又在国会受阻。另一方面，美联储已明确表示将于 2022 年 3 月结束资产购买计划，同时为尽早启动加息做好准备。
因此，2022 年美国经济增长减速是必然的，但支撑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仍然来自占美国经济总量约三分之二的个人消费。随着美国
失业率继续下降、就业岗位持续增长、个人收入增加以及自疫情暴发以来民众积累约 2.5 万亿美元储蓄的逐步释放，2022 年个人消费开支有
望保持健康增长，但高通胀持续将削弱消费者购买力和消费者信心。
此外，受新冠疫情担忧、在家照顾小孩、退休人数增加等因素影响，不少美国人不愿意重返就业岗位，劳动力短缺明显，这也将制约商
品生产和服务业消费扩张。美联储近期公布的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显示，受供应链中断和劳动力短缺影响，部分地区的制造业、建筑业和休
闲服务业增长已受到限制，很多企业面临招工难的问题。
综合来看，2022 年美国经济增长面临的两大不确定性来自疫情和通胀。近期，奥密克戎已取代德尔塔毒株成为在美主要流行毒株，造成
美国多项疫情指标严重反弹。牛津经济研究院预计，在更为糟糕的疫情环境下，2022 年美国经济增速将降至 2% 以下，低于其基准情景预测的
4.4%。但如果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经济活动进一步恢复正常，则经济增长有望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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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消费需求强劲、供应链瓶颈持续、薪资上涨、货币政策过度宽松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居高不下的通胀压力也成为美国经济的突出问题。
2021 年 11 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 6.8%，创近 40 年来最大同比涨幅。CPI 同比涨幅已连续 7 个月超过 5%，表明通胀压力更
为持久、不大可能很快缓解。多数经济学家预计通胀率将在 2022 年第一季度见顶，随着供应链瓶颈缓解从下半年开始回落，但高通胀的情形
至少会持续到 2023 年。
通胀走势将直接影响到美联储如何收紧货币政策。经济学家认为，如果预期到 2022 年底美通胀率将回落到 2.5% 左右的水平，美联储会
感到较为放心，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对美国经济复苏影响不大；但如果预期到 2022 年底美通胀率仍将高于 2.5%，美联储会更加积极地加息以
抑制通胀，这不可避免地会对美国经济复苏造成伤害。特别是如果美国通胀率持续高于美联储预期，美联储将不得不更大幅度地加息，以避免
通胀失控。
美联储官员近期发布的季度经济预测显示，到 2022 年底核心通胀率将位于 2.5%-3% 的较高水平，这意味着美联储必须考虑加息以抑制通胀。
美国银行和高盛集团经济学家预计美联储将从 2022 年 6 月开始启动加息、每个季度加息一次，牛津经济研究院和摩根士丹利则预计美联储将
等到 9 月启动加息。物价持续上涨已引发民众不满，再加上国会中期选举临近，拜登政府面临抑制通胀的更大压力，某种程度上也会传导到美
联储官员。如何确定合适的加息时机与节奏，平衡好巩固美国经济复苏与控制通胀两大任务，对美联储将是一大考验。◆

2021 年 1-8 月美国紧固件进出口概况

2021 年 1-8 月，美国前十大进口来
源地分别为：中国台湾、中国大陆、日
本、德国、加拿大、韩国、印度、意大利、
墨西哥和越南。
其 中 从 中 国 台 湾 进 口 477,517,815
公斤，占美国紧固件进口量 41.29%，从
中 国 大 陆 进 口 299,319,673 公 斤， 占 比
25.89%。
主要进口产品类别：含与不含螺母、
垫片的钢铁螺纹紧固件（731815）、钢
铁螺纹自攻螺丝（731814）和钢铁螺纹
螺母（731816）。
紧固件主要是进口到美国的中西部
（芝加哥、伊利诺）以及南加州地区（洛
杉矶、加州）。美国进口商品的区域可
能是基于经济或策略上的考虑，也可能
反映出进口的地理位置相对性。几家大
型紧固件制造商位于西岸与中西部，这也解释为何这些入口每年的紧固件进口量最多。美国进口的这些紧固件产品主要为海关编码 731815，
其次是 731814 与 731816。这三项编码 7318 下的子项目占了 2021 年前 8 个月美国紧固件总进口量的 87% 左右。
然而美国的紧固件进口却一直未有增加，进口量和进口额自 2017 年以来一直持平，总体而言每年为 43 亿美金、7.8 亿公斤。2020 年的
总金额下降到 35 亿美金，2021 年前 8 个月，总金额增加到 27 亿美金、480 万公斤。
美国的紧固件出口主要对象为墨西哥（在 2019 年占 28% ）与加拿大（59%）。美国出口紧固件的主要地区为德州拉雷多城与密执安州底
特律城，这不令人意外，这两处都非常靠近墨加边境。出口的紧固件海关编码主要是 731815 与 731816。2021 年前 8 个月，美国的 731815 产
品有 54%，731816 产品仅有 7% 出口出去。在紧固件出口方面，美国的产品出口都属于国内贸易性质，也就是州与州之间的贸易。2020 年，美
国的总出口量中有 84% 左右都被视为国内贸易，只有 15% 属于国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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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又出事！紧固件和安全气囊存隐患，近 3000 辆 Model 3 和 Model Y 将被召回

根据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网
站通知，特斯拉将召回 2019-2021 年期间生产的部分
Model 3 和 2020-2021 年生产的部分 Model Y 汽车，
以紧固或更换连接前悬架和副车架的紧固件。
美国市场召回近 3000 辆汽车
据悉，本次召回涉及 2019 至 2021 年期间生产的
部分 Model 3 和 2020 至 2021 年生产的部分 Model Y
汽车，共计 2791 辆。召回原因为连接前悬架和副车
架的紧固件未按照正确的规格固定，可能会存在松动
的隐患，在极端情况下，存在安全隐患。
据中国证券报，特斯拉在向 NHTSA 提交的文件中
称相关车辆存在的问题是：“前悬架横向连接紧固件
可能会松动，从而使横向连接杆与副车架分离。”
特斯拉也描述了解决方案，表示将根据实际情况免费拧紧或更换横向连接紧固件。车主通知预计将于 2021 年 12 月 24 日寄出。车主也可
致电特斯拉客服电话。
虽然通知将在 2021 年年底寄出，但特斯拉已经开始通过电子邮件通知相关车主。
与此同时，特斯拉还宣布因为安全气囊问题召回少量 Model 3 电动汽车。公司表示，“特斯拉正在召回部分 2020 年至 2021 年出厂的
部分 Model 3 电动汽车。相关车辆左侧或右侧窗帘气囊固定不当，可能导致气囊扭曲。因此，这些车辆不符合美国联邦机动车安全标准编号
214( 侧面碰撞保护 ) 和 226( 减少弹射 ) 的要求。”
据相关消息称，特斯拉已向宁德时代预定 45GWh 磷酸铁锂电池，主要用于 Model 3 和 Model Y 车型。对此，特斯拉和宁德时代均向记者
表示不予置评。
截至 10 月 30 日收盘，特斯拉股价上涨 3.43%，报 1114 美元，总市值破 1.1 万亿美元。
总市值破万亿美元
特斯拉在当地时间 10 月 25 日股价大涨 12.66%，总市值破万亿美元，达 1.03 万亿美元，成为苹果、亚马逊、谷歌和微软之后万亿美元俱
乐部新成员。
当地时间 10 月 24 日，汽车租赁厂商 Hertz 表示，可能会将特斯拉电动汽车订单从之前的 10 万辆增加到 20 万辆。
随着特斯拉股价继续上涨，马斯克目前身价已达到 3018 亿美元，亚马逊 CEO 贝索斯身价缩水至不足 2000 亿美元。
投行 Piper Sandler 分析师 Alex Potter 将特斯拉的目标价格上调至华尔街最高水平。Piper Sandler 重申其增持评级，并将其股价目标
从 1200 美元上调至 1300 美元。
Piper Sandler 预计，特斯拉销量将在 2030 年达到 1150 万辆左右的峰值，这意味着该公司可能会在全球市场份额方面排名第一。
根据 Tipranks 数据，基于 23 位华尔街分析师在过去 3 个月内为特斯拉提供的 12 个月价格目标，平均目标价为 836.50 美元，最高预测
为 13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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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Nucor Fastener 并购线材加工厂

Nucor 宣布将通过并购印第安纳州的线圈加工厂来扩大旗下的紧固件部
门。该加工厂拥有自动化的洗净产线与镀膜产线、两座 STC® 火炉，以及伸线
产线。除了线圈加工能力之外，Nucor 也将通过在该家工厂设置螺栓制造机械，
以扩大紧固件生产能力。
此厂将雇用 33 人的团队，如此可望倍增工作机会。
Nucor 总经理 Joey Loosle 说：“我们很高兴能通过并购这些资产来扩
大紧固件部门。在线圈加工厂增加螺栓生产的能力，将有助于扩大产品阵容
并提供给汽车、重型卡车、工业 /MRO 与建筑紧固件市场。我们的紧固件部门
已是钢铁紧固件领域的领导者，此次并购会更加强化此市场地位。”
通过回收电弧式火炉中的钢材，Nucor 成为全球其中一家最干净的钢材厂，它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只有全球钢厂平均值的三分之一，也只有
一般鼓风炉钢厂的五分之一。Nucor 的紧固件产品成分当中有 97% 是可回收的，其永续性远高于海外经由鼓风炉的钢材制成的紧固件。
此加工厂能让 Nucor 为冷镦质量市场提供更好的服务，为顾客提供最高质量产品。◆

美国 Avantus 出售复合材料事业 将专注 C 零件领域

美国 Avantus Aerospace 在转型成为“C 零件纯制造商”
的脚步上持续不间断，最近更已完成出售旗下非核心复合材料
事业的作业。
两 家 美 国 结 构 复 合 材 料 公 司 Performance Plastics 和
Angeles Composite Technologies 出售给 JW Hill Capital，
SDM Composites 则 出 售 给 法 国 土 鲁 斯 的 Latécoère 集 团。
Avantus 集团在美国和欧洲都有设施据点，供应垫片、零件、
特殊紧固件、精密车修件和弹性垫片给航天和半导体产业。
Avantus 执行长 Brian Williams 表示：“由于我们把自
己定位成协助航天强化生产的角色，因此专注在发展我们的核
心事业和技术能力。我们相信我们旗下的复合材料事业在新持有者的运作下同样可以专注在其领域的成长和拓展。"
Avantus 在先前的 22 个月内共并购 3 家特殊紧固件产业 ( 包括疫情期间并购的两家 )- Fastener Technology Corporation、California
Screw Products 和 Fastener Innovation Technology。该公司将继续通过其内发展和进一步并购的方式拓展 C 零件的品项范围。由于对在营
运上卓越表现和客户服务的格外重视，受其并购的公司目前在质量、交期、准时出货和客户响应上都已达到业界领先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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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Mas 并购 TFI Aerospace

近日，TriMas Corporation 和 TriMas Aerospace 已经完成并
购加拿大安大略橘郡的 TFI Aerospace 公司。TFI 是专营航天和其
他工业终端市场应用特殊紧固件的领导制造供货商。TFI 此前是一
家私营家族企业，去年营收约 600 万美元。
这项并购将进一步拓展 TriMas Aerospace 的紧固件产品项目。
TriMas 也希望 TFI 的客户可以因为 TriMas Aerospace 所提供的附
加创新力和制造深度而受益，同时 TriMas Aerospace 的客户也能
享受到更多的产品项目。
TFI Aerospace 将 在 目 前 加 拿 大 的 分 公 司 持 续 由 副 总 经 理
Thomas Squires 领 导 并 以 独 立 制 造 厂 的 身 份 继 续 营 运。TriMas
Aerospace 总经理 John Schaefer 和其他关键的 TriMas Aerospace
资深领导者将继续与 TFI 团队配合在接下来几个月把 TFI 整合进
TriMas Aerospace。
虽然相较于 TriMas 其他据点和事业体的规模较小，TFI 在接下来几年有一些让人相当兴奋的成长机会，TriMas 也期待给予更多支持。◆

美国 MW Industries 并购 Ideal Fasteners

美国精密零件供货商 MW Industries 宣布并
购螺纹紧固件制造商 Ideal Fasteners，旨在拓展
其螺纹紧固件业务。
Ideal Fasteners 的 并 购 案 于 2021 年 12 月
10 日完成，将让全球经销精密零件 MW Industries
在美国的制造厂进一步拓展。整合后的公司将提供
更多标准 / 客制化的螺纹产品和高精密工程金属和
塑料零件供选择。
MW Industries 执行长 Simon Newman 表示：
“Ideal Fasteners 加入 MW Industries 这个大家
庭是相当完美的组合。同时在客户想要比先前更
快取得零件的时候，企业必须要可以快速地从单
一平台取得各种零件。Ideal Fasteners 让我们可以提供更多更广的产品，如此一来才能满足客户所需的产品多样性。我们非常开心可以整合
Ideal Fasteners 的产品线到我们的供应品项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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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seas News
美国工商五金 2022 年第一财季同比增加 263.36%

近 日， 美 国 工 商 五 金 公 布 财 报， 公 告 显 示 公 司 2022 财 年 第
一财季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净利润为 2.33 亿美元，同比增长
263.36%；营业收入为 19.82 亿美元，同比上涨 4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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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非（代表南部非洲关税同盟 -SACU）对进口铁或钢制六角头螺栓产品保障措施案作出终裁决定征税

11 月 9 日，WTO 发布通报，南非国际贸易管理委员会
（代表南部非洲关税同盟 -SACU，成员国包括纳米比亚、
南非、莱索托、斯威士兰和博茨瓦纳）对进口铁或钢制六
角头螺栓产品（bolts with hexagon heads of iron or
steel）保障措施案作出终裁，决定征税，涉案产品税号
为 73181543，征收期限为 3 年。
具 体 税 率 为：2021 年 12 月 10 日 至 2022 年 12 月
9 日 31.8%，2022 年 12 月 10 日 至 2023 年 12 月 9 日
30.8%，2023 年 12 月 10 日至 2024 年 12 月 9 日 29.8%。
详情请联系中国机电商品进出口商会，电话：01058280856，传真：010-58280850。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南非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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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3 日，WTO 保障措施委员会发布南非代表团于 7 月 30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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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自 2021 年 8 月 2 日至 2024 年 8 月 1 日期间继续征
收为期三年的保障措施税，详细税率如下：2021 年 8 月 2 日至 2022 年 8 月 1 日为 35.6%；2022 年 8 月 2 日至 2023 年 8 月 1 日为 30.6%；2023
年 8 月 2 日至 2024 年 8 月 1 日为 25.61%。涉案产品的南非税号为 7318.15.39。本案损害调查期为 2020 年 1 月 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以
及损害威胁调查期为 2021 年 1 月 1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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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新产品、新技术亮相，行业品牌企业汇集

为期三天的展会，众多品牌企业集中亮相，精品荟萃，品类齐全，新品云集。
本届展会迎来了来自全国各地众多专业买家和观众，以及部分外商。采购商主要来自高铁等轨
道交通、汽车、摩托车、机械、建筑、钢结构、五金、电子电器、航空航天、风电、船舶等行业的
终端用户。

02 面对面交流洽谈，观众、展商收获满满
受疫情影响，很多展会都转为线上展。然而，面对面的交流展才是最有成效的。展会现场，咨询洽谈声不绝于耳。新资讯、新信息、新商机……
观众、展商收获满满。
90% 的观众表示，展会上遇到了很多优质供货商，收集了众多厂家信息。
85% 的参展商表示，展会上遇到了不少新客户，明年会继续参加苏州紧固件与技术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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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怎么说？
“金蜘蛛举办紧固件展的历史比较悠久，
引进的都是和我们行业比较相关的单位，参
观商都很专业，所以我们每届苏州紧固件展
都会参加，愿你们的展会越办越好。”
宁波恒辉螺纹工具有限公司
销售副部长 石飞君

“非常感谢金蜘蛛传媒提供这个
平台让我们去展示自己的品牌，我们
很相信金蜘蛛传媒，金蜘蛛紧固件网

“苏州紧固件展我们已经参加过很多届

服务紧固件行业已经有 20 多年的历史

了，我们是金蜘蛛传媒的忠实客户和忠实参展

了，它的平台涉及到网络、杂志和展

商。在苏州紧固件展现场，我们能见识到很多

会等，我们公司对金蜘蛛传媒很信任，

同行业的先进技术，以及同行的发展，下一届

每年金蜘蛛在苏州举办的展会我们都

苏州展我们还会参加。”

会倾注全身精力去投入，这次主要是
因为疫情没带设备过来，明年的苏州

奥展实业有限公司
销售副总监 章洪波

展我们会带着设备和产品过来参展。”
浙江友信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 陈建斌

“这次苏州紧固件展来参观我们
设备的业界朋友，看了设备后均表示
我们设备整体不错，觉得我们设备比
“我们公司主要是做牙板，俗称
搓丝板。我们主打产品包括自攻钉、
三角牙、以及各种非标。今年出来参
展确实有很大的好处，首先在紧固件
行业，金蜘蛛传媒是首屈一指的网络
推广平台，在这个紧固件行业里面，
金蜘蛛是中国历史悠久的紧固件网络

较先进，稳定性比较好，而且还高速
环保，都很满意。参加展会，我们可
以与业界朋友、媒体进行交流，还是
比较好的。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现场
遇到很多客户，他们仔细看了设备后

蜘蛛这方面非常符合我们的要求。”

钢高强度紧固件。金蜘蛛传媒举办的
苏州紧固件与技术展，今年已经 21 届
了，算是老牌的展会了，也得到了行
业内以及各界的认可。这是一个推广
我们企业形象，以及展示我们产品非
常好的平台，所以我们基本上每年都
来参展。”

还购买了我们的设备。这次展会我们
现场成交了几十台设备！”

推广平台。所以我们如果要推广的话，
肯定是选择一个比较优秀的平台，金

“我们公司主营铜制紧固件和碳

浙江三林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倪蒋锋

永晋智能设备（宁波）有限公司
销售副总 肖苏峰

苏州全项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总经理 周旷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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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怎么说？
“金蜘蛛传媒创办的紧固件展会到今年
已经是第二十一届了，在紧固件行业有着相
当一定的知名度，我们所有的客户群体在这
里找供应商、找客户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平
台。”
苏州跃飞包装设备有限公司
总经理 艾印
“我们参加过上一届金蜘蛛传媒
主办的苏州紧固件展，收获很大，得
到了紧固件行业乃至加工行业的认可，

“我们公司主要是做视觉的检测。金蜘蛛

我们认为金蜘蛛的苏州展办得非常好，

举办的苏州紧固件与技术展在行业的功能性是

也非常感谢金蜘蛛传媒给我们提供这

存在的，我们每年都会参展。每次来参展，都

个机会，我们要把我们这桶油越做越

会认识很多新的客户，通过展会，我们也现场

好，为了中国紧固世界，提供优质的

与有意向的客户成功签约。未来几年，我们会

油品！”

继续参加苏州紧固件与技术展。苏州紧固件与
技术展，加油！加油！非常的棒，也非常的满
东莞市谢岗金东欧油品厂

意！”

总经理 曲卫国
东莞市罗思视觉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李皓

03 高端论坛，指引行业趋势，助力企业转型发展
为促进紧固件与终端应用的交流，帮助企业把握紧固件新技术发展和应用趋势，金蜘蛛传媒联手紧固件行业大咖，同期倾力打造“2021
紧固件高端论坛”，直击紧固件新技术、新趋势、新应用，为紧固件业内同仁们打造一场技术培训与信息交流的饕餮盛宴。

演讲嘉宾：陈玉荣
德派装配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演讲嘉宾：张先鸣
金蜘蛛紧固件网顾问专家

演讲嘉宾：张中军
金蜘蛛紧固件网顾问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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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协会、企业等组团参展、参观

本届苏州展推出了组团展区，吸引了
嘉善县紧固件行业协会、邯郸市永年区进出
口商会和兴化市戴南紧固件行业协会组团参
展，组织了众多优秀的紧固件企业参展，以
统一的展台形象集体亮相，向海内外观众展
示当地品牌的独特魅力，打造特色区域品牌。
此外，本届苏州展也迎来了行业内众多
协会组团参观，展会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05 最赞品牌展商评选活动
本届展会吸引了数百家业内知名厂商，
为了让众多企业获得更多品牌曝光机会，
第 21 届苏州紧固件与技术展开展了备受瞩
目的“最赞品牌展商评选活动”。
经过激烈的网络投票后，在此正式公
布荣获本次活动点赞数最多的 30 家品牌参
展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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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赞紧固件品牌展商
宁波领奇五金实业有限公司
永利鑫汇（天津）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瑞安市中海标准件厂
温州大央紧固件有限公司
嘉兴圣龙五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奥展实业有限公司
眉山中车紧固件科技有限公司
平湖市康成达标准件有限公司
宁波爱扣紧固件厂
海盐亚圣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山东普菲克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广东史特牢紧扣系统有限公司
嘉善晓春金属制品厂
泰州君德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嘉善伟悦紧固件有限公司
浙江三林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温州力拓五金有限公司
湖南莲港紧固件有限公司
安阳龙腾热处理材料有限公司

最赞配套品牌展商
东莞市谢岗金东欧油品厂
上海蓦宇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杭州紧商智能供应链有限公司
上海锌易化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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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赞设备品牌展商

常州丰达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罗思视觉科技有限公司 | 浙江省嘉兴罗思科技有限公司
思进智能成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键财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友信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最赞模具品牌展商
苏州全项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宁波恒辉螺纹工具有限公司

06 图片现场直播，锁定精彩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苏州紧固件与技术展，我们开启了展会
图片现场直播，锁定展会的每一个精彩亮点！

扫一扫二维码进入

图片回放

更多精彩，尽在直播相册！

下一站，第 22 届苏州紧固件与技术展，再续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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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固件行业协会动态回顾
（2021 年 10 月 -2021 年 12 月）

2021 年国际紧固件标准化线上会议顺利召开
2021 年 国 际 紧 固 件 标 准 化 线 上 会 议 于
2021 年 10 月 18-22 日，在四川眉山中车公司
召开。我国由中科院标准化院总工程师丁宝平
为团长，杭州大通三代科技公司、眉山中车紧
固件科技有限公司、宁波计氏表面处理有限公
司、舟山正山紧固件有限公司、舟山 7412、宁
波宁力和湖南申亿公司共计 8 名代表组成，国
际上参会的有近 18 个国家近 55 名专家代表参
会。
会议主要议程有：
1、 会 议 第 一 天，ISO/TC 2/SC 13 Fasteners with non-metric thread 非螺纹紧固
件工作组详细讨论了 ISO 2702/2021 标准的修
定意见。
2、讨论了部份修订 ISO 898-1-2013《外螺纹紧固件机械性能》标准，通过了 898-2-2021《内螺纹紧固件机械性能》标准，详细讨论 ISO
4014 等所有的螺栓和 ISO 4032 等所有的螺母产品标准文本格式模板。
会议一致认为现有的大规格螺母厚度不足，不能满足螺母承载的保证载荷和螺栓的匹配强度要求，决定参照 ISO/TR 16224 标准的理论计算，
要增加螺母厚度防止发生脱扣失效形式。
在 ISO/CD 4032-2021 螺母标准中限制在 M5-M39 规格之内，对 d ≥ M42 螺母仅作为附件文件，为以后修定大规格螺母标准尺寸引用时关
注的要点。
3、会议还详细地讨论并新制定，规格在 M42 ≤ d ≤ M100 螺栓和螺母机械性能标准的技术项目和试验方法要求；
4、对现有紧固件电镀、达克罗、热浸镀锌等表面处理标准重新进行了审理工作进度，并通过了 ISO/FDIS 4042-2021《紧固件电镀》标准。
5、会议上还听取了 WG17 紧固件不锈钢工作组对 ISO 3506 系列的不锈钢固件标准工作的工作进度审查意见。
6、会议上听取了 ISO/TC1”, “Screw threads”中国联络员陈艳玲秘书长关于螺纹标准和德国 Brahimi, Salim 先生对 ISO/TC 20/SC 4
“Aerospace fastener systems”航空紧固件等项目的工作汇报。
我国是世界范围内举足轻重的紧固件生产大国。我国是 ISO/TC2 紧固件标准化成员的“P”代表国，在制修订国际紧固件标准工作中有一
定的席位和发言权，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对推动我国紧固件标准化事业是一项十分重要而有益的工作。
近二十年以来，我国已多次参与 ISO 紧固件标准化的国际会议，从中积极讨论与审议，并充分发表意见，现国际上发表新的 ISO 紧固件
标准都有中国一票，我们的观点和建议已得到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TC2 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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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机械通用零部件工业协会领导莅临广东省紧固件行业协会调研考察

2021 年 11 月 15 日， 中 国 机 械 通 用 零

来有求必应，为广东省紧固件企业创造良好

件领域的研发与生产，自成立以来 17 年为

部件工业协会领导常务副理事长姚海光先

环境，带动企业以“专、精、特、新”为指

230 家企业提供 15800 余款产品服务。产品

生、秘书长李维荣先生莅临广东省紧固件行

引方向，继续前行。

广泛应用于箱包、玩具、电子、医疗、汽车、

业协会进行实地调研考察。
会议伊始，由广东省紧固件行业协会秘
书长张美娇女士作关于申请“高端装备配套

在听取了各地方协会领导的意见和建议
后，会议表决一致通过申请“高端装备配套
紧固件产业示范”称号的决议。

紧固件产业示范”称号工作报告。张女士为
大家阐述了广东省紧固件产业的基本特点、
产业现状和发展方向，并以此为切入点，汇
报目前协会申请该称号的工作进度，并分析
本项目对广东紧固件行业的巨大指导意义。

随后，广东省紧固件行业协会邀请中

广东欣科兴五金制品有限公司是一家集
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化，生产各种
高品质、特殊要求的紧固件、车床加工制品、

家具有代表性的紧固件企业，并对广东省紧

CNC 精密数控加工、各种精密弹簧、其他精

固件行业是否具备示范行业能力作出评估判

密五金制品的综合型五金制造企业。产品广

断。

泛用于无人机、汽车、医疗器材、台式电脑
第一站：佛山市巨隆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紧接着，各协会领导结合广东紧固件产

佛山市巨隆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是一家集

业“专、精、特、新”的特色，对广东省紧

生产不锈钢线材、不锈钢紧固件、螺丝机械

固件协会申请“高端装备配套紧固件产业示

设备于一体的工厂，拥有多年的专业生产经

范”称号这一议题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为

验，是广东省紧固件行业协会会长单位。该

推进广东紧固件行业创新发展出谋划策。

公司产品畅销海内外，已广泛应用于多个行

与会领导一致认为，申报高端装备紧固

第三站：广东欣科兴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国机械通用零部件工业协会领导实地考察 3

同时，她也欢迎协会领导和专家代表对协会
的此项工作提出宝贵意见。

卫浴、家具、机械行业。

和笔记本、各种电子电器、机械等。
在本次考察调研会上，中国机械通用零
部件工业协会领导对广东省紧固件企业的产
业规模、品牌建设、创新成果，以及广东省
紧固件行业协会的工作予以肯定和鼓励。
让我们衷心祝愿广东省紧固件行业协会

业，包括建筑、厨卫、电器等，多个产品获

在转型升级的道路上继续发挥“专、精、特、

得国家专利。

新”的地区优势，保持稳健发展，在企业数

件产业示范基地称号将有利于从工业科技发
展层面帮助省内企业，广东省紧固件行业协

第二站：广东锦泰五金科技有限公司

会将起草示范行业规范准则，让企业建设有

广东锦泰五金科技有限公司，前身东莞

依可循，制定行业发展报告书，让企业发展

市锦铭五金有限公司，专注于紧固件及五金

字化、智能化、融合化和超常化改造提升方
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有路可走，建设行业联合动态网，让企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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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化市戴南紧固件行业协会一届八次理事会议召开
2021 年 11 月 13 日，兴化市戴南紧固件行业协会一届八次理事会
议在兴化市戴南镇召开。会长邱永寿、常务副会长赵璟、朱根玉、周海
华、秘书长朱长才、副会长陈美华、沈荣华、谷小立、潘福涛等出席会议。
会议由秘书长朱长才主持，本次会议的主要议题：1) 2021 年工作
总结及下一年的工作打算；2) 公布 2020 协会财务明细；3) 监事成员作
2021 年协会监事工作报告；4）讨论 2021 年第一届五次会员大会暨年
会活动计划方案；5）其他各项会议工作。会议中参会人员积极发言，
献计献策，为今后协会工作更好地开展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会上，会长邱永寿首先就 2021 年协会工作作总结报告，总结 2020
年协会成就与不足，肯定会长轮班制的实施，并表示在下一年的工作中
协会应该开阔工作路径、帮助企业增强环保意识、举行有目的的走访互动，
增加行业专业培训、专业知识讲座活动，拥抱科技，提高会员参与活动的参与度，打造一个既有实力又朝气蓬勃的协会。
随后，赵璟常务副会长公布 2021 年协会财务明细、唐明监事作 2021 年协会监事工作报告。
随后大家就 2021 年一届五次会员大会暨年会活动展开讨论，暂定一届五次会员大会主题为“科技创新引领未来，致力紧固铸就品牌”，
于 12 月 19 日在东园举行。
为继续传递爱心，竭尽绵薄之力，践行“为社会服务”的宗旨，在会员大会当日协会将举行募捐慰问活动，帮助社会弱势群体。
又是一个不平常的一年即将过去，一转眼戴南紧固件协会已成立 4 周年了，在这四年里我们风雨同舟、并肩同行，一同铸就了协会辉煌，
相信协会的明天会更加美好！我们将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坚持四个服务理念：为企业服务、为行业服务、为政府服务、为社会服务，努
力促进戴南紧固件行业的发展和壮大作出新的贡献！ ◆

祝贺行校合作第五场活动：阳江市机械装备行业协会专场招聘会圆满成功
为解决会员企业用工缺口，技术型人才空缺问题，行校联动，搭
建精准高效招聘平台。2021 年 11 月 18 日上午，由阳江市机械装备行
业协会与阳江市职业技术学院携手共同举办的专场招聘会在珠海阳江万
象工业园粤德培训中心取得圆满成功。
本次招聘会针对 19 级机电系三个专业（模具设计与制造、数控技术、
机械设计与制造）的应届毕业生。该协会组织会员单位阳江市泰源锋五
金制品有限公司、广东锦泰五金科技有限公司、东莞市紫科环保设备有
限公司等共 12 家企业参与。
共发布关于机械制造、机电工程、数控、外贸、软件技术等岗位
40 余个，吸引了 100 多名学生前来应聘，为自己寻找心仪的工作。
招聘会设置了互动及双选环节，各招聘企业通过宣传海报，口头讲
解及发放宣传资料等多种形式，为前来应聘的学生答疑解惑，详细介绍单位的基本情况和用人需求，现场气氛非常热烈。
本次参会企业对学生的综合素质表示满意，现场招聘人员表示，来咨询的学生表现良好，能看出来学生们的诚恳务实。企业愿意吸收更
多的年轻力量，使企业更具活力。也感谢协会为企业搭建平台，解决用工难问题。
最后，协会会长邱勇表示，秉承协会宗旨，为会员企业搭建平台，畅通行校合作通道，未来协会将继续精准捕捉企业需求，真抓实干，
全力提升企业服务质量和效率，用心、用情、用力为企业排忧解难，为会员企业发展助力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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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东莞紧固件行业协会年会盛典暨第一届第三次会员大会隆重举行

2021 年 11 月 25 日，东莞紧固件行业协会第一届第三次会员大
会在东莞塘厦三正半山酒店隆重召开。
始兴县县委常委副县长曾东营，始兴县人民政府工业招商办主
任马海麟，始兴县园区企业服务中心主任张学辉，始兴县统战部副
部长、驻外招商队副队长邓伟华，东莞市紧固件行业协会会长刘远平、

东莞市紧固件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监事长卓合东先生作 20202021 年财务报告。卓副会长表示：
“我们本着务实办事的原则，少花钱，
多办事，立志为会员企业、企业家们服务协会财务，严格经费审批
制度，做到公正公开。”
紧接着，广东省紧固件行业协会会长陈巨添先生和始兴县县委

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郭成辉、常务副会长兼监事长卓合东、常务副

常委副县长曾东营先生分别上台致辞，他们对东莞市紧固件行业协

会长兼理事长徐福生，广东省紧固件行业协会会长陈巨添，深圳市

会年会的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并对东莞紧固件行业的未来发展寄予

紧固件行业协会会长翁克俭、书记王振生，香港螺丝业协会主席张

厚望。

建茗、常务副主席徐炳辉，阳江市紧固件行业协会会长陈升山，阳
江市机械装备行业协会执行会长盛小玲，珠三角紧固件技术工人协
会会长彭海洋等领导嘉宾、企业代表及媒体嘉宾共 250 人欢聚一堂，

同时，年会现场对 2021 年新增副会长单位、监事和理事单位、
会员单位进行了授牌仪式。为感谢和表彰大家过去一年对协会的贡
献，还颁发了“爱心贡献奖”及“养老院爱心奉献奖”。

共话紧固件行业现状，共谋未来发展之路。金蜘蛛紧固件网作为特
邀媒体嘉宾应邀出席了本次大会并进行报道。

随后，众协会领导上台向台下观众举杯敬酒，大家举杯同祝，
共同祝福东莞市紧固件行业协会开启更加美好的未来，祝愿整个紧

首先由东莞市紧固件行业协会会长刘远平先生上台致辞，刘会
长对各位领导和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刘会长

固件行业日益蓬勃兴旺。由此，东莞市紧固件行业协会年会进入晚
宴环节！

表示：“过去的一年，协会在各级主管部门的正确领导下，在全体
会员的积极支持下，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各位

本次年会亮点频出，节目精彩不断，高潮迭起，既有鼓舞表演、

企业家也充分发挥紧固件行业自身优势，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克服

魔术表演、舞蹈表演等精彩表演，又有抽奖节目助兴，嘉宾们觥筹

疫情冲击，实现逆势增长，紧固件行业展现出了生气勃勃的兴旺景象。

交错，其乐融融。在一片欢声笑语中，2021 东莞紧固件行业协会年

这些成绩的取得，有你们的辛勤付出，更有你们的无私奉献，我们

会盛典暨第一届第三次会员大会圆满落幕！

一定更加努力，做好服务工作，传承协会精神，团结全体会员带领

关于东莞市紧固件行业协会

协会取得更好的成绩，把协会真正办成有利于和谐社会进步，有利
于会员企业事业发展，深受企业热爱和信赖的家园。让我们大家携
起手来，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展现出新气象新作为，继续谱写协会发
展的新篇章！”

东莞市紧固件行业协会于 2019 年经东莞市民政局批准正式成立。
目前协会拥有众多优秀紧固件企业会员，包括机械设备、原材料供应、
表面处理、化工原料、热处理、紧固件生产等专业企业。协会创建沟
通交流平台旨在为紧固件行业和会员提供服务，组织市场开拓，发布

随后，东莞市紧固件行业协会秘书长郭成辉先生作 2021 年工作

市场信息，开展行业调查、评估论证、培训、交流、咨询等服务。◆

报告和 2022 年工作计划。郭秘书长回顾总结协会一年来的工作情况，
并对 2022 年协会的工作进行了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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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螺丝业协会 2021-2023 年度会员大会暨第十届理事会选举圆满举行

2021 年 12 月 3 日，香港螺丝业协会 2021-2023 年度会员大会暨
第十届理事会选举在香港九龙生产力促进局、东莞市常平欧亚国际
酒店及线上会议顺利召开。金蜘蛛紧固件网作为媒体嘉宾参会并进
行报道。
会议伊始，香港螺丝业协会主席张建茗先生上台致辞并作工作
报告。张主席首先衷心感谢全体会员在过去两年内对理事会的支持，
使得本会会务日益壮大，推动业界发展。回顾过去两年，香港螺丝
业协会第九届理事会为促进行业互相交流，团结同业，举办及参加
了众多活动。
张主席希望透过协会举办及参与不同活动，为会员拓宽视野，
加强行业内信息流通，缔造商机，同时增进会员间的友谊，加强本
会凝聚力。张主席表示，第九届理事会受到疫情影响，为保障各地
来宾的健康及安全，本会的活动亦无法举办甚至已无奈取消及延期。
包括本会第九届理事会就职典礼取消举办、四地域螺丝交流大会经
过团长视像会议讨论得出结论是四地域团长会议每年网上举办一次，
等待疫情好转后可正常见面及全世界通过后继续保留由香港实地主
办。届时欢迎会员及业界好友踊跃参与欢聚一堂。

第十届香港螺丝业协会主席 徐炳辉（图中）

新一届香港螺丝业协会主席徐炳辉先生上台发表致辞，徐主席
表示：“由衷感谢大家出席会员大会暨第十届理事会选举，本人非常
荣幸能够当选香港螺丝业协会第十届理事会主席，首先感谢历届几
位主席，包括徐炳光、陈兆威、林志明、胡惠仪及张建茗的辛勤付出，
感谢理事会及会员齐心协力，大力支持，感谢秘书处这几年不辞劳

同时，张主席还指出，因为疫情的影响，为配合身在国内的会

苦的工作。未来，我们继续将会务发扬光大，扩大香港螺丝业在国

员，今年的会员大会及第十届理事会选举改以视频及现场形式进行，

内外的知名度。同时疫情过后，协会将继续举办更多的活动，包括

他盼望在座各位会员及在线会员继续支持新一届的理事会，积极参

先进技术讲座和课程，以及行业互访，为会员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

与本会各项活动，使香港螺丝业协会会务繁荣，为业界贡献力量。

新一届理事会正式成立，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本会的工作。谢谢大家！”

更希望业界同心协力，推动业界发展，共创美好的前景！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香港螺丝业协会自成

随后，本着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大会投票选举并产生了

立以来，协会团结社会各界人士，积极进取，锐意创新，为紧固件事

2021-2023 年度第十届理事会。接着，由新一任理事会互选主席、常

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今，协会在新一届理事会的带领下，我们

务副主席、副主席及司库。俊成行（香港）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徐

祝愿协会会务日益繁荣昌盛，继续为紧固件行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炳辉先生成功当选香港螺丝业协会第十届理事会主席。

推动业界发展，共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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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追踪

Events

全国紧固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第六届五次年会暨国家标准审查会顺利召开
全国紧固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六届五次年会暨标准审查会于 2021 年 12 月 16 日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过程中共有 150 个终端接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全国紧固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或委员代表 97 人、工作组成员及其他代表 53 人。
全国紧固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顾问李维荣秘书长、主任委员丁宝平、秘书长陈艳玲在北京会场出席了会议。
会议由主任委员丁宝平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紧固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2020-2021 年度工作总结，并通报了我国出席 ISO/TC 2 国际会议
情况、紧固件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制修订工作情况、2021 年已申报国家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2022 年拟申报制修订项目建议。
本次会议审查了《降低承载能力内六角沉头螺钉》等 8 项国家标准 ( 送审稿 ) 和《圆头环槽铆钉连接副》等 8 项机械行业标准 ( 送审稿 )，
与会代表对标准送审稿及意见汇总处理表进行了认真讨论和审查，审查中无重大分歧意见，获得会议一致通过。同时，会议一致通过了 2022
年拟申报制修订项目建议。◆

兴化市戴南紧固件行业协会第一届五次会员大会圆满举行

为展现协会蓬勃发展的良好风貌，增进友谊，增强凝聚力，兴化市戴南紧固件行业协会第一届五次会员大会于 2021 年 12 月 19 日在戴南
兴达（东园）大酒店圆满举行，本次大会的主题为“科技创新引领未来，致力紧固铸就品牌”。兴化市戴南紧固件行业协会领导，会员企业代
表，戴南及周边地区相关企业代表，媒体嘉宾合共 160 余人出席了本次活动。金蜘蛛紧固件网作为特邀媒体嘉宾对大会进行报道。
首先，由戴南紧固件行业协会会长邱永寿先生作 2021 年协会工作总结报告。邱会长分别就 2021 年工作回顾及 2022 年工作计划进行汇报。
邱会长介绍道，协会目前共有会员单位 146 家，入会企业呈现逐年上升态势。2021 年年初，协会首次实行协会日常活动会长轮值制度，
保障了各会长单位对协会活动安排的积极性与责任感。与此同时，协会还积极开展不同区域行业协会之间的交流，安排企业会员参观本地优秀
工厂企业，以及组织会员积极组织参与上海、苏州等地的展会活动。最后，邱会长指出，2022 年是协会届满之年，也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
协会必须始终保持“为社会服务，为会员服务，为企业服务，为政府服务”的理念，坚持安全第一，环保优先为主线，突出“科技创新引领未
来，致力紧固铸就品牌”为主题，切实推动协会健康有序的发展。
随后，戴南紧固件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赵璟先生作 2021 年协会财务报告，以及监事长李明先生作 2021 年监事工作报告。
接着，大会来到第四项议程——专题演讲环节。常熟标准件厂副总经理邵波先生首先带来了题为《常标论紧固件发展》的主题演讲。紧跟着，
兴化农商行客户经理谢志煜先生为大家演讲了《兴化农商行信贷政策及产品介绍》，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总工程师孔春红发表《推进质量提
升，争创质量品牌》的主题演讲。
其后，独家冠名赞助商昆山东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危勇军先生上台发表即兴推荐演讲。
会员大会结束后，戴南紧固件行业协会随即进入了协会年会暨慈善晚宴。晚宴的节目形式丰富多样，如琵琶独奏、歌舞、复古旗袍秀、
书画义卖、抽奖、捐赠环节……席间，觥筹交错、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最后，晚宴在一曲《难忘今宵》的歌声中圆满结束！让我们共同期盼，兴化市戴南紧固件行业协会的明天更加灿烂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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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螺母设计指南补缺初探
六角螺母外形尺寸设计

为螺母设计指南补缺初探
孟武功 蒋杨英
——六角螺母外形尺寸设计


舟山市

工厂研究院 浙江 舟山



金蜘蛛紧固件网顾问专家 孟武功 , 舟山市 7412 工厂研究院 陈梦娇

摘

要 本文提出了螺母外形设计的方向及一些方法 给出了在保证螺母基本强度下的最小有效旋合长度

的简化算法 根据螺母受力特点建立了螺母对边设计的力学模型 对力学模型提供了图解法 解析法及数
值解法
通过几个实例充分验证了模型的解与  分析的对应关系
本文提出了螺母外形设计的方向及一些方法，给出了在保证螺母基本强度下的最小有效旋合长度的简化算法；根据螺母受力特点
摘要：
建立了螺母对边设计的力学模型；对力学模型提供了图解法、解析法及数值解法。通过几个实例充分验证了模型的解与
CAE 分析的对应关系。
关键词 螺母强度 非标螺母设计 内螺纹强度

中图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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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Study 
on 
Filling 
the Gap

 for
 Nut
 Design
 Guide


Dimension
 

 Nut
——
Outline
Design of
Hexagon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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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螺纹牙以外部分的应力 应用现有资料中介绍的方法

 引言

得出的计算结果与实际情况存在较大差异

 是

除非标六角螺母法兰螺

螺母设计的现行指导资料 但是资料中也仅规定了对边

母螺纹的强度问题以外还有

宽度系数 12 的情况 对于对边小于标准宽度的螺

薄壁内螺纹件见图  它的承

母或螺母与螺栓强度差距较大的情况下 未给出明确的

载能力箱体件上内螺纹的壁

设计指导螺纹联接的理论与计算中仅用标准对边宽

厚冲压件上的内螺纹承载能

度计算螺纹紧固件联接工程

仅提 出 对 螺 母 体 作 为

力以及预埋螺纹件的安全性

厚壁筒来计算其内表面切应力 对于受力较为复杂的

预测常常是设计人员重点关

螺母体用简单的方法仅对某些特殊情况下的计算有用

注的非标设计问题

       和 



对于更为普遍意义上的内螺纹件设计显然是不完整的
利用  方 法 对 螺 母 的 载 荷 与对 边 的 关 系 进 行 分
析可看到轴向载荷 3 对边宽度 1 在有些情况下也会出
现高度方向的塌陷压溃 现实是无法预测六角面上或

图  螺纹牙展开模型

 旋合长度设计
 设计方法
紧固件连接设计手册见图  给出了内螺纹剪切
强度计算公式

修稿日期
作者简介孟武功 男高级工程师 从事螺纹紧固件
设计产品成形工艺模具的设计与研究近  年近年来在紧

内螺纹剪切强度4

多年现任舟山市  工厂研究院院长助理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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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式 可得

固件的参数化设计及  分析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蒋
杨英女工程师主要从事汽车紧固件技术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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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螺纹紧固件联接工程:; ; 内 螺 纹 抗 拉



的是 螺纹连接的理论与计算 采用减去 此
处选用与螺母设计指南一致

向分力类

技术

则双面倒角螺母公称高度

Know-how
 

  
式中端面倒角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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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力都放在螺纹牙形上的受力与分析
而螺母的支承
 螺母对边尺寸设计

紧固件技术专栏
内 螺 纹 公 称 直 径  螺 纹 牙 根 宽 度  普 通 螺 纹  

面六角对边的应力很少关注 在性能测试中也仅有一个
图  是螺纹上的受力分解 一般情况下人们大多将
扩孔试验与对边有间接关系 其他的标准或设计资料基
注意力都放在螺纹牙形上的受力与分析 而螺母的支承
本 未 涉 及  但 在 紧 固连 接 中 经 常 会 出 现 支 承 面刮 伤 变

面六角对边的应力很少关注
在性能测试中也仅有一个
形开裂等问题也有像图  中机体上的内螺纹经常会出
扩孔试验与对边有间接关系 其他的标准或设计资料基
现开裂或滑牙但是如何计算 设计准则是什么
本 未 涉 及  但 在 紧 固连 接 中 经 常 会 出 现 支 承 面刮 伤 变
本文尝试寻找一种比较方便的设计方法
形开裂等问题也有像图  中机体上的内螺纹经常会出

不同材料对应的取值如下
内 螺 纹 公 称 直 径  螺 纹 牙 根 宽 度  普 通 螺 纹  
内外螺纹均为钢
 考虑 各 圈 螺 纹 牙 受 力 不 均 的 系 数 内 外 螺 纹
  时       时  
 


不同材料对应的取值如下

 
内螺纹为铝合金外螺纹为钢
内外螺纹均为钢

 
 时 
 时 
    


 
根据
 可查出表  中数据
内螺纹为铝合金外螺纹为钢
  表
1
剪切强度与抗拉强度的比例系数
时      时 

 
材料类型
退火钢


根据

 
 可查出表
  中数据


 

式中 

强 度  剪 切 强 度  抗 拉 强 度 比 极 限 拉 力 载 荷 

 考虑 各 圈 螺 纹 牙 受 力 不 均 的 系 数 内 外 螺 纹
强 度  剪 切 强 度  抗 拉 强 度 比 极 限 拉 力 载 荷 

我们

称 直 径 
给定性能

 螺

现开裂或滑牙但是如何计算 设计准则是什么


本文尝试寻找一种比较方便的设计方法

 
铝合金

表 1 剪切强度与抗拉强度的比例系数
根据
 不 同 性 能 等 级 的 螺 栓 与 螺 母 对 应 的


材料类型
退火钢
铝合金


   关系 结合表  中的数据可将  级螺栓连接副
 




对应的螺母最小有效高度   转化为一个参数方程

根据
 不 同 性 能 等 级 的 螺 栓 与 螺 母 对 应 的
   
   关系 结合表  中的数据可将
 级螺栓连接副
紧固件联接工程
 螺纹连接的理论与

对应的螺母最小有效高度   转化为一个参数方程

计算螺纹联接设计与计算
分别提出了不同的算
   
法但计算结果均在   与   范 围 中 其 中 螺 母 设计
紧固件联接工程
 螺纹连接的理论与
指 南 中 列 出 的 蒙 特 卡 罗    模 拟 法 计 算 最 为
计算螺纹联接设计与计算分别提出了不同的算
简单
法但计算结果均在   与   范 围 中 其 中 螺 母 设计
借助  分析不同的高度与应力的关系结果表明
指 南 中 列 出 的 蒙 特 卡 罗    模 拟 法 计 算 最 为
螺母高度对于螺纹部分应力的影响并不比对边大小对应
简单
力影响更敏感 图  中曲线为提取  分析中螺母外部
借助  分析不同的高度与应力的关系结果表明
各节点应 力 值 揭 示 了 螺
螺母高度对于螺纹部分应力的影响并不比对边大小对应
母对边宽 度 高 度 与 应 力
力影响更敏感 图  中曲线为提取  分析中螺母外部
之间的关系
各节点应 力 值 揭 示 了 螺

 螺母高度或内螺
母对边宽 度 高 度 与 应 力

纹深度计算

之间的关系
前面介绍了有效旋

 螺母高度或内螺

合 长 度   的 计 算 方 法 

纹深度计算

通常螺栓的旋入端和内
前面介绍了有效旋
螺纹入口 处均 有 倒 角 所
合 长 度   的 计 算 方 法 
以在设计 螺 母高 度 或 内
图  同规格同强度旋合长度由
通常螺栓的旋入端和内
螺纹深度 时 需考 虑 端 面
 时的外部应力状态
螺纹入口
处均 有 倒 角 所

倒角的高度 螺母设计指南 中对于倒角的排除采用
以在设计
螺 母高 度 或 内

图  
同规格同强度旋合长度由
的是
螺纹连接的理论与计算 采用减去 此
螺纹深度 时 需考 虑 端 面
 时的外部应力状态
处选用与螺母设计指南一致
 
倒角的高度 螺母设计指南 中对于倒角的排除采用
则双面倒角螺母公称高度
的是 螺纹连接的理论与计算 采用减去 此
 
  
处选用与螺母设计指南一致
式中端面倒角高度
则双面倒角螺母公称高度

  
 螺母对边尺寸设计

 

式中端面倒角高度
图  是螺纹上的受力分解 一般情况下人们大多将

 螺母对边尺寸设计

图

螺纹上的受力与分解

图  机体或箱体上的螺纹孔
结构

 螺母设计指南方法计算
图  机体或箱体上的螺纹孔
图 首先采用螺母设计指南里的螺母脱扣载荷可推导
 螺纹上的受力与分解
结构

出  与  的关系式

 螺母设计指南方法计算
  

 
首先采用螺母设计指南里的螺母脱扣载荷可推导

 
         
出  与  的关系式
由式 代入式 两式转换后有
 
  
              
 
         
令      
 
由式 代入式 两式转换后有
 
  
              
则 
 
令      
 
上式有根
  
 


则 
 
再将式 代入上式   
 
上式有根  
可以看出此关系式是一个间接结果由式 求得



的 螺母
对边尺
寸与我们工
程所
需要
的 结 果 相差 较 大或
再将式
 代入上式

 
者说螺母设计指南 中所给参数反过来计算就会过于
可以看出此关系式是一个间接结果由式 求得
保守 对设计者来说需要相对准确的结果
的 螺母 对 边 尺 寸 与 我 们 工 程所 需 要 的 结 果 相 差 较 大 或

 数学模型

者说螺母设计指南 中所给参数反过来计算就会过于
螺母体的受力比较复杂 我们试图通过应力计算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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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精度不够可将条件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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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精度不够可将条件改为 
 其他无需干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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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三种规格螺母在不同材料强度下的旋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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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将通过三个实例来验证表 中所设计尺寸
数据的准确性
数据的准确性
例  螺母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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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 色 区 逐 步 增 大  最 小 的  的 一 个 下 部 明 显 有 变

   

形 最外部由深红变浅 这证实了表  中  涂色

 卜炎  螺

¡

¡

¡

¡

¡

区的两个
规格其基本上是吻合的
图  相同高度同样的材料状态不同外径或对边尺寸
紧固件技术专栏

 总结

对三维应力分布的影响

红色区逐步缩小且向内径的左下角集中 上部的低应力
通过表
蓝 色 通过实例我们已验证了部分规格的准确性
区 逐 步 增 大  最 小 的  的 一 个 下 部 明 显
有变
格查询或是通过公式计算要设计螺母的外形尺寸
形
涂色
 最外部由深红变浅 这证实了表  中  或是

图  相同直径不同厚度的螺母在保证载荷下的外部应力曲线

例  下 面 以 高 度  外 径      

    性 能  进 行  分 析 计 算 分
析其应力分布 规格参见表  中  一栏中参数
图  中明显地看到在较小的对边尺寸下螺母体下部
图  相同直径不同厚度的螺母在保证载荷下的外部应力曲线
应力较高且区域较大随着对边的加大高应力深红色区

随之减小而且逐步向内部的左下角集中
例  下 面 以 高 度  外 径   上部的低应力
   
蓝色区也逐步扩大
由图中可明显地看到前两个图的下
    性 能  进 行  分 析 计 算 分
部有较大的变形且第一个

析其应力分布
规格参见表
 中加载时因变形过大失败
 一栏中参数
与表 图
中
  是符合的
 中明显地看到在较小的对边尺寸下螺母体下部
应力较高且区域较大随着对边的加大高应力深红色区
随之减小而且逐步向内部的左下角集中 上部的低应力
蓝色区也逐步扩大 由图中可明显地看到前两个图的下
部有较大的变形且第一个  加载时因变形过大失败
 
 
 

 
与表
中 
 是符合的
图  相同高度相同材料状态不同的外径或对边尺寸应力云图

图  可以看出在  时首先是在  高度以下应
力达到极限应力之后下降很快当  应力变化就会
变的 平 稳  当
   





已很
 就
大 于


平缓 在 加大
图  相同高度相同材料状态不同的外径或对边尺寸应力云图
步趋于平
图  可以看出在  时首先是在 后
 逐高度以下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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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铸件的内螺纹的外部尺寸
表  中尺寸是针对简化
区的两个
规格其基本上是吻合的
后的六角螺母而言如果是六角螺母或是法兰螺母或是

总结

铸件上的内螺纹口缘外有大平面或筋板相助

表中尺寸

会相对更安全一些
通过实例我们已验证了部分规格的准确性 通过表
如果说能准确地了解所要设计的内螺纹产品的材料
格查询或是通过公式计算要设计螺母的外形尺寸
或是
性能 通过计算或查表就可比较清晰地了解装配后的工
一些铸件的内螺纹的外部尺寸
表  中尺寸是针对简化
作状态下内螺纹的安全系数
后的六角螺母而言如果是六角螺母或是法兰螺母或是
铸件上的内螺纹口缘外有大平面或筋板相助 表中尺寸

 结束语

会相对更安全一些
由于篇幅的原因
本文仅以较小的视角提出了一些
如果说能准确地了解所要设计的内螺纹产品的材料

个人对螺母外形尺寸的设计方法
后续会根据需要在这
性能 通过计算或查表就可比较清晰地了解装配后的工
方面以更大视角展示一些设计方法和验证方法
作状态下内螺纹的安全系数
随着我国在汽车等各行业的大发展 在紧固方面会

结束语

有更多的需求希望各行业同仁们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
或更好的设计理念和方法
让我们的工业设计尽快地走
由于篇幅的原因 本文仅以较小的视角提出了一些
向世界前列
个人对螺母外形尺寸的设计方法
后续会根据需要在这
方面以更大视角展示一些设计方法和验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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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CrMo 不同牌号的性能
——剖析风机螺栓用材特点
金蜘蛛紧固件网顾问专家 阎振中

高强度紧固件的制造牵涉到许多环节，首要的环节是进行原材料的选择，要根据产品的性能等级，产品的规格大小及其产品的使用部位，
来进行合理的选择，选择符合技术性能要求的材料牌号，同时还要结合使用方提出的技术要求进行选择。

一、高强度材料的选择
材料是为了保障高强度紧固件技术性能要求的，在紧固件服役中能够达到技术性能要求，因此采用恰当的材料牌号是关键所在。材料的
选择在有关的国家标准中并没明确规定哪一种规格应选用什么材料，但是有一个要求是共同的，就是必须要达到高强度紧固件的技术性能要求，
在 GB/T 3098.1《紧固件的机械性能 螺栓 螺钉和螺柱》中，对 10.9 级的螺栓没有明确表示选用什么材料，只是简单写道：碳钢淬火并回火、
合金钢淬火并回火，具体需要哪些材料，哪些牌号没有明确表明；同样对 12.9 级的高强度螺栓也只写了：增加元素的碳钢（成份：硼、锰、铬、钼），
但是也没有标明具体的材料及牌号；在 GB/T 1231《钢结构用大六角螺栓》的技术标准中也只规定了小于等于 M30 外径的选用 35VB，小于等于
M24 直径的选用 20MiTiB。一般的高强度生产企业会普遍采用的合金钢：20MnTiB、ML20MnTiB 、35VB、35CrMo、42CrMo、B7 和 40CrNiMoA 等材料。
但是，风电选用 10.9 级高强度螺栓，除了必须达到下列技术要求：其硬度值 33-39HRC，抗拉强度 Rm ≥ 1040MPa，断后伸长率≥ 9%，断
后收缩率≥ 48% 外，还必须达到低温冲击功 AKv（-40℃）≥ 27J 的技术要求，这对材料的强韧性有比较高的要求，况且风电螺栓规格比较大，
要确保材料符合上述技术要求。
M30 及以上规格的风机螺栓采用的都是 42CrMo 类的合金结构钢。42CrMo 中有三种不同的材料牌号，这些不同牌号的材料的化学成分有细
微的差别，正是这些细微的差别，相应地其机械性能有较大的改变。

二、三种不同的 42CrMo 材料的不同点（以风机叶片紧固件为例）
叶片紧固件材料的选择有一定的要求，欧洲风机制造厂商经过几十年的实践与探索，在≥ M30、10.9 级的高强度叶片紧固件，欧洲风机
叶片材料的技术要求上写明：选择 42CrMo4（欧洲牌号）的材料，这个牌号的化学元素构成大致上与我国 42CrMo 材料相当。
虽然牌号基本上接近，但是材料具体成分上有的一些差异。这些成分差异，对各项机械性能会产生一点影响，主要体现在韧性类指标上。
风机的双头螺杆、六角螺栓基本上采用 42CrMo 类的材料，在这些螺栓、螺杆技术要求中除了必须达到各项机械性能常规四项指标外，低温（-40℃）
冲击功的数值，必须≥ 27J，因此对材料选择有一定的技术要求。
如果强度指标比较高，低温冲击值就难以达到要求；偏重低温冲击值，有时会达不到强度的指标要求，因此，在普通的 42CrMo，加入一
定量的合金元素来增强材料的性能。这样 42CrMo 类材料有三种不同的牌号，他们分别为 42CrMo、42CrMo（B7）、42CrMoA。42CrMo（B7）、
42CrMoA 就是根据风机螺栓的技术性能需要进行改进，适当地增加材料中合金元素的数量而衍生而成的新牌号。除了增加了合金元素 Mo 添加值，
还适当地提高 Mn 的含量，它们的化学元素有了一些变化，同时性能也有比较明显的变化（见下面分析）。

三、剖析 42CrMo（B7）的材料技术特点
1、42CrMo(B7) 的材料技术性能特征
B7 是美国测试和材料学会钢材的牌号，简称 ASTM A193 Gr.B7，与我国的 42CrMo 化学元素组成的标准范围基本相近。但是，在钢材的实
际成分中有细微的差别（见表一）。通过与钢厂技术质量分析商讨各项技术条件含量后，这两种牌号成分上有细小的差别，但就是这些微小的
差异却影响了产品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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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M A193 Gr.B7 Chemical Requirements

表一

42CrMo 与 B7 成分

从上面的表格中可以看出，两种牌号材

点，Mo 上述的性能特点，以及锰元素和钼元素的相互作用，结合我国机械工业的状况，并且

料不同之处在于钼元素（材料的实际含量）

参考美国 B7 材料的技术特点和性能要求，制定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材料牌号 42CrMo（B7），

和锰元素在成份组成中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42CrMo（B7）将材料中的 Mo 元素的含量定位 0.17%-0.19%；Mn 元素定为 0.75%-1.1%。锰含

钼元素的作用及含量：
我国钢材 42CrMo 与 B7 材料，标准规定
的 Mo 含量都是在 0.15%-0.25% 范围内，我
们实验室多次化验，美国 B7 钢材一般的 Mo
含量基本上在 0.18%-0.19% 左右，是标准中
间的数值范围内；我国的钢铁企业为了降低

量的增加，对提高淬透性起了积极的作用；由于钼元素的同步增加，对抑制锰的缺陷、降低
回火脆性起积极作用，而且在钢材中两种元素数量的添加，会起到互相弥补、互相提携、共
同提高材料技术性能的良好作用。
根据该公司多年生产风机高强度紧固件的实践，以及供应风机生产单位的实际使用状况、
实践经验、实验室有关材料的测试数据和技术性能分析报告，到有关的特钢厂去参观、走访、
考察、调查、分析，与钢厂有关技术质量人员，共同讨论 42CrMo 材料的化学成分特点和技术
性能要求，分析商讨各项技术条件、性能要求，共同制定了 42CrMo(B7) 的技术协议（见表二）。

成本、追求利润最大化，一般将 42CrMo 材
料的 Mo 含量定在 0.15%-0.16% 范围内，属

技术协议提高了锰元素和钼元素的含量，具体参见表二第一条的化学成分的组成。

于下限；但在材料的技术标准要求的范围内。
我们的钢铁企业主要是从经济效率考虑，本
人认为应该是从材料的性能来考虑，适当地
提高钼元素的含量。
钼元素能提高钢的淬透性，细化晶粒，
并能有效地阻止钢材的第二类回火脆性的产
生，尤其是低温状态下，钼含量的增加对冲
击值的提高起到积极作用。
锰元素的作用及含量：
锰是常用的添加合金元素，因为经济适
用，常用来代替铬、钼、钒贵重合金元素；
锰元素能够强化奥氏体，因此能有效地提高
钢材的淬透性，提高材料的强度，并且能减
少硫对钢材产生的热脆性；但含锰量增加后
会促使晶粒长大，并增加第二次回火脆性的
倾向，从理论上说锰含量控制在≤ 0.8% 范
围内。
钼和锰的相互作用：

表二

42CrMo（B7）的化学元素成分

我们把表二 42CrMo（B7）的化学元素成分和表三普通 42CrMo 的化学元素成分来进行对比，
普通 42CrMo 的含量为 0.016%（见表四红色的杠），而 42CrMo（B7）42CrMoMo 的 Mo 含量为
0.017%-0.19%，可以看出 42CrMo B7 中 Mo 的含量比普通 42CrMo 高 0.02% 左右；同时锰的含
量也从 0.63% 同步提升到 0.75%-1.10%，从材料的化学元素上已经改变了原来的元素成分的
构成，成分微小的提高，却突显了材料的成分特性优势！

综上所述，我国的 42CrMo 的含锰量定
为 0.5%-0.8%，而美国 B7 材料的 Mn 元素的
实际锰含量定为 0.65%-1.1%，提高钼元素
的含量这样既可克服锰元素的弱点，又能发
挥锰元素的特点，提高材料的综合性能。我
国 42CrMo（B7）是考虑到锰元素以上的优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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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中的氮会引起钢的时效脆化，降低
钢的冲击韧性及引起钢的冷脆。为了在消除
钢中的有害气体和夹杂物的同时增添有益成
分，炼钢企业进行了不断的改进，在各方面
的配合和努力下，采取真空脱气是提高钢材
质量有效的措施之一（见图一）！
图一中分为两部分，上部分是真空罩的
示意图，下部分是钢包中的钢水，通过真空
罩的不断抽气，真空罩中形成了负压，在真
空度逐步提高的过程中，钢水中的残留气体
会顺着负压（红色箭头的方向）逐步的溢出，
把钢包中的气体一步一步地抽出真空罩外。
最终，钢水中的氮气、氢气、隋性气体等一
些残留气体会顺着红色箭头的方向，不断地
逐步排出。钢水中的气体基本上消除了，钢
材的纯净度进一步得到提高。没有真空脱气
表三

普通 42CrMo 的化学元素成分

目前我国的风机高强度螺栓制造企业，通过多年的实践，也认识到钼元素的重要作用，
因此要求钢铁公司将钼含量提高到 0.18%-0.19% 左右的范围，从而有效地提高了材料的性能，

的工艺，材料中或多或少会存在残留气体，
这样会降低钢铁的纯净度、影响材料的质
量！

这样在 42CrMo 的基础上产生了新的改进型的牌号——42CrMo（B7）；为了进一步提高大规格
高强度紧固件的性能，有部分企业甚至将钼含量提高到 0.20% 及 0.20% 以上，进一步提高材
料的韧性，发挥钼元素的积极作用，开拓了 M36 毫米以上大规格高强度螺栓的材料选用方向，
并且取得了良好的实际效果。
2、42CrMo（B7）第二个特点——冶炼工艺的提升
一般钢材的冶练，是经过电炉或炉加热冶炼后，采用一步法直接轧钢成型。而 42CrMo（B7）
定制钢材的冶炼，经过双方商定必须增加炉外精炼及直空抽气，这两道关键的工艺，见表一
的第 3 点。

炉外精炼是将电炉（转炉）在初步冶炼后的钢水包移至另一个容器中进行炉外再一次冶
炼的过程，也称两次冶炼或钢包冶炼；这样就把炼钢过程分为粗炼和精炼两步进行。初炼时
原材料在氧化性气氛的炉内进行熔化、脱磷、脱硫、去除杂质，获得初炼钢液；精炼，是将
初步的钢液，再通入隋性气体，进入钢包环境下进一步地冶炼，在惰性气体的进入钢液内部后，
钢中的重量型杂质在其作用下可以下沉，成为沉渣；另一部分，比较轻的杂质在隋性气体的
作用下、可以上浮，形成浮渣，清除杂质后，使钢水的纯净度进一步提高钢的质量，这种优
化了的工艺过程，就是炉外精炼，能够有效地提高材料的质量，同时也可降低了优质钢冶炼

图一

真空脱气的示意图

3、42CrMo（B7）提高了各项机械性能

的生产成本。
由于 42CrMo(B7) 的材料增加了钼元素，
真空脱气也是必不可少的改善钢材质量的重要工艺步骤之一：钢液中的气体主要是氢气

相应地提高了锰元素，提升了材料合金元素

与氮气，他们是在炼钢过程中融入钢液中的，对钢材性能危害很大。真空脱气就是在真空条

量，发挥了多元素互相提升材料强韧性的作

件下，抽取钢液中的氢和氮的过程。

用；同时又增加炉外精炼炉和真空抽气两个

在炼钢初炼过程中的气体，氢气会逐步析出，在不断地析出的过程中，有一部分会在钢
液的缺陷中滞留，这些残留氢气，会造成气泡、白点、发纹等材质缺陷；而没析出氢气，聚
留在钢中会降低钢的强度极限、降低断面收缩率、降低延伸率和冲击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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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钢的工艺过程，提高了材料的纯净度，其
技术性能得到了加强，机械性能相应地得到
提高。见表四钢材技术协议材质量保障（协

技术

Know-how
议书的下半部分）。
（1）42CrMo(B7) 的材料，进行了 -20℃
的 低 温 冲 击 实 验， 保 证 冲 击 功 的 数 值
≥ 27J，保证了材料的韧性（见下表五）。
（2）检验了金属内部夹杂物的分布，
在合理的区间，消除了大颗粒的夹杂物，材
质的一致性、连贯性加强了（见下表六）！
（3）同时进行的金相检验，保障了奥
氏体的晶粒度大于 5 级，是中等晶粒度，避
免晶粒粗大的现象，属于可接受、合格的范
围（见下表七）。
表四

钢材技术协议材质量保障

（4）进行了钢材的压力试验，保障了
材料合理区间变形不出现裂纹，保障了紧固
件生产过程中变形的可靠性（见表四第 9 点）。

四、42CrMoA 与 42CrMo 的 对 比
分析

2、42CrMoA 的技术特点
综上所述，材料后面加 A 是高级优质钢，有 A 符号的高级优质钢，在钢铁的冶炼过程中
增加了脱磷、脱硫的工艺过程，不但使硫磷杂质元素大幅度下降，而且其他的有害杂质元素、
钢中的气泡及缺陷也相应地减少，提高了钢材的纯净度，使材料的综合性能大幅度提高，具
有高强度和高韧性，淬透性也好，无明显的回火脆性，调质处理调整后，具有较高的疲劳强

1、42CrMoA 的技术性能特点

度和抗多次冲击的能力，低温冲击韧性良好，适用于一些具有高强度和高韧性要求的大中型

42CrMoA 是 42CrMo 系 列 三 种 材 料 中 最

紧固件产品。叶片连接紧固件，由于服役状况比较复杂，它是处于半刚性半柔性的状态，叶

好的一种材料，42CrMoA 的 A 字是表示该钢

片随风摇曳，叶片的双头螺栓也在随风中不断地来回晃动，因此它的柔韧性要求特别高，在

种是高级优质钢。A 字表示了 42CrMoA 材料

制作上有一定的技术要求和技术难度。42CrMoA 的具有高强度和高韧性技术特点，非常适应

比 42CrMo 有更加良好的技术性能，具体可

叶片的双头螺栓的制造。

以归纳为三大特点：
（1）有害的硫、磷元素杂质的含量，
在普通的 42CrMo 优质钢含量的基础上，再
降 低 50%， 硫、 磷 元 素 从 42CrMo ≤ 0.035%
的基础降低到≤ 0.025%。钢材的纯净度提高

42CrMoA 材料的韧性的提高尤为显著，-40℃的低温冲击值普遍能够达到 50J 以上，个别
达到 70J，远远大于平均值≥ 27J 的要求，增加了产品的可靠性。42CrMoA 是 42CrMo 系列三
种材料中最好的一种材料。
表五所示的 42CrMo、42CrMo（B7）、42CrMoA 三种材料的元素含量，可以充分了解材料
中元素含量的细微差别。由于材料在合金元素的这些细微差别，改变了材料的技术性能：

了，材质的技术性能会明显地上升！为了降
低材料中的杂质，钢材冶炼过程脱硫脱磷工
艺更加完善，具体表示在冶炼过程添加剂更
多，冶炼过程时间更长，杂质清除更完善。
（2）为了提高材料的纯净度，42CrMoA

材料牌号
42CrMo
42CrMo
（B7）
42CrMoA

C
0.41

Si
0.27

Mn
0.63

S
0.08

P
0.01

Cr
1.06

Mo
0.16

试样
试样一

0.41

0.31

0.81

0.014

0.009

0.96

0.18

试样二

0.40

0.28

0.78

0.003

0.008

0.98

0.20

试样三

同样也采取了炉外精炼和真空抽气的工艺过
程，所以钢材中的的氢气、氮气等有害气体
很少，纯净度比 42CrMo 材枓好。

表五

42CrMo 类三种材料的元素含量

上述三种试验是 42CrMo 三种类型的材料，从上面的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出，在拉力试验数
据基本相同的条件下，钼含量的增加能有效地提高材料的低温冲击值，而杂质元素的减少对

（3）42CrMoA 为了体现高级优质钢的

材料性能的提高同样很显著，因此对性能要求高的产品，必须严格地控制材料各种合金元素

各项技术性能，所以在材料中 Mo 的含量也

的含量，尤其是镍、钒、钼等稀有金属元素的含量。一些金属元素的微量增减，都会影响产

同步提高了，添加量比 B7 更多，一般达到

品的技术性能。

0.2% 左右，比 B7 再多增加 0.01%-0.02% 的
Mo，这样充分保证了 42CrMoA 高级优质钢具
有优良的特性！当然 42CrMoA 的价格比 B7
更高。

五、技术性能的提高
42CrMo(B7) 材料中 Mo 元素增加后，材料的性能大幅度地提升，尤其是 -40℃低温冲击数
值明显提高。如表六所示，42CrMo 材料调质后低温冲击数值分别为 28.9J、30.5J 、30.5J，
《紧固件》季刊 2021年12月 第六十六期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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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为 29.97J；而表七则是 42CrMo(B7) 材料调质后低温冲击数值，分别为：46J、52J、

以上两张低温冲击值的表格，可以看出

47J，平均值为 48.33J。无论是最高值、还是平均值，42CrMo(B7) 材料都比 42CrMo 材料高出

B7 的低温冲击数值明显地提高了。低温冲击

一大截。

数值是体现风机紧固件很重要的性能指标所
在。在风机行业的工作中，发生风机停转、
螺栓断裂的问题，在冬天居多。当然，产生
断裂的原因很多，有安装、维修、材料及其
他原因，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冬
天钢材的低温性能大幅度地下降了，导致在
严寒低温的条件下一些低温冲击数值低下的
螺栓脆性值增加，个别螺栓经不起考验，产
生了断裂。也可能是，使用的材料不到位，
是韧性类数值指标较低的材料，在一般温度
下能正常服役，但在 -40℃及更低的温度出
表六

現了纰漏！因此有些风电企业提出了 -45℃、

42CrMo 材料调质后低温冲击数值

低温冲击值≥ 27J 的要求，从而符合风机螺
栓服役的实际状况！ -45℃，低温冲击数值
要达到 27J 的数值，普通的 42CrMo 材料难
以达到，这样就为 B7 和 42CrMoA 的应用提
升了材料元素发展空间！
从表八中三种不同材料的实验室测量数
值可以看出：42CrMo(B7) 、42CrMoA 的两种
材料，在调质后的抗拉强度、屈服强度、硬
度基本接近的条件下，材料的延伸率 A、断
面收缩率 Z、-40℃冲击值都比 42CrMo 有一
定幅度的增加。其中低温冲击值增加更为明
显，42CrMo 、42CrMo(B7)、42CrMoA 数字分
别上了一个台阶，形成了数值的三级跳（具
体见表八）！
目前风机的功率越来越大，高强度紧固
件的规格也越来越大，42CrMo 类材料难以达
表七
检测项目
抗拉强度 Rm
屈服强度 Rp0.2
延伸率 A
断面收缩率 Z
冲击值 -40℃
硬度值 HRC
检测编号 ※1
所用材料

42CrMo(B7) 材料调质后低温冲击数值

技术要求
≧ 1040Mpa
≧ 940Mpa
≧ 9%
≧ 48%
平均值≧ 27J
HRC32-39

表八

试样一
1120
1030
14
52
34
35
0905059-T
42CrMo

试样二
1110
1020
14
53
42
34.5
0903137-T
42CrMo（B7）

到各项技术性能指标数值，尤其是 M60 以上
试样三
1080
985
15.5
56
57
33
0906031-T
42CrMoA

的大规格螺栓更是难以达到、42CrMo 类材料
合金元素偏少，难以适应大规格紧固件的性
能，我们推荐使用 34CrNiMo6（欧洲牌号）、
40CrNiMoA 等三元素或者多种元素的合金材
料，来适应大规格螺栓不断发展的需要。
检测编号 ※1，及数据、表格、编号是来
自某理化实验室的实验报告。

三种不同材料的测量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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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紧固件新材料技术进展
作者：衢州天力紧固件有限公司 姜建鸿，金蜘蛛紧固件网顾问专家 张先鸣

摘要：本文简述了汽车紧固件材料的现状和发展，从汽车用冷镦钢盘条，紧固件用免退火冷镦钢，非调质钢冷镦钢三方面讨论了汽车紧
固件新材料技术发展趋势，以及在该方面发展可能面临的问题，对新材料前景进行展望。

关键词：汽车紧固件；材料；发展；冷镦钢；免退火；非调质

1、汽车紧固件制造的现状

键紧固件对耐氢致延迟断裂性能也有较高的要求，因此汽车紧固件
发展得益于冷镦钢技术的持续创新，与时俱进。

我国汽车行业持续迅猛发展，汽车产销量已经位列世界前列。
随着汽车销售量持续保持增长，人们对汽车行业的关注已经从品牌、

2.1 汽车用冷镦钢盘条

规模转变为汽车的质量性能、品牌、规模并重；新能源汽车紧固件
加速发展已成为战略必争领域。目前汽车连接方式主要有焊接、铆接、
螺接和胶接等，而螺接仍是主要的连接方式，故汽车的质量性能之
一是由汽车紧固件制造技术所决定的 [1]。

随着各企业汽车用冷镦钢产品的相继开发，现行冷镦钢国家标
准 GB/T 6478、GB/T28906 基础通用的技术指标水平无法满足汽车用
冷镦钢的质量需求，另外高强度紧固件用原材料要求高，成本比普通
冷镦钢要高 [3]。由于国内还没有此类专用的冷镦钢产品的国家或行

由于我国汽车紧固件的制造过程中质量控制还欠缺，制造人员

业标准，不少企业都制订了各自的企业标准，业内在 GB/T 6478 的

的质量管理意识还有不足，存在明显的风险和隐患。我国汽车市场

基础上相继以提高技术指标为目的，2019 年特钢企业协会团体标准

规模虽大，但汽车紧固件制造企业普遍规模小，规模化制造程度低，

T/SSEA0024-2019《汽车用冷镦钢盘条》发布，2020 年由全国钢标委

很多企业对汽车紧固件的研发制造过程控制不好，产品的研发能力

盘条与钢丝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承担，由江苏永钢集团有限公司、

低下和量产周期信息滞后，无法及时满足市场需求，导致企业发展

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等牵头起草，《汽车紧固件用冷镦钢热轧

缓慢，也跟不上发展水平；新能源汽车紧固件仍然存在若干的痛点，

盘条》YB 冶金行业标准进入报批阶段，制定专用于汽车紧固件的冷

需要高度关注。

镦钢盘条，标准对冷镦钢用盘条技术水平进行升级非常及时，由于
汽车用冷镦钢盘条具有高的成分、纯净度、冷顶锻和表面质量要求，

目前我国汽车关键紧固件的制造工艺及材料均未完全实现国产
化，受中美贸易摩擦及疫情的影响极大。在此背景下，推进汽车关键
紧固件的全面国产化是紧固件制造业的目标和挑战。汽车关键紧固
件的质量控制涵盖了从原材料生产到最终成品的全过程，制造技术

为此有针对性地满足汽车用高强度紧固件对原材料的使用需求，提升
国家紧固件产品的技术质量水准，主要旨在提高标准技术指标要求，
满足汽车紧固件生产厂的使用，利于用户的使用和紧固件产品的标
准化。

的关键环节，本文结合收集的企业资料及积累的经验，简述汽车用
冷镦钢盘条，紧固件用免退火冷镦钢，非调质钢冷镦钢三方面现状

2.2 紧固件用免退火冷镦钢

和发展，以及在该方面发展可能面临的问题，对新材料前景进行展望，
抛砖引玉，以供同行借鉴与讨论。

对于采用中碳钢或中碳合金钢来制造 8.8 级及以上的高强度紧
固件，热轧材需进行“一球一抽”或“二球二抽”工艺，即热轧盘

2、冷镦钢原材料的发展

条一 ( 球化退火 ) 一拉拔一球化退火一拉拔一冷镦。退火软化的目
的是获得后续加工 ( 拉拔和冷镦等 ) 所需要的组织和力学性能 [4]，

汽车高强度关键紧固件原材料的基本生产工艺过程为：铁水预
处理（KR）→转炉炼钢（BOF）→ LF → RH/VD →大方坯连铸→开坯
→修磨→探伤→修磨→轧制。炼钢过程控制的重点为杂质、偏析、
晶粒度、成分均匀性和一致性及氧氮氢含量等；轧制过程重点控制
表面质量（避免划伤和裂纹）、脱碳层、尺寸精度、氧化皮、料头
和料尾修剪量、显微组织（避免魏氏组织）及冷顶锻性能等 [2]，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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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软化造成的硬度下降可提高冷镦用模具的使用寿命，故球化效
果对冷镦合格率影响极大。但这种离线球化退火软化处理是紧固件
制造过程中最为耗时、耗能的工序，周期大约为 18 ～ 32h。鉴于此，
国内外近年来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以期可较大幅度缩短球化退
火软化时间或免退火，达到缩短生产周期、降低能耗和保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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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等目的。

合的稳定化时效处理工序，处理温度 200 ～ 510℃，时间 0.5 ～ 2h。
可以省去退火和调质处理工序，不仅大幅度降低加工成本 [5]，据统计，

江苏永钢集团大力进行免退火冷镦钢的研发，并形成了稳定的
销量，目前年销量 13 万吨左右。此外，江苏永钢还成功牵头立项《汽

8.8 级螺栓每吨可以减少热处理过程的电耗约 270KW/h，降耗节能减
排，利国利民。

车紧固件用免退火冷镦钢盘条》的汽车工程学会 CSAE 团体标准，并
于近期开始编制标准报批。

相比而言，国内螺栓钢中紧固件用非调质钢发展及应用得要慢
一些，但是也有较大的突破。近年开发的 V-Nb、V-Nb-B-Ti 两大合

江阴兴澄特钢在免退火钢系列上，成功研发 10B30、SWRCH35K
等紧固件钢线材，可省略退火，直接拉拔后冷镦。中天钢铁免退火
冷镦钢盘条也已量产多年，可稳定应用于 8.8 级、10.9 级各类紧固件，
覆盖常见各类大变形量螺栓、螺母产品，牌号包括 10B21、10B33、
SWRCH35K、51B20、SH27 等，其中 SCM435、ML35CrMo 已实现了减少
球化退火时间节能的目的。

金体系牌号正在得到关注并在相关领域推广试验。目前，冷作强化
型非调质钢的研究表明，添加微量铌能够起到积极作用，没有明显
不利因素；铌含量不是适当添加，应在 0.020% ～ 0.035% 范围内；
V-Ti-Nb 复合微合金化，可以大幅度降低晶粒粗化敏感性，能够增加
铁素体量特别是晶内铁素体量，从而具有最佳的综合力学性能。在
以紧固件为主的非调质钢中添加铌是必要的。

8.8 级免退火料 10B33、SWRCH35K、51B20 与调质件的疲劳强度
对标，对比发现前者疲劳强度更优；此类材料易适用于长螺栓件，
可减少加工工序，提高生产效率。也有客户反映，免退火钢时常有
部分元素（如 C、Mn、Si 等）成分偏下限，增加了调质难度，造成
热处理后力学性能不稳定，成本增加，现场工艺与产品质量稳定性
匹配关系问题，因此仍需要加大投入研究。
2.3 非调质钢冷镦钢

江阴兴澄特钢非调质紧固件钢，采用 XDWP（水浴）工艺，成
功研发高均匀性 8.8 级非调质紧固件钢，整卷抗拉强度通条形好
（≤ 20Mpa），产品性能稳定可靠，符合低碳环保、绿色制造；中天
钢铁已成功开发非调质型冷镦钢盘条，目前已在 8.8 级和 9.8 级两
个强度级别上有应用，同时正在加大研发 10.9 级非调质型冷镦钢。
近年来，济钢开发 SCN430、SCN435 节能型非调质冷镦钢，不需热处理，
已用于 8.8 级强度级别产品上。
由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上海大学及南京钢铁集团等单

随着发展对汽车性能的要求越来越高，尤其是愈加关注安全环
保和高效节能。既要求钢材本身能节能降耗、降低制造成本，又要

位联合开发了电动汽车电池包固定用 8.8 级 M6X840、M6X930 长螺栓，

求其有更好的综合机械性能。非调质钢具有性能优良、高效节能、

采用非调质钢 MLF20MnVNb 免调质方案，基体为铁素体 + 贝氏体双相

使用成本较低、有利于环境保护等突出优点，在国内外得到大力推行，

组织，增加稳定化时效处理工序，1:0.8 屈强比和较好的强韧性，可

被誉为“绿色钢材”。

以满足直线度小于 0.5mm/m 的要求，解决了细长螺栓的热处理变形
难题，具有重要的推广价值。在实践中发现，目前非调质钢在高强

目前用于紧固件制造的非调质钢基本为冷作强化型，按组织分

度紧固件的应用还存在模具磨损问题。

类有铁素体 + 珠光体、铁素体 + 贝氏体和铁素体 + 马氏体双相组织

3、结语

3 大类。我国非调质紧固件技术起步于 20 世纪 80 年代，形成了 GB/
T3098.22-2009《紧固件机械性能 细晶非调质钢螺栓、螺钉、螺柱》
国标 3 个牌号 MFT8、MFT9、MFT10。通过热机械轧制控温控冷生产的
非调质钢 MFT8 钢线材，组织是铁素体和珠光体，平均晶粒度为 12 级，
尺寸约 5μm；除了具有高强度、高塑性，还有优异的抗冲击韧性和
抗低温疲劳性能，特别适合制造 8.8 级高强度螺栓。采用 MFT8 钢线
材制造紧固件时，拉拔总压缩率控制在 22% ～ 35%，最佳总压缩率约
30%，可省略前处理退火工序和调质处理工序，增加与表面处理相结

技术革新使螺栓钢趋于高性能化，汽车车辆速度的提高，部件
的轻量化，驱动系统的大功率化，制动性能和受流性能的提高，要
求高强度紧固件材料的开发和加工技术的同时进步，确保可靠性的
很多技术研究开发非常必要。对于汽车紧固件研发阶段，在新材料
开发完善的基础上，要发展结构设计和制造技术，整车与紧固件同
步研发，紧固件功能与整车高度匹配、集成。只有不断转型升级，
钢企与汽车紧固件企业联手才能赢得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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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介
美国工业紧固件协会（Industrial Fastener Institute，简
称 IFI）宣布推出 2021 版《IFI 紧固件标准手册》。《IFI 紧固
件标准手册》汇编了最常用的英制紧固件和非 ISO 公制紧固件标
准。

新版不仅包含 96 个由 ASTM、ASME、SAE 和 IFI 发布的独立
标准规范，还包括自 2018 年版以来修订的 36 项标准，以及几项
新标准。2021 版《IFI 紧固件标准手册》是美国工业紧固件协会
出版的第 11 版标准书。该版本展现了自 1941 年第一版出版以来，
美国紧固件标准和实践持续发展的 80 年光辉历程。在此期间，该
手册发行面覆盖全球主要的制造和建筑行业。《IFI 紧固件标准
手册》素有紧固件“圣经”的美誉，而 2021 版《标准手册》继续
行使它的使命，为紧固件应用行业及其服务企业提供热忱服务。

2021 年版的标题与 2018 年版一样，不包含“英寸”一词，因为其中包含的许多共识标准已合并为“英寸 / 公制双标准”。这种合并是紧
固件标准委员会、ASTM F16、ASME B18 和 SAE 紧固件委员会为撤回多余的 ASTM、ASME 和 SAE 公制紧固件标准而采用 ISO 公制紧固件标准所
做的更大努力的一部分。尽管标题中省略了“英制”一词，但这本书从根本上仍然是英制紧固件标准的综合参考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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