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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中国紧固件产量及市场规模预测分析
紧固件，是作紧固连接用且应用极为广泛的一类机械零件。紧固件使用行业广泛，包括能源、电子、电器、机械、化工、冶金、模具、

液压等行业，在各种机械、设备、车辆、船舶、铁路、桥梁、

建筑、结构、工具、仪器、化工、仪表和用品等上面，都可

以看到各式各样的紧固件，是应用最广泛的机械基础件。

近年来，我国冶金、机械、电子、汽车与建筑工业飞速

发展，以及我国工业的不断进步，带动了紧固件的需求及生产。

2021 年中国紧固件产量达 898.99 万吨，同比增长 8.97%，预

计 2022 年我国金属紧固件产量为 928.93 万吨，2023 年将达

977.98 万吨。　

汽车紧固件行业受到汽车行业景气度的密切影响。一台

汽车所用紧固件数量约占零件总数的 40%，汽车行业巨大的

市场为汽车紧固件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近年来，中国紧固件市场规模一直保持增长趋势，2021

年达 1095.89 亿元，同比增长 4.59%，预计 2022 年将达

1154.14 亿元，2023 年将达 1203 亿元。◆

2022 年 1-11 月中国紧固件出口数量及出口金额统计
2022 年 1-11 月中国紧固件出口数量为 4601833 吨，相比 2021 年同期增长了 165110 吨，同比增长 3.9%；出口金额为 1241421.6 万美元，

相比 2021 年同期增长了 204742.3 万美元，同比增长 20.2%。

2022 年 1-11 月中国紧固件出口均价为 0.27 万美元 /吨，2021 年 1-11 月紧固件出口均价为 0.23 万美元 /吨。

2022 年 11 月中国紧固件出口数量为 378887 吨，相比 2021 年同期减少了 86747 吨，同比下降 18.5%；出口金额为 120736.9 万美元，相

比 2021 年同期增长了 1416.4 万美元，同比增长 1.4%；出口均价为 0.32 万美元 /吨。

2022 年 1-11 月中国紧固件出口统计

月份 紧固件出口数量（吨） 紧固件出口金额（万美元） 紧固件出口均价（万美元/吨）

1月 543562 130865.1 0.24

2月 266848 67485.7 0.25

3月 370118 95316.9 0.26

4月 357578 91788.3 0.26

5月 449841 119160.7 0.26

6月 484642 133450.8 0.28

7月 519559 141017.6 0.27

8月 447020 123688.4 0.28

9月 408493 114986.6 0.28

10月 382329 107610.3 0.28

11月 378887 120736.9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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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年：打造全球紧固件生产销售集散中心
作为永年区的传统特色支柱产业，促进转型升级的步伐从未停歇。从一个个家庭式作坊发展到从业人员 34 万人，产品种类涵盖 50 多个

大类 10000 多个规格型号，永年区“小螺丝”市场份额占到全国市场的 55%，生产企业达 1700 多家，销售公司 7000 多家，2.5 万个外销门市

遍布全国各地。

“紧固件的发展之路也是一条产业转型升级、凤凰涅槃之路。”永年区紧固件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赵现永说道。

兆运电力紧固件产品从“入地到上天”的变化也是

永年区紧固件产业走上高端、绿色发展道路的缩影。“目

前永年区生产的这些地脚螺栓都是高端产品，应用于国家

重点工程——北电南送工程。能参与到国家重点工程完全

得益于区里的标准件规范提升工程。”位于永年工业园区

的邯郸市兆运电力紧固件制造有限公司负责人刘运昌说，

“举例来说，以前做地面产品，公路护栏产品最贵一套也

就 100 多元，现在做国家电网项目，特高压线上一配套产

品能达到 1300 多元，利润可不止翻一番了。”

目前，全区紧固件一般纳税人企业新增 395 家，直接

出口企业新增 23 家，规上企业新增 11 家，税收由 1.71 亿

元增至 3.71 亿元；紧固件产品平均利润由每吨 100 元至

500 元增长到 300 元至 1000 元。数量增加同时，永年区的

紧固件彻底解决了产业环保问题，扭转了低端徘徊、恶性

竞争的局面，奠定了产业向高端发展的基础。2018年至2019年，再次进行了产业规范升级，产业发展之路踏上向绿色高质高效发展的良性轨道。

日前，走进位于永年区的大和喜力德公司钻尾丝制造车间，一条条自动化的钻尾丝生产线正在快速紧张地运行着，颗颗未成形的钻尾丝

通过传送带从一台设备滑出，有序进入下一道工序。从原材料到成品，整个流水线下来，看不到任何工人操作的身影。“我们是国内钻尾丝行

业首家采用自动化生产工艺的企业，先进智能的机械设备不仅生产工艺更高，产品质量好，还环保，也大大降低了我们的人工成本。目前，我

们的钻尾丝产品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可达到 40% 以上。”大和喜力德有限公司总经理白雪凯介绍道。

做优传统产业，做强主导产业，永年紧固件正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永年区投资 103.6 亿元高标准打造了工业园区东区，

制造了全国首台天然气网带炉氮氧化物污染物排放治理设备，从根本上解决紧固件产业围城和大气污染问题，不断补全产业短板；以中国永年

紧固件博览中心为轴线，依托恒创产业园、标准件市场等区域聚集优势，永年区建设紧固件陆港和原材料基地、中国永年紧固件创新创业中心、

海螺丝紧固件电商园等6个核心项目，成功研发紧固件用冷镦成型智能装备等12项产业关键技术，先后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3家、

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22 家，进一步提升整个行业的高端化、智能化水平。

同时，该区搭建了国家级“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省级“工业诊所”等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引进华米链溯源等全国知名大数据企业，

7 家单位成为全国紧固件标准化委员会委员单位，参与制定国家标准 5 项，发布“中国·永年紧固件价格指数”，与邯郸职业技术学院全面战

略合作，全力推进设置紧固件专业课程……产业链条不断延伸。

目前，永年区紧固件产业的“十四五”规划已明确：到 2025 年末，产量达到 550 万吨，产值 380 亿元，实现税收 6 亿元；产品结构取得

突破性调整，高中低端产品比例由 2020 年的 3:5:2 到 4:4:2；不断拓展国外市场，着力搭建国外销售网络，使外销比例占全年产值的 10%；产

业集群的核心产业链进一步完善；配套产业技术水平不断提高……

永年区委书记马洪广表示，永年紧固件产业将把握机遇，围绕市场需求，加大改革力度，推进战略性结构调整，围绕“全球紧固件生产

销售集散中心”的发展定位，抢抓“一带一路”倡议的高效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正式签署的新机遇，以结构调整为主线，推动产业向

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服务型制造转变，让“小螺丝”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顶天立地“大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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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海”归来，邯郸这些企业收获满满
2022年 12月 5日至 8日，河北省 40余家外贸企业不远千里，赴迪拜参展。其中，以永年区进出口商会牵头组织的 26家永年紧固件企业，

集体亮相，成为展会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据了解，此次永年参展的 26 家企业，累计对接、洽谈意向客户 1640 多个，16 家企业现场与 20 多位客户签订采购协议 400 多万美元，与

200 多位客户达成采购意向 8000 多万美元。

敢为先，让小小紧固件赶赴大世界

2022 年 10 月底，记者从邯郸市永年区商务局外贸科获

悉，永年区 26 家紧固件企业将远赴中东地区，参加迪拜五

大行业展览会。

在迪拜举行的五大行业展览会是中东地区最有影响力，

且是最大型的建筑、五金、建材及服务类展会之一，覆盖了

中东、非洲和南亚市场。“这场展会对我们永年企业家来说

十分重要。”邯郸市永年区商务局局长韩永刚告诉记者。

邯郸永年素有“中国紧固件之都”的称号。韩永刚介绍

道：“紧固件是‘工业之米’，别看像钻尾丝、螺丝、螺帽

这样的零件个头小，对工业来说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外

贸对永年紧固件企业太重要了，迪拜五大行业展又是企业家

们拓展中东市场，品牌推广的重要机会。”韩永刚和永年商

务局的同事们心里着急，“疫情期间，我们开创了代参展的方式帮助企业，参加了包括意大利紧固件专业展、韩国国际金属产业展、俄罗斯莫

斯科紧固件展览会等在内的多个国际展会，但企业代表面对面和客户交谈，对于达成合作意向以及品牌的海外推广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政府带头做出表率，向企业释放“走出去”的积极信号。永年作为“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紧固件）”，河北省商务厅给予了大力支持，

为如何把基地做大做强，更好地服务外贸企业统筹谋划，邯郸市商务局以此次迪拜五大行业展览会为契机，携手河北爱德会展共同举办“2022

年中国邯郸机电商品出口线上线下双融合展览会”，组织了 52 家邯郸市外贸企业参展，通过“展贸通数字展会平台”，集中展示紧固件、厨

具、劳保、3D建筑技术等优质产品，通过平台的数字展示、在线洽谈、智能匹配和营销追踪四大功能，促进贸易成交。希望通过这种“双展会”

的洽谈方式，来帮助邯郸市外贸企业保市场、稳经营、谋发展，加强外贸企业与世界各地采购商的经贸往来。此次永年 26 家紧固件赴迪拜线

下参展，邯郸市商务局从政策扶持到展位布局，再到协调过期护照换新，为参展企业全程“保驾护航”。

“现场签订了 30 万美元的订单”

河北喜力德五金制造有限公司外贸经理赵利杰告诉记者，在展会上，喜力德现场就与海外客户签订了 4 份合同，共 30 万美元的订单，意

向订单可达 180 万左右。

据了解，河北喜力德五金制造有限公司主要经营不同材质的钻尾螺丝和自攻螺丝，品种多达百余类，先后获评河北省科技产业、标准件

行业领军企业等称号。

疫情期间，喜力德通过线上平台及参加国内线上和线下展会的方式来拓展海外市场。“通过线上平台与海外客户联络，他们无法直观鉴

别产品质量，且沟通效率较低，给合作达成造成困难。往届参加国内线下展会的海外客户，也因为不便出行而无法到场参展，让我们失去了结

识新海外客户的渠道。”赵利杰介绍道。

由“屏对屏”到“面对面”，直观展现产品竞争力，实现企业品牌推广。赵利杰告诉记者，在迪拜线下参展时，客户可直接把样品拿在手里查验，

再通过现场与其讲解产品性能和生产工艺，让客户对产品质量和企业形象有了全面了解，为进一步深入合作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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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来第一次参加的线下国际展会”

“我们企业的产品出口比例比较大，这回来迪拜参展是我们扩大出口业务的重要机会。”邯郸市建坤五金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建朋告

诉记者。

张建朋和同事先其他企业一步赶赴中东地区，中途去拜访了几位老客户。“我们和一些客户之前一直通过网络沟通，在现实中还没有见过面。

看到我们来，他们也很惊喜。”张建朋发出爽朗的笑声，隔着电话，让记者也感受到了他的兴奋和激动。

在迪拜的展会上，张建朋的很多老客户慕名而来，甚至当场下单。“我们现场接的订单金额就达到了 60 万至 70 万美元，意向订单估计

有 200 万美元。”张建朋告诉记者。

据张建朋介绍，自 2015 年创办建厂，企业于 2018 年就已具备自营进出口权，目前在国外有三家品牌代理。“有很多来自中东和非洲的

客户之前都是从台湾地区采购产品，但随着越来越多的永年紧固件企业走出去，海外客户们也注意到了永年紧固件的高性价比，他们对来自永

年的紧固件企业有了更多的关注。”张建朋有信心，永年紧固件企业在海外市场的优势将越来越明显。“我们这次来参展，除了拿订单外，也

想让企业品牌在海外市场响起来。客户若有采购紧固件的需要，能够想到我们建坤，有意愿和我们合作。”

“政策落实让企业感到贴心”

近年来，永年区商务局在“促外贸，稳发展”政策落实方面让区内的外贸企业直呼“贴心”。

2021 年邯郸市永年区进出口商会挂牌成立，成为政企有效沟通的重要纽带，弥补了区内进出口服务平台的空白。这标志着永年区的众多

进出口企业从单打独斗的个性化摸索，走向了携手共进、共享共赢的良性发展模式，对推动进出口企业凝心聚力、融合资源、畅通渠道，促进

永年区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如何把政策落实好，为区内外贸企业纾困、解难、

助力，这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韩永刚告诉记者。

疫情反复，企业“走不出去”？那就邀请专家进行

外贸业务员培训、组织紧固件企业参加国际展会、开辟海

外仓新外贸渠道等方式打出“组合拳”，对紧固件行业开

拓国际市场模式进行摸索与创新；出口退税能否办理得更

快？永年区税务局加快出口退税资料的流转速度，保证出

口退税信息畅通，完善出口退税限时审批制度，做到“快

审快退”、“足额退税”，原则上出口退税时间自申报之

日起不超过 7个工作日。

外贸服务如何强化？永年区商务局根据外贸企业的

出口额、订单等情况，联合区生态环境分局，积极向邯郸

市申报生态环境监管正面清单，并对清单实行动态管理，建立健全退出机制，支持企业开足马力生产……

企业想去境外参展？展位费最高可全额报销。据韩永刚介绍，永年区商务局为鼓励区内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对参加省“百展计划”等重

点境外展会，对标准展位费给予 100% 补贴（含上级补贴资金）；对参加广交会等由省、市商务和贸促部门组织的境内国家级专业展会，参展

费用等按程序上报审核后，区财政对标准展位费给予 50% 补贴。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千帆竞发，勇进者胜。“我们已经在策划 2023 年的几大国际展会了，比如来年 3 月份将举办的德国斯图加特国际

紧固件展览会，有关消息也已发放给相关企业。”韩永刚说。随着我国疫情防控措施逐步优化，“走出去”、“面对面”、“线下展示”外贸

洽谈的机会将会更多，永年的紧固件企业已做好准备，再次扬帆“出海”，觅新机，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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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及部分省市紧固件相关政策

优先发展高速精密镦锻成型技术

紧固件是应用最广泛的机械基础件，被誉为“工业之米”，是各个工业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零部件之一。根据我国国民经济“十五”计

划至“十四五”规划，国家对紧固件行业的支持政策经历了从“重点发展汽车零部件”到“重点突破核心基础零部件”再到“补齐基础零部件

短板”的变化。

近些年来，为了促进紧固件行业发展，我国陆续发布了许多政策，如 2019年发改委发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将“合

金钢、不锈钢、耐候钢高强度紧固件、钛合金、铝合金紧固件和精密紧固件”列为“鼓励类”。

国家层面紧固件行业相关政策

发布时间 发布部门 政策名称 主要内容

2021 年 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计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加快补齐基础零部件及元器件、基础软件、基础材料、基础

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等瓶颈短板。

2020 年 2 月 11 家部门
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

略

到 2025 年形成中国标准智能汽车的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基础设施、法规标准、产品

监管和网络安全体系；到 2035 年全面建成中国标准智能汽车体系。

2019 年 12 月 工信部

首台（套）重大技术

装备推广应用指导目

录（2019 年版）

将强度高于 10.9 级（含），用于铁道列车、汽车发动机、海上风电、核电等的紧固件

列为重大技术装备的关键配套基础件，旨在加快促进首台（套）推广应用，不断提高

重大技术装备创新水平。

2019 年 10 月 发改委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

录（2019 年本）

将“合金钢、不锈钢、耐候钢高强度紧固件、钛合金、铝合金紧固件和精密紧固件”列为“鼓

励类”。

2016 年 12 月 工信部
工业强基工程实施指

南（2016-2020 年）

遴选 170 种左右标志性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和先进基础工艺组

织开展工程化、产业化突破，包括航空航天紧固件和轴承等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核心基础零部件和关键基础材料等。

2016 年 10 月 工信部

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发

展规划（2016-2020

年）

掌握汽车低碳化、信息化、智能化、网络化核心技术。发展整车轻量化技术、低滚阻轮胎、

车身外形优化设计，形成从关键零部件到整车的完整工业体系和创新体系，推动自主

品牌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同国际先进水平接轨。

2015 年 5 月 国务院 中国制造 2025

加快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融合发展，把智能制造作为两化深度融合的主攻

方向；着力发展智能装备和智能产品，推进生产过程智能化，培育新型生产方式，全

面提升企业研发、生产、管理和服务的智能化水平；统筹推进“四基”（核心基础零

部件（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和产业技术基础）发展，加强“四基”

创新能力建设，推动整机企业和“四基”企业协同发展；在促进大中小企业协调发展方面，

激发中小企业创业创新活力，发展一批主营业务突出、竞争力强、成长性好、专注于

细分市场的专业化“小巨人”企业。

2013 年 工信部
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发

展指南（2013 年）
确定了高强度紧固件高速精密镦锻成型技术为优先发展技术。

2010 年 10 月 工信部
机械基础零部件产业

振兴实施方案

将产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汽车发动机紧固件，钛合金、铝镁合金飞机专用高性能紧

固件等产品列为机械基础零部件产业重点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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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上述紧固件行业相关规划政策可以看出，我

国紧固件行业产业机构调整方向日渐明确，未来我国

紧固件行业将朝着高端化和绿色化方向发展。

为了响应国家号召，各省市积极推动紧固件行业

发展，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推进紧固件产业发展。

“十四五”期间，我国有十余个省份提出了紧固

件行业发展规划，其中吉林、黑龙江、山东、浙江、

湖南等省份明确提出要围绕风力发电、新能源汽车、

核电、航空航天等新兴产业发展高端紧固件产品，而

陕西、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等地紧固件产业基础

较为薄弱，着力于培养紧固件龙头企业、发展紧固件

用材料。

地方层面紧固件行业相关政策

省市 发布时间 政策名称 主要内容

河南 2022-07-19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

南省加快材料产业优势再造换道领

跑行动计划（2022—2025 年）的通

知

大力发展高端轴承钢、齿轮钢、弹簧钢、紧固件，开发易切削非调质钢、桥

梁缆索用钢、特种钢丝绳、特种预应力钢绞线等高性能棒线材。

陕西 2021-12-13

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十四五”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规划

的通知

壮大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企业，支持电池企业提高产能、扩大市场，加快

电机、电控等新能源汽车核心部件引进，夯实新能源汽车发展基础，通过关

键配套企业需求带动，吸引一批电子元器件、电器件、紧固件、汽车凸轮轴

等二三级配套企业在陕建厂配套。

天津 2015-12-01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市

工业和信息化委拟定的天津市建设

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实施方案

（2015—2020 年）的通知

提升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

基础发展水平，重点发展高强度紧固件、高精密大型铸锻件、高精密轴承、

磁悬浮轴承、高性能精密复杂刀具、大型精密锻压/冲压模具、长寿命密封件、

高性能阀门等通用基础部件。

湖北 2009-11-03

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湖北省十

个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实施方案的

通知

重点发展数控功能模块，大型、精密轴承，高压柱塞泵 /马达、液压阀，气

动元件，橡塑密封件，高强度紧固件等。

江苏 2006-12-13
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工业

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的通知

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措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引导社

会资源合理优化配置，促进我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进节约发展、清洁发展、

安全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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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中国紧固件企业大数据竞争格局
紧固件企业主要注册在河北和浙江

根据中国企业数据库企查猫，目前中国紧固件企业主要分布在长

三角和华北等地，特别以河北和浙江为代表。截至 2022 年 11 月底，

河北共有相关紧固件企业 8899 家，浙江则有 6722 家。

黑龙江的紧固件企业的平均注册资本更高

根据中国企业数据库企查猫，目前中国紧固件企业的平均注册资

本区域分布中，黑龙江相关企业的平均注册资本最高为 3457 万元，

除此外，贵州的紧固件企业平均注册规模在 1000 万以上，规模相对

较大。

浙江和江苏的资本化程度最高

根据中国企业数据库企查猫，目前中国紧固件资本化的企业 ( 有

融资信息和上市信息 ) 的主要分布在浙江、江苏等地。截至目前，浙

江共有存续和在业的资本化企业共计 31 家，江苏为 23 家。

浙江省和江苏省的企业专利申请最多

目前中国紧固件有相关专利信息的企业主要分布在浙江和江苏等地。截至目前，浙江省共有 481 家企业拥有专利相关信息，而江苏则有

166 家企业拥有专利相关信息。

浙江省和河北省的风险企业最多

目前中国紧固件有相关风险信息的企业主要分布在浙江和河北等地。截至目前，浙江省共有 1970 家企业拥有风险相关信息，而河北省则

有 1105 家企业拥有风险相关信息。

浙江省的综合企业大数据竞争力最强

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对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不同对行业资本化、专利信息和风险进行不同的赋值，目

前浙江省的综合竞争力最强，其次为江苏。◆

2023 年钢丝绳、紧固件、钢筋、轴承钢等

247 种工业产品将被重点监管

2023 年 1 月 28 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印发《全国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目录（2023 年版）》的通知。将对 14 大类 247 种工业

产品实施重点监管。其中包括以下行业相关产品：钢丝绳、紧固件、钢筋混凝土用热轧带肋钢筋、冷轧带肋钢筋、预应力混凝土用钢材、轴承

钢材等。

通知要求动态评估，实施科学监管。坚持问题导向，根据监管实践和形势变化，对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目录实施动态调整，强化

依据标准监管，科学采取监督抽查、生产许可、风险监测、专项整治、认证认可、缺陷召回等监管措施，提高监管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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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年：一场座谈“带来”163.2 亿元
人勤春来早，佳节招商忙。2023 年 1 月 19 日，永年区举办了春节招商引资恳谈会暨项目集中签约活动，该区区领导、相关单位负责人、

签约客商、异地商会会长及企业家 60 余人参加了活动。

与会人员围绕“叙乡情、谋发展、招大商、兴永年”主题

进行了交流发言，随后总投资 163.2 亿元的综合铁路物流园等

9 个项目进行了现场签约，项目涉及铁路物流、紧固件等多个

领域，这些项目将对永年持续优化提升传统优势产业、加快培

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产生巨大推动作用，为永年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永年区紧盯春节招商“黄金档”，采取多种有效措施，节

前早动员、节中忙招商、节后抓跟进，确保春节招商取得实效。

围绕邯郸市“532”主导产业和该区特色产业，该区广泛捕捉

招商信息，积极开展亲情招商、乡情招商等多种形式的春节招

商引资活动，掀起开年招商新热潮，将春节过成“招商节”。

据了解，自 2022 年永年区开展“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年”

活动以来，先后出台“营商十条”、设立“企业家日”、开展

专项巡察，不仅吸引了更多外地客商来永年投资创业，而且也激发了永年籍客商回乡创业的热潮。

2022 年，全区综合实力再上台阶，签约超 5000 万以上项目 38 个。规上工业企业新增入统 66 家，全市第一，创永年历史最高。全区生产

总值预计完成 290 亿元，增长 5.5%；全部财政收入完成 36.9 亿元，增长 8.9%；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23.6 亿元，增长 24%。与此同时，全

区还实现了产业发展质效并进，紧固件产业实现年产值 385 亿元、税收 5.3 亿元，分别增长 12.5% 和 10%；工业园区东区建设全面启动，紧固

件微创园快速推进；赛迪永洋冶金备件制造成为全市钢铁产业链延伸标志性项目，重轨生产线全面投产，特钢产业实现产值 77.74 亿元，同比

增长 1.4%；广府生态文化园区与省旅投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成功创建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全年新增限额以上贸易企业 30 家，创近十年

新高。

据悉，永年区将 2023 年确定为“招商引资提升年”，计划组织召开 15场以上招商推介会，引进一批强区、兴区的大项目、好项目。同时，

加快提升传统产业步伐、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型产业；组织开展产业链精准招商、产业链配套招商，加快引进一批特色产业项目；持续强化专业

招商队伍建设，积极开展对外招商引资活动，开创招商工作新局面。◆

长华集团募投项目进展顺利 大型铝压铸件已出样品 
2023 年 1 月 11 日，长华集团披露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实施进展公告。公告显示，公司募投项目“轻量化汽车铝部件智能化生产基地

项目”、“汽车冲焊件（广清产业园）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一期）”和“年产 20亿件汽车高强度紧固件生产线建设项目（一期）”进展顺利，

主体工程均已完工。

其中，“轻量化汽车铝部件智能化生产基地项目”主体厂房及辅助工程已全部完工，相关水电气配套设施也已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一

期导入的 4000T 全自动压铸生产线及相关配套切边机、熔炼炉、热处理炉、烘干清洗生产线、CNC 生产线、废水处理及废气处理设备全部安装

完毕，设备整体全自动化已在调试中。目前公司已成功生产多套大型铝压铸件样品，等待客户验证，主要产品为一体化铝压铸车身件及底盘件。

“轻量化汽车铝部件智能化生产基地项目”于 2021 年上半年开工建设，规划建设期 2 年，整体进展顺利。该项目投产后，可年产 60 万

件汽车铝压铸件，公司将正式切入一体化压铸领域，形成“紧固件 +冲焊件 +大型铝铸件”为一体的汽车零部件行业特有产品结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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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高质量发展，冲刺“开门红”！

阳东七成规上企业已开工

新年新气象，新春新作为。2023 年 1 月 30 日，记者到阳江市阳东区各大企业探访节后开工复产情况，了解到各大企业的员工正以饱满的

热情投入到新一年的工作中，力争实现“开门红”。

记者在广东夏普特科技有限公司看到，机器轰鸣，冲压、焊接、包装各生产线开足马力，各个车间的工人忙而不乱，有条不紊，呈现出

一派红红火火的景象。“由于订单量增大，生产出货比较紧张，我年初三已经回来上班，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相信我们的公司会越做越强，

订单量会越来越多。”广东夏普特科技有限公司品管部员工徐俊文说。

广东夏普特有限公司是广东鼎宝集团旗下一家公司，主要从事户外烤炉、取暖器等五金产品的开发设计、生产制造与出口销售，产品远

销欧美及澳大利亚等 10 多个国家。广东鼎宝集团副总经理苏永峰介绍，该公司大部分车间在年初三已经开工，为了提升员工工作积极性，他

们还对提前复工的员工给予复工奖励，确保产品按时交付，全力以赴备战“开门红”。

“目前在岗人数有1500人左右，复工率达到80%。去年我们的总产值达7.5亿元，销售金额7.2亿元。现在我们的订单已经排到了今年6月份，

估计2023年的订单会比去年增加。在新的一年里，我们会根据市场需求以及生产计划开展工作，在研发方面，将加大力度进行智能制造地建设。”

苏永峰说。

广东欣科兴五金制品有限公司是一家生产各种高品质、特

殊要求的紧固件、车床加工制品、CNC 精密数控加工制品、各

种精密弹簧、其他精密五金制品的综合型五金制造企业。在生

产车间，工人们正紧张有序地调试着操作设备，随着机械设备

的不断转动，一颗颗大小不一的螺丝不断在不同的流水线上生

产出来。

广东欣科兴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业务经理杨艳表示，新的一

年对企业的发展充满了希望和期待，目前公司各生产线基本调

试完毕。　

“我们公司是在大年初九正式开工，目前的复工率在 85%

左右。希望今年的营业额能突破 1 亿，主要目标是往 CNC 精密

数控方面拓展，目前订单量已经排到今年 3 月，一些客户持续

下单。接下来，我们继续保持最好的服务状态，和客户之间保

持深度交流，做更多新产品。”杨艳说。

据阳东区工业和信息化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阳东区各大中小企业大部分已复工复产，其中规上企业共有 180 多家，开工、复工率接

近七成。◆

2022 年机械工业进出口总额实现增长
据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2022年1-11月我国机械工业累计实现进出口总额9803亿美元，同比增长4.3%；其中，进口3040亿美元，

同比下降 8.23%；出口 6764 亿美元，同比增长 11.12%，实现贸易顺差 3724 亿美元。

其中，重型矿山机械、工程机械、汽车等重点行业累计出口总额同比分别增长 28.6%、23.6% 和 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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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蓝天钛金”项目：达产后年产值超过 20 亿元
东方蓝天钛金项目是烟台航空航天产业龙头项目、高新区孵化壮大的航空航天产业链主企业，主导产品是钛合金材料航空航天紧固件及

结构件，总投资 10亿元，占地 138亩，建面 7万平米，包括研发区、生产区、产业链聚集区，其中生产区 2021 年启动建设，2022 年竣工投产，

建成完全自主设计的数字工厂，同时满足2000万件主导产品生产。产业链聚集区计划今年启动建设，两年建成投产，达产后年产值超过20亿元。

项目优势突出：

一是科技含量高。项目由中国卫星、航发、商飞等行

业龙头合资建设，科技力量雄厚，打破关键零部件制造技

术壁垒，填补国内空白，产品完全替代进口，其中紧固件

产品是国产 C919 大飞机唯一国内供应商。收购中国航发

晋航，拓展航空发动机制造、维修板块，进军核电、医疗

领域，实现技术新突破。

二是发展速度快。生产区仅1年多即完成建设并投产，

发展速度迅猛，当年实现产值 6 亿元，税收 3000 万元，

其中主导产品占国内市场份额 30% 以上。目前已启动上市

进程，正进行最后一轮股权架构调整，计划明年上市。

三是聚集能力强。立足烟台，布局全国，先后在产业

领先的西安、沈阳、上海等地建设生产基地，引进优质项

目，目前在烟台园区引进16家供应链独立法人企业落户。

年内计划启动产业链聚集区，将引进上下游企业 50 余家，构建共同研发、共同生产的全链条生态体系，打造世界先进、国内一流的航空航天

产业集群。◆

晋亿实业：预计 2022 年全年盈利 7959.00 万至 1.18 亿 
晋亿实业发布业绩预告，预计 2022 年全年盈利 7959 万元至 1.18 亿元，同比上年减 45% 至 63%。

公告中解释本次业绩变动的原因为：

报告期内，受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下游市场需求减少，公司产量下降，成本上升，盈利能力下降导致净利润减少。

晋亿实业 2022 三季报显示，公司主营收入 20.58 亿元，同比下降 6.34%；归母净利润 1.08 亿元，同比下降 47.24%；扣非净利润 9842.79

万元，同比下降 49.31%；其中 2022 年第三季度，公司单季度主营收入 6.55 亿元，同比下降 17.76%；单季度归母净利润 764.2 万元，同比

下降 85.41%；单季度扣非净利润 312.4 万元，同比下降 93.6%；负债率 20.93%，投资收益 -168.95 万元，财务费用 -1164.78 万元，毛利率

17.93%。

晋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于各类紧固件的研究和开发，生产销售各类紧固件、铁道扣件、五金制品、精线、自动化仓储设备、钢

轨等产品。公司是国内紧固件行业龙头企业，是全球最大的紧固件制造厂商之一，经过多年发展，公司在紧固件生产、研发、配送等领域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生产国标、美标、德标、意标、日标、国际标准等各类高品质螺栓、螺母、螺钉、精线及非标准特殊紧固件，产品远销国内外，

拥有行业内领先的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同时公司是铁路扣件系统的集成供应商，产品种类齐全，是国内唯一一家能够生产制造全套时速 250

公里和 350 公里高铁扣配件及整件产品的企业，在行业内拥有较高的知名度、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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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前三季度五金制品行业出口保持平稳增长
近日，2022 年前三季度五金制品行业进出口统计数据出炉，数据显示，2022 年前三季度五金制品行业出口总额 1272.58 亿美元，同比增

加 8.55%。进口总额 194.54 亿美元，同比下降 11.12%。从数据可以看出，2022 年前三季度，五金制品行业出口保持了平稳增长，进口则出现

了较为明显的下滑。

出口情况分析：

2022 年前三季度，五金制品行业出口总额 1272.58 亿美元，同比增加 8.55%。其中 7 个子行业出口额呈增长态势，依次为：建筑五金同

比增加 22.82%；拉链同比增加 22.76%；不锈钢制餐具同比增加 15.65%；日用五金同比增加 12.68%；锁具同比增加 7.87%；厨房设备同比增加

2.76%；卫浴产品同比增加 1.35%。

其余 4 个子行业出口额较去年同期有小幅度下降，

依次为：燃气用具同比减少 9.85%；吸油烟机同比减少

7.05%；烹饪器具同比减少 3.46%；工具五金同比减少

1.23%。

各子行业出口额占全行业出口总额占比前 5 位的依

次是：建筑五金 418.14 亿美元，占比 32.85%；卫浴产品

206.45 亿美元，占比 16.22%；工具五金 191.20 亿美元，

占比 15.02%；日用五金 182.59 亿美元，占 14.34%；烹

饪器具 87.61 亿美元，占比 6.88%。以上 5 个子行业总占

比达到 85.31%。其余 6 个子行业占比较少，依次是：锁

具 76.59 亿美元，占比 6.02%；燃气用具 54.19 亿美元，

占比 4.26%；不锈钢制餐具 19.65 美元，占比 1.54%；厨

房设备 16.85 亿美元 , 占比 1.32%；拉链 13.23 亿美元，

占比 1.04%；吸油烟机 6.04 亿美元，占比 0.47%。

进口情况分析：

2022 年前三季度，五金制品行业进口总额 194.54 亿美元，同比下降 11.12%。各子行业进口额占全行业进口总额占比前 5 位的依次是：

建筑五金 108.80 亿美元，占比 55.93%；工具五金 58.27 亿美元，占比 29.95%；日用五金 11.04 亿美元，占比 5.67%；卫浴产品 5.79 亿美元，

占比 2.98%；锁具 4.85 亿美，占比 2.49%。以上 5 个子行业总占比达到 97.02%。其余 6 个子行业占比较少，依次是：燃气用具 1.77 亿美元，

占比 0.90%；拉链 1.51 亿美元，占比 0.78%；厨房设备 1.20 亿美元 ,占比 0.62%；烹饪器具 1.02 亿美元，占比 0.52%；吸油烟机 0.17 亿美元，

占比 0.09%；不锈钢制餐具 0.10 亿美元，占比 0.05%。

2022 年前三季度，从全球范围来看，世界经济似乎正在陷入“滞涨”状态，经济发展接近停滞，物价却在快速上涨。

此外，不同经济体间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导致了国际投资动力不足，世界经济增长放缓态势明显，我国五金行业保稳提质和进出口贸

易面临不小压力。

但另一方面，在我国一揽子稳经济政策以及接续措施落地显效的支撑下，前三季度实现 GDP 同比增长 3%，其中三季度同比增长 3.9%，相

比二季度加快 3.5 个百分点。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积极因素在增多，我国经济企稳回升态势明显，外贸仍保持了稳定增长。

2022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出口总值31.11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9.9%。其中，出口17.67万亿元，增长13.8%；进口13.44万亿元，

增长 5.2%。按美元计价，前三季度我国进出口总值 4.75 万亿美元，增长 8.7%。其中，出口 2.7 万亿美元，增长 12.5%；进口 2.05 万亿美元，

增长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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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螺丝”做“大文章”
2022 年 12 月 4 日，随着当日最后一车冷镦钢盘条 10B33 产品从厂区驶出，建龙北满特钢今年为富奥汽车零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紧固件分

公司（以下简称“富奥紧固件分公司”）所提供的冷镦钢盘条已超过 5000 吨。这一销量，创造了建龙北满特钢双高线投产以来，高端冷镦钢

盘条产品单户年销量的新纪录。

据了解，富奥紧固件分公司创建于 1953 年，是中国第一家

汽车紧固件生产企业，一直处于行业的第一梯队。该公司为国内

外各类轿车、轻型车、中型车、重型车及发动机企业配套生产各

类紧固件产品，产品种类在 7000 种以上。建龙北满特钢生产的高

端冷镦盘条，由该公司进一步加工为各类紧固件产品后，成为汽

车上的各种“小螺丝”。

冷镦钢盘条 10B33 产品属于非调质钢，是生产高强标准件的

重要材料之一，国内生产厂家可谓少之又少，在此之前，建龙北

满特钢从未生产过该产品。当了解到客户要以低成本、高质量的

产品替代原有的 40Cr 调质材的需求后，建龙北满特钢便开始了冷

镦钢盘条 10B33 产品的研发工作。

本次新产品研发的难点不仅仅在于“新”，还在于客户对该

产品的相关指标提出了行业同产品更高的要求。客户之前使用的

是二火工艺生产的 40Cr 调质材，为进一步降低成本，建龙北满特

钢计划将拉拔工艺从两次回火改为一次回火，这就要求研制出的新产品具备成分稳定、有害元素低、钢质纯净度高、脱碳层小，冷镦开裂率低、

盘条原始硬度低、经热处理后强度高、淬透性好等性能。

为了保证产品在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建龙北满特钢研发部的专业技术人员与客户建立了便捷高效的沟通机制，在多次开展技术交流、

充分了解其加工流程及使用信息的同时，还不断对标竞争钢厂，查阅大量国内外相关文献，研究材料机理，最终完成了产品成分、工艺生产路

线、性能屈强比、质量指标等方面的设计，实现产品控制要点精准导入生产现场，使新产品开发获得了成功。

2021 年 6 月，建龙北满特钢以新产品开发速度快、质量高得到了用户认可，当年 10 月份双方首次达成合作。2022 年以来，该公司为用

户开发的冷镦钢盘条产品也从最初 10B33 的单一品种，逐步拓展到 SWRCH22A、SWRCH35K、ML08AL、ML40Cr、SCM435 等多个品种规格。

合作期间，为不断满足客户需求，建龙北满特钢积极提供技术服务，调整工艺参数，提高产品实物质量，得到了用户的信赖。目前，富

奥紧固件分公司采购的 10B33 产品（φ5.5-26mm）原材料 100% 由建龙北满特钢提供，这为企业提升汽车紧固件产品业绩、开发其他汽车紧固

件用户奠定了基础。◆

2022 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长 5.1%
2022 年 1-12 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572138 亿元，比上年增长 5.1%。其中，民间固定资产投资 310145 亿元，比上年增长

0.9%。从环比看，12 月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长 0.49%。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14293亿元，比上年增长0.2%；第二产业投资184004亿元，增长 10.3%；第三产业投资373842亿元，增长 3.0%。

第二产业中，工业投资比上年增长 10.3%。其中，采矿业投资增长 4.5%，制造业投资增长 9.1%，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投资增

长 19.3%。第三产业中，基础设施投资（不含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比上年增长 9.4%。其中，水利管理业投资增长 13.6%，公

共设施管理业投资增长 10.1%，道路运输业投资增长 3.7%，铁路运输业投资增长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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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货工蚂蚁搬家式偷仓库螺丝 500 次

2 年多没被发现，获利 20 万被抓

近日，永年区公安局接到辖区一标准件工厂报警称，存放在标准件仓库内螺丝、螺母多次被盗。此类案件的发生不仅给群众造成经济损失，

更影响了群众的安全感。

为打击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案发后，永年区公安局高度

重视，立即组织大北汪刑警队精干力量成立工作专班，对盗窃

仓库货物案开展案件侦破。

办案民警通过走访排查、调取案发现场及周边监控，初步

确定李某（男，42 岁，永年区人）有重大作案嫌疑。经查，李

某系该标准件仓库送货工人，自2020年4月至2022年8月期间，

在标准件仓库内多次实施盗窃，将盗窃的螺丝、螺母以废铁价

格卖给废品收购站，涉案金额 20 余万元。

2023年1月9日，办案民警将犯罪嫌疑人李某抓获。经审讯，

犯罪嫌疑人李某对盗窃仓库货物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据李某

供述，其发现仓库防范意识不高，便打起了“歪脑筋”，连续

盗窃货物 500 余次，并将盗窃的螺丝、螺母卖出，非法获利 20

余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已被永年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

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年终岁末盗窃案件高发，企业、工厂要提高防盗意识，完善内部安保、管理制度、用人制度，以防引狼入室，一旦发现财物被盗，要及

时报警求助，并保护好现场。◆

中国汽车紧固件市场规模 679.16 亿元
近年来我国冶金、机械、电子、汽车与建筑工业飞速发展，以及我国工业的不断进步，带动了紧固件的需求及生产。2022 年我国金属紧

固件产量为 928.93 万吨，行业市场规模为 1165.14 亿元。

我国汽车紧固件需求量整体呈稳定发展，汽车行业的巨大市场为汽车紧固件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2022 年上半年汽车产量 121.7

万辆，销量 1205.7 万辆。

汽车紧固件在紧固件下游应用中需求最为广泛。在汽车工业、维修与建筑工业、电子工业三大紧固件主要应用领域中，2021 年汽车工业

所需的紧固件数量占紧固件总销量的 34.94%。

汽车紧固件行业受到汽车行业景气度的密切影响。据统计，一台汽车所用紧固件数量约占零件总数的 40%，汽车行业巨大的市场为汽车紧

固件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随着汽车行业全球化生产采购布局的形成，包括伍尔特、ITW、毅结特、内德史罗夫等在内的国际领先的紧固件企业纷纷在国内设厂，抢

占市场份额。从行业细分结构来看，普通汽车紧固件产品技术门槛相对较低，国内企业依托性价比优势已占据了一定的市场份额，但该等产品

附加值相对较低；高强度汽车紧固件方面，由于技术壁垒较高，特别是生产制造 10.9 级以上的汽车紧固件产品，对原材料材质、冷镦、热处

理和表面处理等技术要求较高，目前市场主要由外资企业所占据，其中应用于发动机、底盘等核心部位的高强度紧固件目前仍以进口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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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后小伙“拧螺丝”拧成世界冠军！

中国技能人才这样炼成！

在2022 年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上，中国代表团赢下 21 金、3银、4铜和 5个优胜奖，蝉联金牌榜、团体总分第一名。

世界技能大赛是当今世界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中国代表团成绩不断提升，

也展现了我国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水平。

00 后小伙“拧螺丝”拧成世界冠军

中国代表团的“00 后”小伙蒋昕桦获得重型车辆技术

与维修项目金牌，他在比赛中以规范专业的操作、高超娴

熟的技艺，震撼了现场的裁判和观众，最终代表中国站上

世界技能比赛的最高领奖台，实现了我国在该项目上金牌

“零”的突破。

靠拧螺丝在世界舞台上大放异彩的蒋昕桦，曾因中考

失利与普高失之交臂，一度陷入失落迷茫。后来随着学习

的深入和老师的鼓励，他在技能学习中重拾信心，开始主

动学习，一步一个脚印跟着老师学习重型车辆维修知识，

在 2020 年首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上，获得了重型车辆维修

项目金牌。

我国高技能人才超 6000 万

技能人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力量。加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对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和科技创新能力，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

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011 年，21 岁的裴先峰走出国门，成为我国第一个走出国门参加世界技能大赛并获奖的青年焊工。10 年过去，他如今已成为公司培训中

心最年轻的焊工专家，获得五一劳动奖章、中国青年五四奖章等多个荣誉。

从“加入者”到“领跑者”，我国技能人才的成长也再不断加速。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超过 2 亿人，占就业人员的比例为 26%；高技能人

才超过 6000 万人，占技能人才的比例达到 30%。但从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需求看，我国技能人才总量仍然不足。面对技术变

革和产业转型的发展新形势，我国高技能人才还存在结构性短缺。

持续壮大高技能人才队伍

前不久，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构建以行业企业为主体、职业

学校为基础、政府推动与社会支持相结合的高技能人才培养体系。为充分发挥专精特新企业在促进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等方面的作用，探索创新

产教合作模式，工信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启动开展“专精特新产业学院”建设工作。《专精特新产业学院建设指南（试行）》明确，坚持

产教融合，探索产业人才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深入对接的新型模式。在专精特新企业、关键产业链重点龙头企业等主体的参与下，围绕专精特

新产业学院建设，帮助高校打通相邻专业间的壁垒，对照申报方向的产业链结构形成专业群，破除人才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间的“卡点”和“堵

点”。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黄金时代，也是技能人才成长的黄金时代。中国技能人才队伍正在不断壮大，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

力人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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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机电产品贸易救济调查更隐蔽多样
作为我国出口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机电产品所遭遇的贸易壁垒一直比较严重。“2022年，我会参与处理的机电产品贸易救济调查案件72起，

包括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案件50起，处理结转‘232调查’1起，提交法院诉讼1起，在审法院诉讼1起，处理美国‘337调查’案件19起，

组织行业损害抗辩 19 起。”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说，2022 年，新立贸易救济调查案件数量和金额均大

幅下降。其中新立原审案件共 14 起，均为反倾销调查或包含反倾销的“双反”调查，同比下降 33.3%；涉案金额达 17.3 亿美元，同比下降约

为 50.7%。

上述负责人告诉记者，虽然 2022 年传统贸易救济调查案件有下降趋势，但仍要警惕疫情结束供需平衡后案件回调的可能性。从发起调查

国情况来看，最多的是印度，为 6 起，其次是阿根廷。由于贸易摩擦具有国际传导性，当一个国家对某种产品发起贸易救济调查后，该产品

无法出口便会进行市场转移，使得出口至其他国家的产品增多，

进而导致该国家也相继对该产品发起贸易救济调查。

以光纤光缆产品为例，欧盟于2020年发起光缆“双反”调查；

印度于 2019 年发起单模光纤保障措施调查，并于 2022 年发起单

模光纤反倾销调查；英国作为脱欧后的独立调查国，也于 2022 年

发起单模光纤光缆“双反”调查。

“未来，随着机电产品出口的增长，新兴市场将成为贸易救

济调查的发起国或欧美等发起反规避调查的目的国。”据负责人

介绍，从涉案产品范围来看，涉及行业较为分散，包括铝轮毂、

吸尘器、电热水壶、光伏组件、光缆、单模光纤、工业激光切割机、

印刷电路板等。从调查产品类别来看，5G、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领

域及光伏、新能源汽车等新能源领域已成为并将继续成为案件频

发的领域。近年来，各国用传统贸易调查方式对中国企业进行打

压的同时，还借出口管制、强迫劳动、反补贴新规则、产业政策等多种方式限制中国企业正常经贸活动，手段更加广泛、多样和隐蔽。

2022 年 6 月，美国所谓的《维吾尔族强迫劳动预防法案》正式实施，对我国相关行业和企业出口产生较大影响。据美国海关统计，2022

年 8 月至 11 月，美国海关累计查扣货物达 2171 批，涉进口金额 6.84 亿美元，主要针对棉花、番茄和硅料的下游制品。有消息表明，美国海

关执法范围正扩大至 PVC 和铝锭的下游制品，这将为企业未来出口带来诸多不确定性风险。此外，出口管制也成为美国打击中国高科技企业

出口的重要手段。中美贸易争端持续，美国将中方诸多知名企业列入“实体清单”。2022 年 10 月，美国在将 31 家中国企业 / 机构加入“未

经验证清单”的同时，还宣布如果某一企业被加入“未经验证清单”后，该企业所在国家政府持续地拒绝安排美国商务部对该企业进行最终

用途核查，美国商务部对该企业将加入“实体清单”。中国商务部对此回应称，美方的做法不仅影响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也损害美国

出口企业正当商业利益。美方应立即停止错误做法，给予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公平待遇。中方呼吁各方加强合作，共同构筑安全稳定、

畅通高效、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兔年大年初六，在日内瓦世界贸易组织（WTO）会议现场，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李成钢在发言中表示，“美国这些令人不安的行为清楚

地描绘了美国的形象，即单边主义霸凌行径实施者、多边贸易体制的破坏者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扰乱者”。“如果说传统的贸易救济调查损

害的是部分行业部分企业的出口利益，那出口管制损害的则是高新技术等具有战略性产业的整体利益，不仅影响企业出口、行业发展，还关

乎经济发展和国家利益。”上述负责人表示，为了应对贸易摩擦，机电商会依托“四体联动”机制，紧抓案件特点，切实做好每个案件应对

组织工作；关注国际经贸规则新变化和新趋势，为企业提供超前预警和专业法律指引；搭建全方位的机电商会法律服务平台，综合法律服务

能力不断提升。

中国机电产品相关企业应对贸易救济调查的能力不断提升，不少企业已经或正在建立符合国际惯例及自身发展的内部合规体系。2022 年，

BSI（英国标准协会）为海尔、美的等企业颁发 ISO 37301 合规管理国际标准证书。“标准化的合规实践有如一张全球有效的签证，有利于消

减准入障碍与疑虑。”美的集团全球法务总监陈敏表示，美的也会不断地打造合规文化，持续改进，完善合规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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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下降 4.0% 
2022 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84038.5 亿元，比上年下降 4.0%。2022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

额23792.3亿元，比上年增长3.0%；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总额61610.9亿元，下降2.7%；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0039.6亿元，

下降 9.5%；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26638.4 亿元，下降 7.2%。2022 年采矿业实现利润总额 15573.6 亿元，比上年增长 48.6%；制造业实现利

润总额 64150.2 亿元，下降 13.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实现利润总额 4314.7 亿元，增长 41.8%。

2022 年，在 41 个工业大类行业中，21 个行业利润总额比上年增长，19 个行业下降，1 个行业由亏转盈。主要行业利润情况如下：石油

和天然气开采业利润总额比上年增长 1.10 倍，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86.3%，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增长 44.3%，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

长 31.2%，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 3.4%，汽车制造业增长 0.6%，通用设备制造业增长 0.4%，农副食品加工业增长 0.2%，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

造业下降 8.7%，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下降 13.1%，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下降 15.5%，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下降 16.1%，纺

织业下降 17.8%，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下降 82.8%，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下降 91.3%。

2022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137.91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5.9%；发生营业成本 116.84 万亿元，增长 7.1%；营业收入利润率

为 6.09%，比上年下降 0.64 个百分点。2022 年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总计 156.12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8.2%；负债合计 88.30 万亿元，

增长 8.6%；所有者权益合计 67.82 万亿元，增长 7.6%；资产负债率为 56.6%，比上年上升 0.3 个百分点。

2022 年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 21.65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12.3%；产成品存货 6.04 万亿元，增长 9.9%。

2022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4.72元，比上年增加0.91元；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费用为8.20元，比上年减少0.42

元。2022 年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资产实现的营业收入为 92.4 元，比上年减少 2.9 元；人均营业收入为 182.7 万元，比上年增加 13.4

万元；产成品存货周转天数为 17.6 天，比上年增加 0.9 天；应收账款平均回收期为 52.8 天，比上年增加 3.5 天。◆

2022 年 1-11 月机床工具行业经济运行简讯
2022 年 1-11 月，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重点联系企业统计数据反映，因国内疫情大面积反弹的不利影响，行业营业收入整体持续下行，

且下行速度略有加快。得益于近年来行业企业发展方式和经营管理的转型升级，行业整体利润总额增速逆势回升。

另外，受汽车和电工电器等领域的需求恢复的拉动，金

属加工机床新增订单和在手订单同比增幅明显扩大，为行业

的稳定恢复提供了有利条件。

根据中国海关数据，2022 年 1-11 月机床工具行业进出

口总额 304.8 亿美元，同比增长 1.9%。其中进口总额 114.1

亿美元，同比降低 9.8%；出口总额 190.7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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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6 亿美元，顺差额同比增长 66.9%。

从协会重点联系企业统计数据看，在营业收入连续两个

月增长之后，又连续两个月重回下降区间，表明行业恢复基

础还不稳固。目前全国疫情正处在防治转换阶段，整体影响

仍比较严峻，机床工具行业面临的市场需求和投资偏弱、供

应链不稳定等问题也未得到根本改变，下一阶段行业运行压

力仍然较大。但随着社会经济活动的恢复，2023 年机床工具市场需求的恢复和增长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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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我国风电、光伏发电量首次突破一万亿千瓦时
国家能源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风电、光伏发电发展势头强劲，装机规模保持快速增长，全国风电、光伏发电新增装机突破1.2

亿千瓦，创历史新高；风电光伏年发电量首次突破 1万亿千瓦时。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2022 年，全国风电、光伏发电新

增装机达到 1.25 亿千瓦，连续三年突破 1 亿千瓦，再创历史新

高。全年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 1.52 亿千瓦，占全国新增发电装机

的 76.2%，已成为我国电力新增装机的主体。其中风电新增 3763

万千瓦、太阳能发电新增 8741 万千瓦、生物质发电新增 334 万千

瓦、常规水电新增 1507 万千瓦、抽水蓄能新增 880 万千瓦。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王大鹏表示：“截

至2022年底，可再生能源装机突破12亿千瓦，达到12.13亿千瓦，

占全国发电总装机的 47.3%，较 2021 年提高 2.5 个百分点。”

2022 年我国风电、光伏发电量达到 1.19 万亿千瓦时，较

2021 年增加 2073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1%，占全社会用电量的

13.8%，同比提高 2 个百分点，接近全国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国

家能源局表示，2022 年，我国可再生能源重大工程取得重大进展，

可再生能源竞争力不断增强，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连续 8年全球第一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2022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持续爆发式增长，产销分别完成 705.8 万辆和 688.7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96.9% 和 93.4%，连续 8年保持全球第一。

市场规模全球领先。2021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全年销售 688.7

万辆，市场占有率提升至 25.6%，高于上年 12.1 个百分点，全

球销量占比超过 60%。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 536.5 万辆，同比

增长 81.6%；插电式混动汽车销量 151.8 万辆，同比增长 1.5 倍。

品牌竞争力大幅提升。2022 年，自主品牌新能源乘用车国

内市场销售占比达到 79.9%，同比提升 5.4 个百分点；新能源汽

车出口 67.9 万辆，同比增长 1.2 倍。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排名

前十的企业集团中我国占据 3 席，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企业中我

国占据 6席。

配套环境日益优化。截至 2022 年底，全国累计建成充电桩

521 万个、换电站 1973 座，其中 2022 年新增充电桩 259.3 万个、

换电站 675 座，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速度明显加快。累计建立动

力电池回收服务网点超过 1万个，基本实现就近回收。

工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已进入全面市场化拓展期，预计 2023 年仍将保持较快增长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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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智造创新强市！嘉兴 37 个项目入选省重点研发计划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嘉兴始终坚持把企业技术研发作为政策支持的关键着力点，深入推进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2023 年，嘉兴共有

37 个项目入选了浙江省“尖兵”、“领雁”重点研发计划立项，为嘉兴迈向“智造创新强市”塑造新动能新优势。

走进巨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的组装车间，工人们正忙着对零部件进行精密加工，这些零部件将用于发卡式扁线电机的自动化量产生产线，

为吉利等汽车工厂生产电机设备。得益于新能源汽车发展，近几年企业订单量大大增加，春节刚过，已经收到了总计 5亿元的订单，但产线旁

的工人数量却在减少。

“原来一条产线要 20 到 30 人，现在我们做到了一条产线

只要 2 到 3 人，效率大为提升。”巨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机械

工程师廖旺生说，以前一天大概能做 50 到 60 台电机，现在能做

300 到 400 台。这是企业自主研发的“一秒钟级”新能源驱动电

机自动化生产线，主要用于制造新能源汽车里的核心部件。目前

已经升级到了第四代，从上下料、装配到生产过程的监测都由机

器自动完成。

廖旺生以其中的一个零件来举例，里面的一根 PING，原来

是 2.5 秒生产一根，现在一秒生产一根。以前国内主要以手工为

主或者是德国、意大利进口，现在他们填补了这个国内空白。1.5

秒的差距，看似微小，但在全世界新能源驱动电机自动化生产线

领域，却往往能完成一两代产品的迭代。

今年，巨力的电机综合测试新能源汽车扁线型驱动电机关键

制造技术和装备研发获得了省“尖兵”“领雁”重点研发计划立项。这些创新成果的背后是人才的智慧和企业的心血。嘉兴学院信息科学与工

程学院与巨力自动化已有 5年的产学研合作经历，共同开发了多项浙江省首台套装备。

“我们近期主要在设备的智能化、智能制造、机器视觉这方面做一些合作，同时还运用一些人工智能的技术，数字化车间、智能化的共创，

争取用最少人力生产最优质的产品。”嘉兴学院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周震峰说，目前企业和学校正在共同研发新能源扁线型驱动电机特

色产业关键工艺短板装备，集成全自动生产线和“智能一代”平台系统，争取将生产效率提高至人工方式的 5 倍，产品合格率提升至99%及以上。

长期以来，嘉兴始终坚持抓好科技创新、科技供给，积极打造创新生态，把企业作为创新发展的主体，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常态化开展院企、校企交流活动，让科研成果和企业需求紧密对接，共同助力地方社会经济发展。

嘉兴市科学技术局党组书记吴根军表示，嘉兴即将打造以行业龙头企业为牵引的全球研发中心，同时树立标杆性的示范科研院所，形成

示范效应。要想方设法把科研院所所有的科研人员积极性调动起来，让他们心无旁骛的去做科研，政府相关部门做好保姆式的服务，围绕市场

所需、企业所盼、社会期待去优化生态环境，最终形成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创新氛围，真正实现嘉兴在长三角区域当中的一个科创高

地。◆

国家能源局发布 2022 年全国电力工业统计数据
截至 2022 年 12 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约 25.6 亿千瓦，同比增长 7.8%。其中，风电装机容量约 3.7 亿千瓦，同比增长 11.2%；太

阳能发电装机容量约3.9亿千瓦，同比增长28.1%。2022年，全国6000千瓦及以上电厂发电设备利用小时3687小时，比上年同期减少125小时。

全国主要发电企业电源工程建设投资完成7208亿元，同比增长22.8%。其中，核电677亿元，同比增长25.7%。电网工程建设投资完成5012亿元，

同比增长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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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冷镦紧固件做成行业制高点
岁月更迭，经过 2 年多的建设，克服了疫情等一系列不利因素后，中机申亿检验检测及高端零部件智能制造生产基地项目如今已正式投

入运营。这个项目究竟是怎样一种创举？申亿精密是如何一步步成长为国内紧固件行业的先行者？智慧工厂又将如何引领行业风向？走进申亿

精密高端装备零部件智能制造工厂，这些问题都能一一得到解答。

A 一次颠覆行业的尝试 , 从热镦到冷镦

紧固连接件是人类发明最早的古老零部件，是机械工业不

可或缺的关键基础零部件。在工业文明的发展进程中，人类对

金属冶炼技术的得心应手，加上机械设备不断更新迭代，锻造

紧固件的工艺也变得丰富多元，热镦、温镦、冷镦都是当下主

流工艺。进入新时代后，紧固件行业发展面临着环境和市场的

双重变化。

先看国内环境，我国“双碳”战略的提出，持续刺激企业

转型升级，通过减少单件产品能源消耗量，从而减少碳排放，

提高生产质量。

再看市场变化，近年来，我国打造的大国重器挺起民族脊

梁，而大国重器越大，零部件也相应越大。如果采取传统热镦

工艺锻制大型紧固件，不仅高能耗、质量不稳定、效率低，而

且人工干预度高，材料利用率低。

“在可见的未来，大规格紧固件的需求将不断增多，而且是个性化、定制化的。”面对客观现实，2020 年，申亿精密董事长王凯波萌生

了一个想法：通过运用冷镦工艺来实现大规格紧固件的生产制造。

此前，行业内锻造大规格紧固件主要是热镦完成，即把材料加热后冲压成型，一致性差、效率低、能耗高。冷镦工艺主要常见于标准化

的小规格紧固件的生产，材料无需加热，直接通过外力使材料物理变形，能耗低，损耗也少，效率高。这意味着，申亿精密要走的是一条“人

烟稀少”的道路，是一条自我创造的艰辛之路，没有同行者，更没有引路人，一切都要自己摸着石头，走进紧固件行业的那片“无人区”。

利用冷镦工艺规模化生产，以保证产品的一致性，关键在于模具。让想法落地，才有可能趋向成功；让规划付诸行动，才有可能梦想成真。

说干就干，申亿精密从公司抽调了十余名技术骨干组建了设计研发团队，自主设计模具，并由经验丰富的工程师担任负责人。项目刚启动时，

外界对此有异议，有疑问，更有人从旁劝阻，“做这个投资太大，风险太高”“继续搞传统模式，也有饭吃”。面对如此种种声音，申亿精密

负责人斩钉截铁：“要么不做，做就要做成行业制高点。”设计一个模具，要考虑气流、压力、温度等多重因素对模具的影响，什么材料更耐

磨、抗冲击，适合大规格紧固件生产，都要一一去试验。“试验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许多意料之外的问题不断发生。”负责人回忆起研

发过程，当初的碰壁景象历历在目。但经过 7个月的反复尝试，申亿精密不仅设计出了合适的模具，并不断将模具升级迭代，如今已是第四代。

B 一位标准制定的主力，从引进到自制

从一个想法到一个团队，再到一个项目，申亿精密的愿望变得饱满，也变得触手可及。2021 年底，申亿精密投资 15 亿元建设中机申亿检

验检测及高端零部件智能制造生产基地项目。这是申亿精密在雨花经开区的第三次投资。从雨花经开区智新路拐入上述项目，是申亿精密建设

的检验检测中心，一楼摆放着十余台2米多高的设备。湖南省唯一一台的“500T万能材料试验机”更是让人眼前一亮，主要用于金属材料的拉伸、

压缩、弯曲、剪切等试验，最大拉力达 500 吨。

此前，在关键零部件领域，核心基础材料、先进制造工艺和安全可靠性等共性技术缺乏标准应用研究的统一平台，且国内长期简单引进、

引用国外技术标准，缺乏独立自主的试验验证，标准化技术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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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现实和困境，申亿精密借助自身积攒的深厚产业基础和强大研发实力持续在努力，在突围。2019 年，申亿精密与中机生产力促进中

心合作共建了检验检测平台——中机申亿检测中心，并协同国家标准

创新基地验证分中心平台建立“标准、检测、认证”三位一体的机械

设备及零部件第三方检测中心，不仅提供专业检测服务，还致力于先

进制造工艺及关键零部件应用验证、国家级标准验证检验等一体化服

务。湖南中机申亿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也被认证为“湖南省产业技术基

础公共服务平台”。

作为标准件行业服务模式引领者，中机申亿检测中心瞄准核心零

部件和工程机械领域检测标准化方向，为区域制造业转型升级和新兴

产业战略布局提供技术研发、技术服务、产业孵化、人才引育等全链条、

综合性支撑。

这个投资 5000 万元的检验检测中心，经过几年发展，现有国际一

流设备 400 余台套，检测能力在国内名列前茅。

2020 年，申亿精密推出了自主研发的金相自动识别与分析系统，实现了金相组织的智能检测，能自动识别多种常见的金相组织，识别率

逾 95%，定量评级正确率优于 99%，还能延长产品使用寿命，处于国内领先水平。申亿机械应用研究院则依托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平台，打

造了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标准件验证分中心、湖南省工程机械紧固件连接技术协同创新中心、湖南申亿零部件质量监督检测中心等技术创新

平台等多个科研创新平台。公司是国家紧标委委员单位，拥有专业技术委员 2人，先后参与多项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和团体标准制修订。

C 一个引领全国的工厂，从制造到智造

对申亿精密来说，用最低的成本、最高的效率为市场提供最好的产品，就是建设上述项目的初衷。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申亿精密试图打

造一个可实现柔性制造和敏捷生产的“灯塔工厂”。一台设备就是一条产线，采用工艺集成的先进模式进行全封闭式生产，这不仅在申亿精密

是头一回，更是行业内首个“吃螃蟹的人”。

处于项目 B栋的智慧工厂，车间布局采用产线全闭环设计，分为三个区域：冷镦成形区、产品暂存区和热处理区。

当中最打眼的当属一台超大冷成型机。这台型号为“HBF-536UL”的多工位零件冷镦成型机，镦锻力 850 吨，为全球首台，一举将冷成型

产品由单件重量 2200 克提升到 5000 克。冷镦机中内嵌的成套模具全部由申亿精密自主研发设计。

“这台冷镦机可生产直径达 42 毫米的杆类零件，一分钟设计产能 60 个，产品将广泛用于塔机、风电、高铁和核电等关键部位。”申亿

精密智慧工厂有关负责人介绍，与既有分步式生产方式比较，该设备占地面积仅仅为 20%，能耗降低了 70%，用工 15%，而单位时间产出高出 8

至 10 倍，极大地提高了单位面积产出效率，材料利用率提高 8%。

位于智慧工厂北部的马扎克智能机床，可实现复杂零件的一次性加工成型，零件尺寸直径可达 0.5 米，加工长度可达 2.5 米，精度比同

类产品提高两个等级。

记者走访发现，申亿精密智慧工厂的“智慧”远远不止体现在设备上。整个智慧工厂生产全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在监控当中，通过传感

器采集产程中各项指标，通过网络传输到控制中心进行实时监控，保证了设备的正常运行和产品的质量一致性，同时也迈出申亿精密数字化转

型的重要一步。此外，在同一个车间里完成从材料到成品的全流程，各生产区间的产品转运和工艺链接由智能 AGV 完成，优化了转运动线，降

低工人劳动强度，提高了产出效率，充分实现了产线最短、效率最高的目标。

值得一提的是，申亿精密车间顶部还采用了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余热循环再利用，外墙也采用环保轻质材料，降低了能源消耗，实现

节能降碳绿色生产。申亿精密负责人表示，申亿要建设的是一个世界一流的企业，一个技术领先、品质稳定、节能高效可持续发展的新型零部

件制造领域的灯塔工厂，一个运用模拟仿真、数字孪生、智通网联、新能源技术的企业典范，用科技的力量引领行业进步，促进行业的整体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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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由Carlo Salvi先生于1939年创立，目的是制造除锈设备，

用于加工铁丝和不锈钢线材。用于生产螺丝毛坯的首台 1 模

2 冲设备于 1952 年出厂，由于其创新特征、价格便宜和高生产率

而立即获得成功。

从那时起，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公司已发展成为一家总部位

于意大利 Garlate 的全球领先技术公司，专门制造用于线材冷镦

和温镦成型的创新成型机。如今，最大的紧固件生产商纷纷依靠

卡锣萨尔维的设备来提高其效率。卡锣萨尔维是瑞士哈特贝尔集

团的成员，代表着精密、生产力和最高效率。

如今，Carlo Salvi S.p.A. 是全球知名领先的成型机制造商，

拥有范围广泛的机器：

·1 模 2 冲成型机：用于生产螺丝毛坯，半空心和全空心铆钉；

·2 模 4 冲成型机：用于生产半空心铆钉，标准件和带台阶件；

·多工位成型机（5 或 6 工位）。

名人名企

Interviews

卡锣萨尔维，八十多年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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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锣萨尔维（广州）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中山七路 65 号富邦中心 1404 房

电话：020-81734672

邮箱：sales.china@carlosalvi.com

网址：www.carlosalvi.com

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品牌已成为意大利一贯代表全球的卓越价值观和家族传统的同名词。目前，本公司正在努力寻找一种更环保的方式，

通过研究巧妙且可持续的解决方案来提高员工的舒适度。

卡锣萨尔维的首要任务是通过持续的研发过程完全满足客户的需求，打造新型设备，并提供适合各种所需的技术解决方案。

在即将推出的创新中，本公司将提供一种新的双冲程成型机，用于生产长度达 200mm 的零件和带有搓丝装置的一体机。从现在开始并持

续到未来 3-4 年，公司的目标是完成该产品系列。一个目标，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真正的挑战。事实上，在 2022 年期间公司投资了新资源，

特别是能够提高公司产能的合格和专业人才，并预计在未来几年继续保持同样的趋势，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

可持续性和当前的能源危机无疑是促使 Carlo 

Salvi S.p.A. 更加努力工作并变得更加独立的因

素。公司已确定，从下一年开始，安装新的太阳能

电池板。

疫情过后，意大利中小企业表现出非凡的智慧，

重塑自我，积极应对市场提出的新挑战。事实上，

公司并没有坐等新订单的到来，而是试图通过确定

和研究新产品和服务类型来预测时机，从而增加了

对研发部门的投入。

紧固件市场也不能免于新逻辑，这表明更多本

土化生产将回归：这一趋势将导致未来五年的稳定

增长。本公司已经接受了控制成本和缩短交货时间

的挑战，以免失去在国内和国际上的竞争力。公司

希望对新资源的重组和投资能够支持当前的需求，

同时放眼未来。

由于在世界各地生产和销售了 4000 多台机器，卡锣萨尔维之名已成为质量、可靠性和高性能的代名词。

所有卡锣萨尔维机器的开发都特别注重生态解决方案，以避免烟雾油的排放，并全面尊重和保证操作员的安全。机器的设计和开发不断

升级，技术致力于未来，不断为市场寻找新的解决方案。

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愿景

2011 年初，我们在广州成立了中国分公司——卡锣萨尔维（广州）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满足中国市场的技术支持、备件服务和客户服

务等需求。一些能够生产钛合金线材的特殊零件的机器已经交付给中国的工厂，这些工厂涵盖于航空航天和汽车等领域。这一市场正日益扩大

和强大。◆

卡锣萨尔维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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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浩程：专注于紧固件的研发与制造

强强联合，谱写品质传奇浙
江浩程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0 年，坐落于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西塘桥街道新经济产业园，地理位置优越，毗邻杭州湾北岸，

东林乍浦港，距沪、杭、甬、苏均在 100 公里左右。工厂占地 2000 平米，配有 11 台高速冷镦机，30 台高速攻牙机，工厂专业生产标准

紧固件，主打产品有碳钢和不锈钢法兰螺母和六角螺母等。

浙江浩程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是温州浩盛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的附属企业，由于业务量及业务范围的不断拓展，由此新成立了浩程公司。

温州浩盛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位于浙江温州龙湾，距龙湾国际机场仅 7公里。

作为温州浩盛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的子公司，浙江浩程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也是主要的供应商之一，短短两年时间内，年产值就从零达到

了 3000 吨。

公司拥有十几年的专业紧固件出口经验。出口各类紧固件，如DIN、JIS、ANSI和BS等标准的六角螺母、法兰螺母、尼龙锁紧螺母等，以及螺丝、

螺栓、垫圈和非标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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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浩程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浙浙

电话：0577-86001630，13567784145

传真：0577-86001620

Q　Q：1748395433

邮箱：alex@wzhowl.com

地址：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西塘桥镇新经济产业园东 2栋

网址：www.wzhowl.com，

https://www.chinafastenerinfo.com/vip/113337/

名人名企

Interviews

公司还拥有直接的螺母厂家，有完整、科学的质量管理体系；是标准件、紧固件类产品的专业制造商。

十几年里，公司与国内众多供应商建立了一条稳固的产业链，不仅为客户提供高品质的优价产品，更能保障良好的售后服务来维持稳固

的长期合作关系。浩程的产品畅销韩国、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等中东和东南亚国家，深受客户信赖和喜爱。

公司成立以来，一直以“产品决定市场，诚信决定发展”为理念，致力于打造品质与信誉俱佳的双赢企业，为每一位客户提供最优质的

产品和服务！

诚信、实力与品质，是浩程获得业界认可的法宝，欢迎各界朋友莅临参观、指导和业务洽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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颖运而生，兴耀未来——

颖兴新材料（广东）有限公司开业盛典隆重举行

25 年风雨，硕果累累，再建新厂，筑梦远行。2022 年 12 月 15 日，颖兴新材料（广东）有限公司在广东省韶关市始兴县工业园区举行了

隆重的开业庆典活动。始兴县钟万年副县长、工业园张朝焱主任等当地政府领导，颖兴董事长陈江清、颖兴总经理施红梅，中国机械通用零部

件工业协会姚海光常务理事长、东莞紧固件行业协会刘远平会长等特邀行业领导嘉宾、合作伙伴、媒体代表等数百人齐聚庆典现场，共同见证

颖兴谱写的新华章。金蜘蛛紧固件网作为行业知名媒体嘉宾出席并进行报道。

擂鼓阵阵礼炮鸣，花团锦簇宾客聚。上午 7：30，出席本次庆典的领导和嘉宾陆续抵达现场，并在签名墙签到合影留念，见证颖兴的历史

新时刻和新征程。

开业庆典伊始，首先由颖兴董事长陈江清上台发表致辞。

陈董事长表示：“今天是一个特别喜庆的日子，在你们的大力

支持下，经过紧锣密鼓的筹备，颖兴智能化工厂在这个喜庆的

日子里正式开业。值此开业庆典之际，我代表全公司向光临今

天庆典仪式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

和崇高的谢意。”

陈董事长指出，“经过 20 多载的不懈努力，颖兴公司由小

到大，由弱到强，逐步成长为磷皂化细分领域的领航者。新工

厂的开业标志着我们跨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相信在各位领

导的引领下，在各位合作伙伴的支持下，在各位嘉宾朋友的帮

助下，颖兴将迈向新的台阶。我们将继续秉持‘用户第一、品

质第一’的价值观，向广大用户提供更高性价比的产品和更细

致体贴的服务。我们将继续践行‘为员工创建平台、为社会创

造价值’的企业使命，为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因此，我向所有曾经关心和帮助过我们的各界朋友表示最衷心的感谢，让我们共同携手，共创

共赢，共同迈向更美好的未来。”

据悉，颖兴金属表面处理材料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及销售一体化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于 1998 年成立于深圳，2011 年初由

深圳迁入东莞松山湖高新产业园区，在厦门、昆山、温州设有分公司，广东韶关设有新建的智能化新工厂。公司通过ISO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

IATF16949:2016 认证、ISO14001:2015 环境管理体系及 ISO45001:2018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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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5 年专注于冷塑性加工表面处理产品的研发与制造，服务

于线材拉拔、管材拉拔、冷冲压等各种碳钢与不锈钢加工企业。

随后，中国机械通用零部件工业协会姚海光常务理事长对颖兴

新工厂开业表示祝贺，他表示：“紧固件行业是一个传统产业，这

三年的疫情，给企业造成了非常大的困难。但仍然有不少像颖兴这

样专注技术革新，走专业化道路的公司赢得了飞跃发展，所以我们

应该大力宣扬和支持这样的企业，成为行业的标杆。再有半个月，

我们将迎来 2023 年，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我祝愿在座的朋友们身

体健康，家庭幸福，事业兴旺，万事如意。”

紧接着，始兴县钟万年副县长代表始兴县人民政府和塘厦对口

帮扶指挥部对颖兴公司的投产开业表示热烈祝贺。

钟副县长表示：“颖兴公司 1998 年从深圳起步，2011 年迁入

东莞松山，2020 年签约落户始兴，在陈董事长的带领下，颖兴保持

着每年 20% 以上的增长。相信颖兴智能化新工厂的开业，必将开启

公司飞跃的发展，为我县高质量发展、跨越式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希望颖兴公司把握发展机遇，以新工厂建设投产为契机，扎根事业，

不断创新创造，努力开拓国内外新市场，做大做强。我们将一如既往为各位企业家朋友们提供更周到的服务，营造更舒适的环境，搭建更广阔

的发展平台，最后衷心祝愿颖兴公司生意兴隆，财源广进，祝各位嘉宾朋友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礼花齐放、锣鼓齐鸣，象征着吉祥和祝福的舞狮队上台起舞。随后颖兴董事长陈江清、颖兴总经理施红梅、始兴县副县长钟万年、东莞

紧固件行业协会刘远平会长等嘉宾上台为舞狮进行点睛仪式，金狮龙腾虎跃，寓意生意兴隆、繁荣兴盛！祝愿颖兴的发展蒸蒸日上！祝愿所有

的宾朋万事如意！

接下来开业庆典剪彩仪式如约而至。陈江清董事长、施红梅总经理、钟万年副县长、东莞紧固件行业协会刘远平会长、施先超总监、肖

安清主任等嘉宾拿起金剪，倒数齐开，旗开得胜，也预示着颖兴未来将硕果满满，金玉满堂。剪彩仪式顺利完成，祝福声、欢呼声阵阵响起。

最后，现场嘉宾在颖兴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参观了新工厂。共聚的嘉宾们愉快合影，共同留下这难忘的一刻！忆往昔，峥嵘岁月，千帆过尽；看

今朝，风流尽数，鱼跃龙腾。今天，颖兴智能化工厂开业盛典取得圆满成功；明天，颖兴将奔向新的征程！◆

颖兴新材料（广东）有限公司

地址：东莞市松山湖新竹路松湖中心 1003 号

联系人：徐经理

电话：19525679691

邮箱：dgsyx@dgsyingxing.com

网址：www.dgsyingxing.com，www.chinafastenerinfo.com/vip/81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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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新闻 Global News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月6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全球制造业PMI均值为51.8%，较2021年均值下降4.3个百分点。从全年看，在疫情、

通胀以及地缘政治冲突的影响下，全球制造业需求收缩压力持续加大，全球制造业呈现波动下行趋势。

从各月走势看，2022 年上半年，全球制造业保持稳中趋缓走势，全球制造业 PMI 上半年均值为 53.8%，但下半年全球制造业出现了快速

下探走势，下半年全球制造业 PMI 均值为 49.8%，较上半年下降 4个百分点。

2022 年，欧洲制造业 PMI 均值为 51.9%，较 2021 年均值下降 6.8 个百分点。从各月走势看，从 2022 年 8 月起，欧洲制造业 PMI 持续运

行在 50% 以下，下半年均值为 48.5%，较上半年均值下降 6.7 个百分点。2023 年，地缘政治冲突叠加疫情影响给欧洲经济复苏带来较大不确定

性，欧洲经济继续衰退的风险依然较大。特别是地缘政治冲突给欧洲带来的能源困境是当前欧洲各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

2022 年，美洲制造业 PMI 均值为 53.1%，较 2021 均值下降 6.1 个百分点。从各月走势看，美国制造业下半年的快速下行是影响美洲制造

业走弱的主要因素。报告显示，2022年 12月，美国制造业PMI为 48.4%，较上月下降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环比下降。分项指数变化显示，

美国生产和需求增速较上月均有明显放缓，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较上月均有明显下降，且低于 50%，特别是新订单指数已经连续 4 个月低于

50%，显示美国制造业面临持续的需求收缩压力。

从全年走势看，2022 年亚洲制造业 PMI 均值 50.7%，较 2021 年均值下降 1 个百分点。2022 年，非洲制造业 PMI 均值为 50.7%，较 2021

年均值下降 0.2 个百分点，显示非洲制造业增长虽较 2021 年稍有放缓，但仍保持较为平稳走势。2023 年，非洲经济的发展潜力依然较大。非

洲自贸区的持续推进也有利于非洲区域的贸易和供应链稳定。

分析认为，2023 年上半年世界经济将继续下探。下半年，在假设疫情影响减弱和通胀压力趋缓的前提下，世界经济有望探底回升。◆ 

2022 年全球制造业 PMI 均值为 51.8% 呈现波动下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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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格奥

尔基耶娃 2022 年 12 月 1 日表示，由于一

些主要经济体增速放缓，2023 年全球经济

增速降至 2% 以下的可能性正在增大。

据法新社报道，格奥尔基耶娃当天在

一场国际会议上说，最近一些指标显示，

2023 年全球经济进一步放缓的可能性在增

大，根据 IMF 对 2023 年全球经济增长最

新预期，增速降至 2% 以下的概率目前已升至 25%。IMF 预计全球约三分之一的经济体 2022 年或 2023 年将出现经济萎缩。

IMF2022 年 10 月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2 年全球经济将增长 3.2%，2023 年全球经济增速将进一步放缓至 2.7%。IMF 将于

2023 年 1 月发布下一期展望报告。◆

IMF 总裁：2023 年全球经济增速降至 2% 以下可能性增大

全球紧固件发展史

全球紧固件工业发展始于 1700 年左右，彼时英国的怀亚特兄弟开始生产木质螺钉，工业革命开始后，熟铁制成的方形钉开始出现。

2022 年全球紧固件行业市场现状及发展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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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紧固件市场规模

根据国际知名调研机构 Fortune Bussiness Insights 的数据，2020 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全球经济大幅衰退，紧固件行业市场规模也下降

了 6.76% 至 762.6 亿美元，2021 年全球紧固件行业市场规模回升至 795.4 亿美元，但仍未达到疫情前的水平。

亚太是全球最大的紧固件市场

根据 Grand View Research 公布的数据，2021 年亚太地区紧固件收入占全球紧固件行业收入的 42.7%，是全球最大的紧固件市场。

随着技术的进步，美国出现了世界上第一批专注于紧固件生产的企业，行业技术与产品的不断成熟又催生了紧固件标准体系的建立。到

21 世纪，经过几个世纪的不断发展，全球紧固件行业标准体系已经建立完成，随着各种新型材料不断被引进紧固件制造行业以及下游应用领

域的不断扩展，全球紧固件行业产品种类仍在不断丰富，标准体系仍在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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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7 年市场规模逼近千亿美元

根据 Fortune Bussiness Insights 的预测，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扩张，紧固件行业下游应用市场需求将会不断增加，未来紧固件行业市

场规模将以每年 4.3% 的速度增长，到 2027 年，全球紧固件行业市场规模将会达到 982 亿美元。

全球紧固件市场竞争格局

从营业收入来看，目前全球紧固件行业中，伍尔特集团是唯一一家营业收入超过 150 亿美元的紧固件企业，在行业内占有绝对的优势；

而 ITW、SESCO Industries、Birmingham Fasteners 等其他全球性龙头企业营业收入均在 100 亿美元以下，位列全球紧固件行业第二梯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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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紧固件预计在未来几年将继续增长。根据 WK 研究

公司《2022 年全球塑料紧固件专业调查报告，预测至 2027

年》，由于建筑活动的增加，塑料紧固件行业预计将在预测

年份实现强劲增长。预计这将进一步受到政府在基础设施发

展活动中日益增长的投资的推动。此外，研发活动的增加预

计将为市场提供重要的增长机会。根据 WK Research 的回归

分析模型，2022-2027 年期间的复合年增长率（CAGR）预计

为 6.47%。

分析师的观点：

“由于各种因素，包括汽车产量的增加，汽车向轻量

化的转变以及汽车中电子产品的更多使用，市场预计将会扩

大。制造商正在从标准紧固件转向定制紧固件，这将推动这

一市场。此外，机械的发展以及紧固件质量和坚固性的改进

预计将推动市场需求。原材料价格波动和市场竞争力预计将

影响制造商的利润率。塑料价格的波动不仅是因为石油价格

的影响，还因为供应链等其他市场因素的影响。鼓励制造商扩大地理覆盖范围，以接触利基领域的消费者，减少对第三方供应商的依赖。”WK 

Research 机械和设备市场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师 Sam 表示。

市场洞察力：

市场驱动，电子行业需求激增

在电子或电气设备的某些领域，对防止导电性的塑料紧固件的需求不断增长，导致对塑料紧固件的需求不断增长。塑料紧固件用途广泛，

由轻质材料制成。它们在低温和高温下都很坚固，耐冲击和磨损，有机溶剂和汽油，并在高温下保持形状和刚度。它们还缩短了大量电子模块

和组件组装所需的时间。为了提供优异的耐磨性，塑料紧固件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电子设备的硬件部件。在电子工业中，塑料紧固件是一种具

有成本效益的替代品，可以按原样放置或修改以适应特定的应用需求。这些因素预计将推动市场收入增长。

市场约束，尼龙紧固件耐久性差

尼龙紧固件是吸湿的，因为它可以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尼龙遇湿会迅速变质和膨胀。尼龙紧固件不应该暴露在元素中，包括阳光。尼龙

缺乏紫外线防护，会变黄，变脆并迅速降解。与其他塑料或钢铁相比，尼龙紧固件并不可靠或耐用。因此，建筑、采矿、运输等行业所需的强

度和回弹性是尼龙紧固件无法满足的。此外，它们也不适合工程应用和程序。

竞争格局：

这份 WK 研究市场报告旨在帮助客户提高他们的市场地位，与此相一致，这份报告提供了几个领先的塑料紧固件公司的详细分析，包括伊

利诺伊州工具工厂公司、博萨德集团、阿雷蒙德、斯坦利布莱克德克尔公司、E&T 紧固件公司、Volt 工业塑料公司、Nifco 公司，埃尔金紧固

件集团、德克尔工业公司、Dokka 紧固件和其他参与者。

塑料紧固件市场细分：

根据材料类型，全球塑料紧固件市场分为尼龙、聚丙烯酰胺、热塑性聚氨酯、PEEK 和 PPA 等。在预测期内，尼龙方面预计将获得快速的

收入增长率，因为随着大家对性能需求的不断增加，尼龙具有耐用、能够抵抗化学品和高温，以及损害最小等优点。由于这些特性，它是许多

具有高热设置和严重磨损行业的一个很好的选择。由于成本低，对于厂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成本优势。对于制造商来说，低廉的成本代表着显

著的成本优势。尼龙五金在制造商中更受欢迎，因为它不会燃烧。相反，它们会融化，这使它们成为制造耐火物品的完美材料。在汽车工业、

电信、计算机甚至医疗设备方面，尼龙也比金属和其他材料有更多的优势。

根据产品类型，全球塑料紧固件市场分为铆钉和插入式夹、扎带和夹、螺纹紧固件、垫圈、垫片、衬套等。在预测期内，由于对简单、

2022 年塑料紧固件专业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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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成本效益的紧固件解决方案需求的不断增加，特别是对于需要困难或限制访问的应用，铆钉和推入式夹部分预计将占最大的收入份额。插

入式铆钉的主要功能是将两个物体连接在一起。它提供了一个紧密和安全的紧固，是一个轻型紧固件。此外，由于其适应性，这些铆钉为轻型

和重型应用提供了出色的连接能力。因此，它们在电子元件、电信系统和各种商品中有很多用途，包括钣金组件、潜艇和飞机。它们也有利于

支持家具和其他电器的拉伸和剪切压力。

根据终端用途，全球塑料紧固件市场分为汽车、建筑、电气和电子、零售等。在预测期内，由于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同时在不影响车

辆安全性或性能的情况下降低总重量的需求日益增长，预计汽车部门将实现稳定的收入增长。塑料紧固件在汽车工业中越来越受欢迎，因为它

们耐化学物质和酸，不导电，并且对水和湿度有更好的耐受性。它们正在各种汽车应用中取代金属紧固件。

塑料紧固件市场区域分析：

就地理位置而言，全球塑料紧固件市场被划分为：北美、亚太、欧洲、南美、中东和非洲。在预测期内，亚太市场预计将占全球市场最

大的收入份额。市场的快速增长归功于该地区建筑业的快速扩张。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促进工业发展的支持性政府政策，以及低成本原材料的

可用性，增加了该地区对塑料紧固件的需求，这是促进亚太地区市场增长的其他因素。

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塑料生产国，在世界塑料材料总产量中占很大份额。为了满足该地区对终端用户日益增长的需求，

生产商正在大力投资开发具有更高强度和耐腐蚀性的新型塑料紧固件。此外，消费者对住宅和商业结构美学的日益关注，预计将促进中国、印

度和日本等国家对塑料紧固件需求的增长。

在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快速的城市化和各种电气和电子业务的扩张也促进了全球市场的增长。由于装饰建筑材料的支出不断上升，塑

料紧固件在该地区变得更受欢迎。◆

得益于边境解封、净零碳排及中国、美国等积极推动新基

础建设计划，航天、新能源车、太阳能、轨道交通等用的紧固

件需求逆势增温，也使得丰达科、恒耀、东明等厂对 2023 年

展望相对乐观。

针对航天紧固件发展，丰达科指出，新机需求持续增长。

波音预测航天市场 2023-2024 年可恢复到疫情前水平，未来几

年也将保持增长动能。

恒耀表示，虽然电动车营收占比仍较低，但受惠电动车市

场蓬勃发展，既有客户销量逐步放大、传统车厂客户开发电动

车比例持续提升，另也持续有新的电动车品牌加入市场，看好

相关紧固件需求成长性显著优于传统车。

主力市场在中国的不锈钢紧固件厂东明，虽然 2022 年上

半年面临中国封控，但在中国推行基础建设，以及公司市占率高支撑下，出货量可望突破 13 万吨、续创新高。东明持续看好中国轨道交通、

太阳能、电动车等紧固件需求保持强劲，尤其在能源危机下，预期太阳能用紧固件未来 2-3 年将有爆发性增长，公司认为，2023 年出货量有

望将优于 2022 年再创新高。◆

航天、新基建紧固件需求强，相关业者乐观看 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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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在新冠疫情蔓延、芯片等零部件短缺、原材料成本飙升、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下，全球汽车行业再度经历了疲软的一年。

根据一家市场研究机构的数据，2022 年全球轻型汽车（LV）总销量约为 8,100 万辆，同比下跌 0.6%。

2022 年全球车市：中国稳居第一，印度反超日本

2022 年全球车市：中国连续 14 年稳居第一，印度超日本成第三大车市

根据汇总的 20 国汽车销量数据，2022 年，仅中国、墨西哥、印尼、泰国等八个国家的汽车市场呈同比增长态势。除俄罗斯外，其余各国

的汽车销量虽然较 2021 年有所下跌，但跌幅均未超过 10%。

其中，在诸多不利因素冲击下，中国汽车产/销总量连续14年稳居全球第一，产销分别为2702.1万辆和2686.4万辆，同比增长3.4%和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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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前的预期（2680万辆）基本一致。中汽协指出，2022年，在购置税减半等一系列稳增长、促消费政策的有效拉动下，以及全行业的共同努力下，

中国汽车市场在逆境下整体复苏向好，实现正增长，展现出强大的发展韧性。2023 年，中国车市预计将继续稳中向好发展，全年总销量预计

为 2760 万辆，同比增长 3%。

相比之下，美国和欧洲整体汽车市场的状况不容乐观。根据Autodata的数据，2022年美国轻型汽车销量约为1386.6万辆，同比下跌约8%，

是自 2011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对于 2023 年，美国汽车行业基本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尽管存在对经济衰退、利率上升和其他经济方面的担忧，

但预计 2023 年美国汽车销量将恢复增长，达到 1410 万至 1,500 万辆，不过仍将低于新冠疫情前的水平（1700 万辆）。

欧洲 2022 年新车注册量同比下跌 4.1%，至 1128.7 万辆，2022 年年末连续五月增长的趋势无法抵消 2021 年上半年零部件短缺的影响。欧

洲五大车市中仅德国全年的销量恢复了增长，主要得益于12月强劲的增长。潜在的经济衰退、俄乌局势和能源政策的不确定性、通胀和利率高企、

消费者信心下降等挑战将延续至2023年，西欧汽车市场上半年将进入“衰退期”，但全年销量将同比增长7.8%至1095万辆，但低于此前的预测（同

比增长 9.4%）。

印度仅用四年时间成功超越日本，并在2022年首次跻身全球第三大汽车市场。2018年，印度刚刚超越德国成为全球第四大汽车市场，2021年，

印度汽车销量因受到芯片短缺的打击，仅增长至接近 400 万辆，仍旧排在第四。2022 年，芯片危机的缓解为印度汽车销量的复苏提供了跳板，

消费者需求的释放更是助推了增长，使得印度最终以逾 9万辆的优势超越日本。

相比之下，日本汽车市场连续第四年保持下跌的趋势，2022 年的汽车产销分别为 738 万辆和 420 万辆，同比下跌 0.1% 和 5.6%。总的来

看，日本 2022 年的新车销量甚至还低于 2011 年（421 万辆，当年的销量因日本大地震暴跌），跌至自 1977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023 年，芯

片短缺仍是日本汽车行业面临的下行风险之一。丰田汽车预计 2023 年将生产 1060 万辆汽车，但如果无法采购足够的零部件，产量可能会下降

10%。此外，日本通货膨胀已达到 40 年来的最高水平，这可能会影响消费者信心，从而影响日本 2023 年的销量。

其余车市中，印尼、泰国、马来西亚和越南 2022 年新车销量均呈同比增长的趋势。其中，马来西亚新车销量首次突破 70 万辆，创历史新

高，同比增幅高达 41.6%，扭转了此前连续两年的跌势；越南的增幅高达 33%，主要得益于丰田（91,115 辆，占越南总销量的 25.4%）、本田、

马自达和起亚等车企强劲的销量。

整体来看，市场对全球车市的复苏前景持谨慎态度。根据另一家汽车市场机构的预测，2023 年，全球轻型汽车销量预计将为 8,360 万辆，

同比增长 5.6%。全球车市过去两年被压抑的需求仍然存在，但半导体供应不稳定的复苏模式、能源风险（尤其是欧洲）以及物流堵塞等逆风

因素也会阻碍增长。由于全球汽车行业已经处于或接近衰退水平，因此市场对复苏呈谨慎的态度。

2022 年新能源车市：中国强势领涨，稳居全球第一

2022年，得益于供给改善、油价高企、政府补贴以及车企保价促销等因素，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持续爆发式增长，连续第8年位居全球第一。

中国全年新能源汽车产销累计分别为 705.8 万辆和 688.7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96.9% 和 93.4%，市场占有率达到 25.6%。2023 年，中国新能源

汽车市场将迎来全新的发展阶段——全面市场化拓展期，中汽协预测 2023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将达到 900 万辆，同比增长 35%。

与此同时，德国汽车市场也已经打开了电动汽车的大门。2022 年 12 月，德国电动汽车注册量高达 17.4 万辆（创月度新高），市占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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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55%，助推全年电动汽车注册量增至83万辆，市占率也较2021年增长五个百分点至31%。德国电动汽车销量激增主要与激励措施有关。据悉，

自 2023 年 1 月起，德国纯电动汽车补贴将下调，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补贴将取消。

作为欧洲最大的电动汽车市场，德国 2023 年电动汽车市场份额预计将超过 35%，纯电动汽车市场份额预计将在 25% 以上徘徊，德国纯电

动汽车的销量预计将大幅超过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随着德国电动汽车市场继续升温，内燃机汽车市占率将进一步萎缩，德国可能会比欧盟

规定的时间（2035 年）更早实现 100% 的纯电动汽车销量。

作为欧洲电气化进程最快的国家，挪威 2022 年 12 月电动汽车市场份额高达 87.6%，其中纯电动汽车占 82.8%（2021 年同期：67.1%），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仅占 4.8%（2021 年同期：22.9%），是多年来的最低水平。2022 年全年，挪威电动汽车市场份额从 2021 年的 86.2% 增长至

87.8%，其中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分别占

79.3% 和 8.5%，而 2021 年分别为 64.5% 和 21.7%。

除了纯电动汽车，挪威其余所有车型的市场份额都

在下降，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也不例外。如果挪威要把

剩下的 10% 到 15% 的汽车销量转化为纯电动汽车，需要

提供各种更平价的车型，完善充电基础设施，以及填满

剩余的汽车利基市场。预计挪威市场还需要几年时间才

能出现足够多的价格合理的纯电动车型，使纯电动汽车

市场份额持续超过 95%。

相比于中国和欧洲，虽然日本电动汽车市场一直在

扩张，但速度明显较慢。2022 年日本电动汽车销量约

为5.9万辆，创历史新高，几乎是2021年的三倍。不过，

电动汽车仅占日本乘用车市场的 1.7%，但这是首次超

过 1%。日本汽车行业面临着许多困难，如充电基础设施不足、充电时间长、车型选择范围较少等。不过，日本电动汽车市场规模正逐渐增长，

许多电动车企都认为这是进军日本市场的好时机。

全球电气化大势所趋，电动汽车的普及速度也越来越快。根据彭博新能源财经（BloombergNEF）的数据，在过去的两年里，全球电动汽

车销量从 2020 年的 320 万辆上涨至 2022 年的 1000 万辆。2023 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预计将再创新高，达到 1360 万辆，其中大约 75% 为纯电

动汽车。不过，由于过去两年全球电动汽车高速发展，今年的增速将有所放缓。◆

在全球低碳经济与能源革命的大趋势下，国际社会对能源安全、生态环境、异常气候等领域日益重视。减少化石能源燃烧、加快开发和

利用可再生能源已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共识和一致行动。

2015 年，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新增装机容量首次超过常规能源发电新增装机容量，全球电力系统建设发生结构性转变。得益于风电技术

进步和商业模式创新，风能行业迎来快速发展期，全球风电新增装机容量快速上升。

目前风电作为技术成熟、环境友好的可再生能源，已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大规模的开发应用。截至 2021 年末，全球已有 100 多个国家开始

发展风电，其中美国、丹麦、荷兰、英国、德国、瑞典、加拿大等国家均在风力发电的研究与应用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资金。2016 年，

风电在美国已超过传统水电成为第一大可再生能源，在此前的 7年时间里，美国风电成本下降了近 66%。

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统计，2017 年全球陆上风电平准化度电成本区间已经明显低于全球的化石能源，陆上风电平均成本逐渐

接近水电，达到 6美分 /千瓦时。随着技术进步，风电项目的度电成本仍在进一步降低，风电将成为最经济的绿色电力之一。

2021 年全球新增风电装机容量 93.6GW，其中陆上风电新增装机容量 72.5GW，海上风电新增装机容量 21.1GW。截至 2021 年末，全球风电

累计装机容量达到 837GW，较上一年增长 12%。

全球风电行业总体发展概况及我国风电行业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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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成为第一大风电装机国家

从累计装机量来看，截至 2021 年末，全国陆上风电累计装机容量 320GW，占全球陆上总装机量达 40%，海上风电累计装机容量 25.35GW，

占全球海上总装机量达 48%，中国均已成为累计装机量第一大国家。从新增装机来看，2021 年全国风电新增装机容量 55.92GW，其中陆上风电

新增装机 41.44GW，海上风电新增装机 14.48GW，亦均为第一大新增装机国家。无论是累计还是新增装机容量，我国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

风电市场。

在风电设备产业链方面，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的风电装备制造基地，建立起一条完备、有韧性的风电产业链体系。中国在风力发电机、

轮毂、机架、叶片、齿轮箱、轴承等风机零部件的产量上，能够占到全球 60%-70%，风电整机机组的产量也占全球的 2/3 以上，为成为中国风

电出海创造优势。

在风电装机市场层面，2010年中国新增和累计装机量首次超过美国，从此开始连续 12年稳居世界。根据全球风能理事会（GWEC）的统计，

2021 年全球风电新增装机容量为 93.6GW，

其中中国、欧洲和北美位列前三，占比分别

为 49.9%、18.6% 和 14.3%。伴随“双碳”目

标的落实，中国风电装机需求仍在持续提升。

但是与光伏不同的是，我国风电行业在

总量上的优势主要来自于国内市场。此前提

到的几家国际风电整机制造商，基本瓜分了

除中国之外的国际市场，我国风电在全球市

场中的渗透率仍处于低位。

未来，中国风电在全球市场上的拓展能

力，将成为能否持续全球的关键因素。当下，

面临全球气候危机和能源转型挑战，全球风

电市场需求庞大，具备竞争优势的中国风电

正是走向海外市场的时机。

可喜的是，目前很多国内风电整机商，都已经在海外斩获订单，并在当地市场中具备一定影响力。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底，中国风电

机组累计出口到 42 个国家，累计容量达到 9.642GW。据不完全统计，2022 年全年我国风机制造商的海外订单规模更是刷新历史最高纪录，达

到了 826.9 万千瓦。

从增量市场来看，海上风电是一块巨大的蛋糕，具备更可持续的市场发展空间。中信证券在其研报中指出，截至 2021 年，中国已成为全

球的海上风电市场，同时培育起了完善的海风制造产业链。相对欧洲的海风制造企业，国内制造企业具备扩产和交付能力强、制造成本低的优势。

但是，中国本土企业也面临政策变化、贸易及投资保护主义、环保认证、本地化要求等挑战。在过往案例中，中国企业对不同国家之间

的技术标准和规范理解不足，缺少海外投资经验，融资渠道受限等也是中国企业出海面临的一些问题，未来需要加以重视。

沈宇峰认为，目前是中国风电切入欧洲市场的较好机遇。在这一过程中也要基于海外市场需求调整策略，以风机塔筒企业为例，欧盟对

中国塔筒企业征收 10%-20% 不等的反倾销税，可通过东南亚扩产、欧洲本地建设配套工厂、与欧洲风机龙头绑定等方式规避一定政策及供应

链风险。此外，还应对海外市场政策、商业、汇率等层面的风险进行评估，做好风险缓释方案。

总体而言，相较于传统火电，风电现已具备经济性优势。能源转型浪潮下，发展风电是必由之路。

全球风电仍具有增长空间

风电作为现阶段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之一，在全球电力生产结构中的占比正在逐年上升，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根据全球风能协会（GWEC）

《全球风电报告 2022》预测数据，未来全球风电新增装机容量仍将以年均 6.6% 左右的速度保持稳定增长，并将在 2026 年达到 128.8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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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雨预计二季度小幅复苏 下半年出货回升

紧固件厂春雨表示，库存调节的状况 2023 年首季有望落底，第二

季回稳、小幅复苏，下半年紧固件市况有机会回温。春雨分析，台湾

2021 年最高峰达 1.2-1.3 万吨，平常水位约 9000 吨，2022 年第三季底

至第四季初约 8000 吨，2023 年单月可望回到 1万吨水平。

中国大陆方面，春雨表示，虽然各地疫情再起，但封控力道未来有

望逐渐放缓，市况估已落底，不会再下去。中国大陆出货好时达 6000-

8000 吨，目前 4000-5000 吨，2023 年有望回到 6000 吨。

印尼市场春雨则持续看好，主要是该国 GDP 不断创高、内需畅

旺，又是原物料出产国家，需求受通膨影响较小，目前每月销售维持在

2000-2500 吨。

至于欧洲方面，春雨继续看好；而美国市场也积极扩张，市占稳步增加当中。◆

台湾螺丝外销告捷 2022 年首破 60 亿美元

台 湾 2022 年 螺 丝 全 年 外 销 量

166.53 万公吨、年减 0.7%，居史上第

三高；但外销金额首度突破60亿美元，

达到63.55亿美元、折合新台币近2,000

亿元大关，创历史新高。

台湾螺丝公会理事长蔡图晋表示，

2022 下半年受到全球钢铁景气不佳影

响，虽然厂商接单多少受到影响，致使

外销量稍逊于前年，但外销金额却首度

破 60 亿美元大关，主要是螺丝业逐渐

转型成功，生产高附加值产品，譬如汽

车螺丝，以致于平均单价提高，且持续

朝精密加工和智慧制造产品方向努力。

近来伴随国际钢铁景气逐渐好转，

欧美市况跟着好转，蔡图晋认为，将有

利厂商接单，台湾螺丝业预期笫二季景

气有望复苏，尤其 5 月起外销接单将会

明显好转，所以看好 2023 年外销螺丝市场前景。

螺丝公会指出，台湾螺丝 2022 年 11 月出口平均价格每公斤上升到 3.98 美元，创史上单月新高，但 12 月每公斤滑落到 3.94 美元，虽较

前一个月下跌 1%，但较 2021 年同期上涨 4.78%，创历史单月第二高。◆



《紧固件》季刊 2023年1月 第七十期 .67.

海外商情

Overseas News

台湾中钢发布 2023 年第一季度盘价

台湾中钢近期已经公布 2023 年第一季相关钢铁产品报价调整。与紧固件从业

者最为相关的棒线产品（含低碳、中高碳、冷打、低合金）每公吨将调降新台币1,500

元（约 48.7美元）。不过汽车用产品每公吨将调涨新台币500元（约 16.23美元）。

全部产品的平均基价调幅为 -0.83%。

应对欧盟征收碳税，中钢将供应下游低排原料

欧盟将在 2023 年 10 月起要求进口商提交碳排放报告，预计最慢 2027 年起，

要进入到欧洲市场的特定产品，都须购买凭证，适用范围从钢铝扩大到下游螺丝螺

栓产品。对此，中钢表示，对欧盟国家的新措施，未来台湾螺丝业者均需申报碳排

放量，才能和欧洲客户生意往来。中钢除定出减碳目标与规划，以期望未来供给下

游钢品为低排原料，也将携手钢铁公会、螺丝公会，协助中下游厂商执行减碳作业。

中钢指出，这项减排计划，中钢拟分三个阶段推进，短期先辅助敌商进行组织型碳盘查，取得组织绿色认证；中期将协助厂商以数位转

型作为基础，执行进阶能源管理；长期目标是辅佐厂商产线符合绿色生产，取得出口产品绿色认证。

面对欧盟将征收碳税，中钢指出，在钢铁产业链中，最主要排碳来源仍是上游钢厂。中钢已完成组织型温室气体盘查，通过第三方机构查证，

并委诋英国标准协会（BSI）盘查产品碳足迹，取得查证声明书。此外，中钢亦制定出减碳目标规划并执行，期望未来供应给下游业者的钢品

是具有低碳排原料。◆

日本 JETRO 公布海外日系企业调查，汽车零件业惨跌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对散布于全世界的 7,173 家日系企业进

行问卷调查，并发表了2022年度“海外日系企业实态调查：全世界篇”报告。

该报告是日本在海外市场的前景风向标，且得出了三项结论。

首先，在海外经营 7,000 多家日本公司中，有 65% 预期可在 2022 全

年实现盈利，但汽车零部件等行业出现了亏损且正在扩大。中国的清零政

策，使日本企业在中国有超过 40% 面临业绩恶化，超过了业绩有改善的企

业比例。

在全球，有 45.4% 的日系企业将在海外当地扩大事业。其中在将印度扩大事业的日系企业占了 70%，越南占 60%，可见日本正在持续进攻

东南亚市场。反之有意在中国扩大事业的日系企业占比从 40.9% 下降到 33.4%。

第二，60% 的日系制造业者将重新审视供应链。随着原材料和运输成本的上升以及供应中断的风险变得更加明显，日本将加速探购、生产

和销售的本土化（自产化）战略。在未来一到两年内，日本外派人员的数量将比疫情前减少一半，而日本国内员工的数量将扩大。

第三，日本正加速进行减碳。有超过 40% 的公司已经在采取行动以实现脱碳，比前一年增加了近 10%。与前一年相比，这一数字增加了近

10%。进行绿色采购（要求供应商减碳）的企业数量增加了一倍多。随着减碳排意识在整个供应链中迅速蔓延，不遵守规定的企业可能会面临

贸易机会受限的风险。◆



.68. 《紧固件》季刊 2023年1月 第七十期

海外商情

Overseas News

日本对华机床订单量连续三个月同比增长

日本机床订单量 2022 年 11 月再度下滑，

但来自中国内地的机床订单量则连续三个月同

比增长。

12 月 12 日，日本工作机械工业会发布数据

显示，日本 11 月机床订单量为 1341 亿日元 (约

合 68 亿元人民币 )，同比下降 7.8%。日本机床

订单量已连续两个月下滑。

机床被称为“工业母机”，是制造业中用

于加工零部件、制造机器和半导体的设备，也是

生产工业品的基础设施。日本在高端机床领域处

于全球领先地位。据赛迪顾问报告统计，日本在

2019 年有四家企业位列全球前十。

机床订单量通常作为反映全球制造业投资

意愿的指标。据日经中文网报道，日本工作机械工业会负责人称，“在海外经济的不确定性加强的背景下，客户不像以前那样急于引进设备”。

2022 年 10 月，日本机床订单总额为 1411 亿日元（约合 71.5 亿元人民币），同比下滑 5.4%。这是两年以来，日本机床行业月度订单量

首次低于上年同期。

过去两个月，日本机床的内需和外需订单均有所下降，11 月分别下跌了 8.5% 和 7.3%，10 月则分别下滑了 11.4% 和 2.5%。

日本机床的海外订单主要来自中国、美国及欧洲地区，中国占三成以上。10 月，欧洲和美国的订单分别下滑了 24.6% 和 2.3%，中国内地

的订单增长近三成。

2022 年前 10 个月，来自美国的订单量为 2629 亿日元（约合 133.4 亿元人民币），同比上升 31%；欧洲订单量 1906 亿日元（约合 96.7

亿元人民币），同比上升 10.3%。同期，来自中国内地的订单量达到 3178 亿日元（约合 161.3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5%。自 8 月以来，中

国内地的订单量连续三个月同比增长。

日经中文网报道认为，美国与欧洲的通货膨胀和加息导致经济衰退隐忧，对订单产生影响。中国存在疫情等不确定因素，但其基础设施

投资正在增加。

日本机床制造商发那科在 2022 年 10 月的投资者问答中表示，中国市场对智能手机需求的放缓对机床订单也产生影响，但电动汽车的需

求仍将很高。

智能手机和电动汽车均需要使用超精密加工机床。据日经中文网报道，日本另一家机床龙头企业大隈（Okuma）株式会社社长家城淳称，

中国汽车行业的机床需求旺盛，不管是零部件加工机床还是模具加工机床，纯电动汽车订单份额都大幅提高。

中国国内机床行业近年来逐步形成完整的产业体系、自主化率不断提高，但核心部件目前仍以国际进口为主。

受到国际形势变化，以及疫情散发等多重因素影响，2022 年机床工具行业下行压力加大，中国也出现订单需求下滑现象。据中国机床工

具工业协会统计，2022 年前三季度，重点联系企业金属加工机床新增订单同比下降近 6%。

金属加工机床可分为金属切削机床和金属成形机床。在新能源汽车需求增长带动下，中国金属成形机床订单情况好于金属切削机床。2022

年前三季度，金属切削机床新增订单同比下降 14%，金属成形机床新增订单同比增长 12.6%。

国金证券 2022 年 9 月发布的研报分析称，从金属切削机床产量来看，按照十年更换周期计算，2021 年为一轮机床更新换代需求高点，后

续几年仍有望维持较强的更换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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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2023 年 1月制造业 PMI 初值持续收缩

一项调查显示，日本 2023 年 1 月制造业活动连续 3个月收缩，受全球前景恶化拖累，出口持续疲弱。

经季节性调整后，日本 1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初值报 48.9，与上月终值持平，连续 3个月低过 50 的盛衰分界线。

据香港电台报导，分项数据显示，工厂产出和新订单连续 7个月下跌，但跌幅低于上月。

日本服务业 PMI 经季节性调整后，由上月终值 51.1，升至 1 月初值的 52.4，创 3 个月新高，连续 5 个月增长，受惠于旅游业回暖和新冠

限制措施放宽。1月综合 PMI 初值升至 50.8，高过上月终值 49.7，是 3个月以来首次高过 50。◆

日本 SYNEGIC 推出“TriLead”木工螺丝解决木材龟裂

正在申请专利的 Trilead 螺丝，通过 SYNEGIC 公司新开

发的特殊钻头外型可以切削木材并排出木屑，漂亮地钻入中

密度纤维板或塑合板材，钻入过程中不使木材龟裂，也不产

生毛边。使用前不需对木材钻孔。

它采用铬酸盐表面处理，可搭配六角起子头来使用，适

用于厚度 10-20mm 的木材，包括架子等家用家具。◆

日本福井鋲螺以 75 亿日元投入电动车关联产业

2022 年 8 月，福井鋲螺在滋贺县建立一个物流基地，为东海和关西地

区提供及时的交货。该公司将抓住对电动车零部件的需求，而这一需求预计

将显著扩大。

该公司将在 2023 年夏天新建片山津工厂，作为电动车和高压蓄电池部

件的生产基地，并将利用其擅长的冷锻技术来应对汽车领域的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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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新闻European News

欧洲“碳关税”又进一步！关键委员会投票通过 距正式立法仅一步之遥

当地时间 2 月 9 日，欧洲议会环境、

公共卫生和食品安全委员会（ENVI）投票

赞成欧盟修订后的排放交易体系（ETS）和

碳边境调整机制（CBAM），标志着使该法

案距离正式通过又进一步。

ENVI 委员会表示，57 人投票赞成 ETS

改革，13人投票反对，6人弃权。与此同时，

CBAM 获得 63 票赞成，7 票反对。ENVI 批准

这些关键改革措施后，欧洲碳价格立即大

幅上涨。

ENVI 是欧洲议会下面的一个委员会，

主要负责环境政策和环境保护措施、公共

卫生和食品安全问题。在该委员会通过改

革协议后，意味着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TS）

和 CBAM 改革距离正式立法只有一步之遥。

接下来，预计欧洲议会 2023 年第二季

度举行全体投票。CBAM 只需要在欧洲议会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并获得欧洲理事会批准，就能最终通过。标普全球分析师预计，随着谈判接

近尾声，欧盟碳配额（EUAs）的长期价格将得到上行支撑。

什么是“碳关税”？

2022 年 12 月 13 日，欧洲理事会和欧洲议会就实施新的碳边境调整机制（CBAM）达成政治协议。

所谓碳边境调整机制，是指随着免费配额的逐步退场，预防碳泄漏的新机制。根据规定，只要是生产地碳定价（可能是碳税、碳费、或

被认可的碳交易制度的碳价）低于欧盟 ETS 碳价的产品，一旦进口到欧盟关税区，就要购买 CBAM 凭证，补足其间的差额，因此 CBAM 也被称为

是“碳关税”。

根据协议，欧洲的碳边境调整机制将于 2023 年 10 月 1 日起在过渡阶段生效，并于 2026 年 1 月 1 日完全生效。

CBAM 最初将主要适用于水泥、钢铁、铝、化肥、电力和氢气等行业，因为这些商品的生产属于碳密集型，且碳泄漏风险最大。随着适用

范围的扩大，CBAM 最终（在全面逐步实施时）将捕获 ETS 覆盖行业 50% 以上的排放。

在初始的过渡阶段，进口商只需提交与其商品相关的碳排放信息报告，而无需支付任何财务支付或调整。过渡期过后，CBAM 制度将于 

2026 年 1 月 1 日完全生效，进口商将需要每年申报前一年进口到欧盟的货物数量及其所含的温室气体，并交出相应数量的 CBAM 证书。

该证书的价格将根据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TS）配额的每周平均拍卖价格（以欧元 /吨二氧化碳排放表示）来计算。

在2026-2034年期间，欧盟排放交易制度下的免费配额的逐步淘汰将与CBAM的逐步采用同步进行，最终在2034年实现免费配额的全部取消。

这些边界调整在世界贸易法中没有确切的先例。贸易专家普遍认为，如果边界调整仅抵消国内产业支付的碳价，则不会违反世贸组织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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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 2023 年 10 月征收碳关税扩及紧固件产品

经彻夜协商，欧盟各国与欧洲议会的协商代表在 2022

年 12 月 13 日达成协议，将对进口钢材与水泥等制造污染的

商品征收二氧化碳排放关税，适用范围从钢铝、水泥等上游

产品扩大到下游的螺丝、螺栓等。新机制预定 2023 年 10 月

1 日开始试行。

这套协议名为“碳边境调整机制”(CBAM) ，是欧盟在全

球减碳趋势下的新创设的机制，由执委会在2021年 7月提出。

因欧盟对本地二氧化碳高排放产业设定严格减碳要求，为免

企业因减碳增加成本不敌进口产品的价格竞争力，所以设计

了“碳边境税”机制，要求外国高碳排产品进入欧盟市场时，

需先购买减碳凭证。◆

TR Fastenings 开设匈牙利新厂

基于多年来该区域持续增长的需求，隶属于

Trifast plc Group 的 TR Fastenings Hungary 

Kft 最近位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新厂欢庆开设。

位于布达佩斯 Szigetszentmiklos 市郊南

边，TR Fastenings Hungary Kft 是一家供应国

际代工厂商，以及紧固件与 C 类零件的供应商。

不只内销匈牙利，也外销周边 7 个国家。该公司

拥有全新面积达 3,500 平方米的现代化厂房，厂

房内置 9 个屋檐的仓库，是个容纳量大的配销据

点，可用以支持 TR 公司未来的欧洲成长策略。

TR Hungary 成立于 2000 年，自成立以来，

公司就不断取得显著的发展；其发展速度更是超

越了此前设立的两处据点。该分公司快速发展成

为了 TR 公司和该区域企业的成功故事之一。如

此快速的发展主要来自大型跨国家用品牌的需求

持续上升。匈牙利从以前就属于生产成本相对较低的区域，但却拥有许多可以促进策略性投资的优秀人才。匈牙利地处欧洲中心位置，紧邻 7

个国家，使其成为完美的配销中枢。

TR Hungary 的团队将获得来自集团采购、技术设计、商业、财务、人资和营销度们的全方位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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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尔特集团 2022 年销售额达到 199.5 亿欧元，同比增幅 16.9%

根据初步年度财务报表，伍尔特集

团的年销售额达到 199.5 亿欧元，同比

增 幅 16.9%， 远 高 于 2021 年 170.6 亿

的销售额。销售额经汇率换算后依然有

15.1% 的增长，营运利润由 2021 年的

12.7亿欧元增长到2022年的 15亿欧元。

伍尔特集团中央管理委员会主席

Robert Friedmann 表示：“2022 年，我

们一直在艰难的经济与政治环境下维持

集团运作：比如俄乌战争、原材料和供

应短缺、价格上涨等极具挑战性的状况。

因此，我要感谢我们全球 400 多万家客

户对我们服务的信赖，感谢供应商与我

们携手打造的合作伙伴关系。同时，我

们可靠的企业文化、所有员工的团结以

及家族企业提供的全方位支持让我们在

面对风险时，积极稳定地度过。”

伍尔特集团 85,637 名员工遍布全球

伍尔特集团在 2022 财年招募了 2,454 名新员工，目前集团 85,637 名员工遍布全球，其中涵盖了 43,297 名销售，集团位于德国的员工数

为 26,113 人。

伍尔特电气批发、伍尔特电子和伍尔特工业的增长高于集团内平均水平

2022 年，伍尔特集团在德国的销售额由 2021 年的 69.4 亿欧元增加到 78.5 亿欧元。同时集团在德国以外区域的销售额由 2021 年的 101.2

亿欧元增长到 121 亿欧元。

伍尔特电气批发部门获得了 25% 的增幅，尤为成功。这样的成果离不开该部门领先的服务水准、高水平的产品利用率和高于业界平均水

准的专业物流。同时，该部门也受益于新能源产业的爆发式增长。伍尔特电子深耕无源电子元件、电路板以及电子机电解决方案的销售，获得

了 22.5% 的增长，业务发展势头强劲。伍尔特工业获得了 20.1% 的增长，也高于平均水准。电子商务销售额较 2021 年增长 21.2%，占总销售

额的 20.7%。

对 2023 年的展望

Robert Friedmann 表示：“尽管面临多重危机，但是随着物料短缺好转，集团对 2023 年充满信心。根据德国伊福经济研究所数据，工业

领域的原材料短缺问题已经有所好转。在其他领域，这一问题也在缓解。机械制造业以及汽车工业仍是受原材料短缺影响最大的行业。在建筑

行业，由于建造成本和利率持续上升，许多项目被取消或者推迟。”

“我们仍然需要在 2023 年面对这些挑战。消费者行为和能源价格将如何发展，以及中国防疫政策的变化将对供应链产生什么影响，还有

待观察。在这一脆弱、相互依存的环境中维持集团运作仍将是 2023 年的一项关键挑战。尽管面临各种危机，我们仍将保持势头和积极精神，

保持乐观、谨慎行事。”他补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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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新闻 American News

美国商务部当地时间 2023 年

1月26日公布首次预估数据显示，

2022 年第四季度美国实际国内

生产总值 (GDP) 按年率计算增长

2.9%，2022 年全年 GDP 增长 2.1%。

数据显示，去年第四季度美

国 GDP 增长 2.9%，低于第三季度

3.2% 的增速。2022 年全年，美国

GDP 增长 2.1%，低于 2021 年全年

5.9% 的增速。

具体来看，2022 年第四季度，

占美国经济总量约 70% 的个人消

费支出增长 2.1%，低于第三季度

数据；反映企业投资状况的非住

宅类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0.7%，增

幅较第三季度明显收窄；住宅类

固定资产投资暴跌 26.7%，该数据

已经连续 7 个季度下滑。

此外，净出口拉动当季经济增长 0.56 个百分点；私人库存投资拉动当季经济增长 1.46 个百分点。

美国总统拜登当天表示，该经济数据“简直不能更好”，“我们正在往正确方向前进”。

分析人士认为，受美联储持续加息影响，美国经济在 2023 年第一季度增速将继续放缓，在 2023 年经济可能陷入“轻微衰退”。

为应对通胀，美联储 2022 年七次加息。2022 年 12 月，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 50 个基点到 4.25% 至 4.5% 的水平。

根据美国劳工部 1 月 12 日数据，美国 2022 年 12 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6.5%，增幅已经连续六个月出现下降。美媒预计，

随着通胀“降温”，在今年 2 月 1 日结束的议息会上，美联储可能放缓加息幅度。

美国商务部通常会根据不断完善的信息对季度经济数据进行三次估算。2022 年第四季度经济数据修正值将于 2 月 23 日公布。◆

美国 2022 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长 2.9% 全年经济增长 2.1%

美国对钢钉作出第二次双反日落复审终裁

2022 年 12 月 29 日，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称，对进口自阿联酋的钢钉（Steel Nails）作出第二次反倾销快速日落复审终裁，裁定若

取消本案的反倾销税，将导致阿联酋涉案产品的倾销以 184.41% 的倾销幅度继续或再度发生。

2011 年 4 月 27 日，美国商务部对进口自阿联酋的钢钉启动反倾销调查。2012 年 3 月 23 日，美国商务部对进口自阿联酋的钢钉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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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商业建筑产业用创新工具、技术、软件和服务领导供应商 Hilti North America 发表 Kwik-X 锚固系统，其整合了黏着型壁虎的

高性能和螺丝壁虎的安装速度和简便性。

因为降低了传统黏着型壁虎安装流程的多个步骤，Kwik-X 减少了耗成本的人工作业和工事支出。相较于传统黏着型锚固系统，Kwik-X

可以缩短安装时间最高达 70%，节省最高达 20% 的总安装成本。

Hilti North America 紧固和防护事业部门资深经理 Rafael Santos 表示：“通过使用 Kwik-X 降低安装的复杂性，外包商可以节省

时间和金钱。比传统黏着型锚栓安装速度快上 4 倍，同时结合 Hilti 本身在产业内的领先专业技术，降低劳动成本和帮助创造更让人安心

的工作场所。”

由便利的 Kwik-X 预装填黏着剂胶囊和 Kwik HUS-EZ 螺丝锚栓组合而成，这个系统提供安全关键应用必要的性能表现。其减少了安装

过程中所需要的步骤数，如是孔洞清洁、修复时间、涂饰等，免除黏着剂的浪费和对刷具、空压机和涂布机的需求。这个简便性产生更高

的生产力，减少人为错误的风险。其他例如在实际工区情况下的高性能表现以及在相同凿孔中移除和重新安装锚栓的能力都能满足安装者

需要。这些要素帮助节省了外包商的时间和金钱。◆

Hilti 发表 Kwik-X 锚固系统 整合黏着型壁虎效能和螺丝壁虎的速度和简便性 

反倾销终裁。2017年 4月 3日，美国商务部对进口自阿联酋的钢钉启动第一次反倾销日落复审调查，并于2017年 10月 19日延长了征税期限。

2022 年 9 月 1 日，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对进口自阿联酋的钢钉发起第二次反倾销日落复审调查。◆

Stanley Black & Decker任命Patrick Hallinan为新财务长

Stanley Black & Decker 公司宣布任命 Patrick Hallinan 为执

行副总和首席财务长，并自 4 月 6 日生效。Hallinan 接替临时首席财

务长 Corbin Walburger 的位置，将直接向 Stanley Black & Decker

公司董事长兼执行长 Donald Allan Jr. 报告。Walburger 将重新接

任他先前业务发展副总的职位。

董事长 Allan 表示：“经过严格的挑选，我很高兴欢迎 Patrick

加入 Stanley Black & Decker 团队。他是经验丰富的执行主管，曾

在一些顶级消费者品牌中领导过在全球有高绩效表现的财务相关部

门。他在复杂且竞争激烈的行业中实现业务绩效、增长和价值创造方

面有着深厚经验。我期待在执行我们的转型以及核心业务和强健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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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C Industrial Supply Co.并购Buckeye Industrial Supply Co.和Tru-Edge Grinding Inc.

为北美产业客户提供金属加工和保养修护及运营

产品的主要分销商 MSC Industrial Supply Co. 公

司宣布已收购位于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独立金属加工

分销商 Buckeye Industrial Supply Co. 和位于俄

亥俄州圣亨利的客制工具装造商 Tru-Edge Grinding 

Inc.。

Buckeye 和 Tru-Edge 是独立运作的公司但互相持

有股份。根据收购协定，Buckeye 和 Tru-Edge 将继续

以其目前的名称在 MSC 公司旗下运营。这两家公司在

2022 年的总营收估计为 2,800 万美元，有员工 80 名。

Buckeye 公司成立于 1947 年，主要服务大型制造商的金属加工需求。MSC 公司计划向客户提供其 200 多万种产品组合来强化 Buckeye

的技术、高科技个性化关伪和加值型服务以支援其全部金属加工和 MRO 需求，并通过旗下商务平台驱动电子商务方面的营收。

Tru-Edge Grinding 则为 MSC 带来了全新工具制造的能力。Tru-Edge 成立于 1996 年，在俄亥俄州的圣亨利有一座制造 / 研磨工厂，

在俄亥俄州的代顿还有一个刀具维修厂。Tru-Edge 公司的业务有很大部分集中设计生产工具，尤其是汽车和医疗市场。Tru-Edge 将作为

MSC 的工程设计卓越中心，并将与 MSC 现有修磨业务联合起来，为美国中西部裂造客户提供支援。Tru-Edge 的高技术、高附加价值服务将

支援 MSC 为客户节省成本的努力。

MSC 董事长兼执行长 Erik Gershwind 说 Buckeye 和 Tru-Edge 的加入，加上 MSC 近年来收购 Deco Tool Supply、Engman-Taylor 

Company、Wm.F.Hurst Co. 和 AIS 将扩大其在美国中西部制造商之间的影响力。◆

品牌组合的精简和优化与他合作。我也代表董事会和管理团队，感谢 Corbin 在公司关键时期为财务组织的管理提供宝贵贡献。”

Hallinan表示：“我很荣幸在这关键时刻能加入全球工具和户外用品的领导者Stanley Black & Decker。我长期关注这家公司的同时，

我也对其领导团队和正在快速发展的转型深感佩服。公司的标志性品牌组合以及其高度工程化和不断增长的产业业务，为长期的盈利增长

和价值创造奠定了坚实基础。”

Hallinan 已经取得美国西北大学的经济学学士学位，并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的金融和会计学企管硕士学位。◆

ToughBuilt发表创新螺丝钳

ToughBuilt Industries, Inc. 宣布推出全新

螺丝钳系列，将通过美国领先的家庭装修零售商和

ToughBuilt 不断增长的北美和全球交易伙伴及采购

集团战略网络进行销售，为全球 18,900 多个店面和

线上门户网站提供服务。

ToughBuilt 的新产品系列是为强大的全球专业手工具市场而设计。根据 2022 年的市场研究报告，手工具市场需求预计将从 2020 年的

212 亿美元增长到 2030 年的 318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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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C工业收购Champion Bolt

美国俄亥俄州费尔菲尔德的 AFC 工业公司（2021 年被

Bertram Capital 收购）收购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的

Champion Bolt。Champion 成立于 1986 年，专门为 OEM 装配

环境提供定制解决方案和服务。

AFC 执行长 Kevin Godin 表示：“Champion AFC Indus-

tries Bolt 已经展示了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的长期承诺，并

深化了 AFC 平台的若千独特能力。我们很高兴欢迎他们加入

AFC 这个大家庭。”Champion 总裁 Dave Ott 补充说：“作为

AFC 集团的一部分，带来了一些资源，将为我们与新客户和现

有客户释放更多的机会。我们与几个潜在的买家谈过，并相

信 AFC 的文化和战略将是最适合我们团队和客户的。”

AFC 工业公司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组织，致力于为原始设备

制造商、装配厂和这些产品的其他使用者提供紧固件、工具

和装配部件的供应链管理解决方案。◆

ToughBuilt 公司的共同创办人兼执行长 Michael Panosian 评论表示：“在螺丝钳领域一口气推出 40 款全新手工具系列将为公司带来

新的收入机会。我们正继续巩固 ToughBuilt 在手工具市场的地位，计划在 2023 年及以后继续扩大我们的产品供应。”◆

Endries国际收购Alliance Nut & Bolt, LLC

位于美国威斯康辛州 Brillion 的 Endries 国际公司已经收购

了 Alliance Nut & Bolt, LLC，该公司在美国堪萨斯州 Salina 和

奥克拉荷马州 Okarche 设有工厂。

Alliance 由 Leon Oshman 和 Kevin Oshman 于 1978 年创立，

致力为市场提供无与伦比的客户服务。Alliance Nut & Bolt 的主

要产品包括供应商管理库存、点对点管理库存和配套解决方案。在

公司工作了 20 年的 Rick Ambrosier 将继续担任分公司经理职务。Kevin Oshman 将在过渡期内续留公司。

“在 Alliance，我们一直都欢迎提供高水平客户服务的领导团队。此外，Endries 很高兴扩大我们在美国中心地带的足迹，并有机会满

足该地区客户的需求。”Endries 国际公司董事长 SteveEndries 如此说。

Endries 是一家领先的紧固件和 C类零件分销商，为全球工业原始设备制造商和工业市场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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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对华钢盘条作出第一次反倾销日落复审终裁

2023 年 1 月 19 日，墨西哥经济部在官方公报发布公

告，对原产于或进口自中国的钢盘条（西班牙语：alambrón 

de acero）作出第一次反倾销日落复审终裁，决定维持 2016

年 7 月 28 日原审终裁确定的反倾销税 0.49 美元 / 千克不

变，涉案产品的 TIGIE 税号为 7213.10.01、7213.20.91、

7213.91.03、7213.99.99、7227.10.01、7227.20.01、

7227.90.99、9802.00.01、9802.00.07、9802.00.13、

9802.00.19和 9802.00.23。措施自2021年7月29日起生效，

有效期为 5年。

2015 年 9 月 2 日，墨西哥对原产于或进口自中国的钢

盘条发起反倾销调查。2016 年 7 月 28 日，墨西哥对该案作

出肯定性终裁，对涉案产品征收0.49美元/千克的反倾销税。

2021 年 7 月 22 日，墨西哥经济部在官方公报发布公告，应墨西哥企业 Ternium México, S.A. de C.V.、Arcelor Mittal México, S.A. 

de C.V. 和 Deacero, S.A.P.I. de C.V. 的申请，对该案启动第一次日落复审调查，涉案产品的 TIGIE 税号为 7213.10.01、7213.20.01、

7213.91.03、7213.99.99、7227.10.01、7227.20.01、7227.90.99、9802.00.01、9802.00.07、9802.00.13、9802.00.19 和 9802.00.23。◆

巴西对华合金钢条作出第一次反倾销日落复审终裁

2022 年 11 月 25 日，巴西经济部外贸委员会

管理执行委员会 (GECEX) 发布 2022 年第 420 号决

议，对原产于中国的合金钢条（葡萄牙语：barras 

chatas de aço ligado）作出第一次反倾销日落复

审终裁，决定继续对中国的涉案产品征收为期 5 年

的反倾销税，税额为 437.09 美元 /吨。

涉案产品为经由简单热轧、热拉伸或热挤压，

既非快速切割也非由硅锰钢制成，厚度大于等于4.5

毫米、小于等于 60 毫米，宽度大于等于 50 毫米、

小于等于150毫米，无论是圆形、方形等的合金钢条，

涉及南共市税号 7228.30.00 项下产品。决议自发

布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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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紧固件市场如何？

金蜘蛛带来俄罗斯展 METAL-EXPO 参展实况

2022 年 11 月 8 日，为期 4天的第二十八届俄罗斯国际金属冶金

工业展（METAL-EXPO）在俄罗斯莫斯科国际会展中心（Expocentre 

Exhibition Center, Moscow）拉开了帷幕。

人气超旺的金蜘蛛紧固件网携同明星杂志——全英文采购指南

《China Fastener Directory》（简称 CFD），以展会支持媒体身份

参展（展位号：82D18），帮助中国紧固件企业开拓俄罗斯市场。接下来，

赶紧跟随金蜘蛛俄语专员一起来感受现场盛况吧！

作为俄罗斯金属加工、冶金行业的领先展览会，METAL-EXPO 由

俄罗斯金属展览公司主办，俄罗斯钢铁供货商协会为支持单位，展会

每年一届。

展会现场人潮涌动，来自全球 400 多家企业展出了黑色金属和有

色金属行业的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及全系列产品，前来参观的专业观众

主要从事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产品，建筑、电力和工程技术，运输和

物流，机械制造等行业。

参展企业主要来自俄罗斯本土，除此之外，本届展会还迎来了

来自中国、白俄罗斯、意大利、土耳其、印度、德国、法国、英国、

奥地利、美国、韩国、伊朗、斯洛伐克、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的国际展商。

金蜘蛛摊位吸引了众多俄罗斯采购商前来洽谈，他们几乎都带

着明确的采购需求，比较对口。根据金蜘蛛俄语专员反馈，展会接

待的俄罗斯客户主要采购各类紧固件，包括膨胀螺栓、铆钉、五金件、

建筑紧固件、工程紧固件、电子设备用紧固件、汽车紧固件等。

金蜘蛛俄语专员不仅现场推广金蜘蛛英文网和派发 CFD 杂志，

还邀请国外客户关注金蜘蛛海外社交平台。

由于俄罗斯近年汽车、航空及机械工业发展蓬勃，俄罗斯紧固

件自身供给不能满足需求，极其依赖进口。据统计，2021 年俄罗斯

进口紧固件数量达 46.1 万吨，进口金额达 12.89 亿美元。其中，中

国大陆是俄罗斯最大的紧固件进口来源地，市场占有率达 44%，远超

第二位的德国（9.6%）和第三位白俄罗斯（5.8%）。

同时，俄罗斯是中国第二大紧固件出口市场。据中国海关数据

统计，2021 年中国出口到俄罗斯的紧固件数量达 329,872 吨，出口

金额达544,577,575美元。出口数量排行前五位的紧固件产品依次是：

自攻螺钉、其他螺钉和螺栓（抗拉强度在 800 兆帕以下）、其他螺

纹产品、螺母、其他垫圈。

俄罗斯生产的紧固件主要出口至邻国，如哈萨克斯坦、白俄罗

斯等。2021 年俄罗斯紧固件出口数量为 7.7 万吨，出口金额为 1.49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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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1 月 23 日，为期三天的第八届印度国际线缆及线材展览会（wire India）和第九届印度国际管材展览会（Tube India）在印度

孟买展览中心拉开了帷幕，并与印度冶金展（METEC INDIA）和印度埃森切割焊接展（WELDING & CUTTING INDIA）同期举办。作为展会支持媒体，

人气超旺的金蜘蛛紧固件网携同旗下的外销版杂志《China Fastener Directory》（简称 CFD）亮相本次盛会（展位号：Hall 2，C37）。

据了解，本届四展联动的展览面积达 22000 平方米，合共两个展馆：1 号馆为 wire India、Tube India 和 METEC INDIA，2 号馆为

WELDING & CUTTING INDIA。其中 wire India 和 Tube India 由杜塞尔多夫展览（印度）有限公司举办。展会吸引了来自印度、德国、意大利、

瑞士、越南、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土耳其、南非、法国、挪威、奥地利、澳大利亚、丹麦、美国、瑞典、英国、西班牙、芬兰、新加坡、加

拿大、卢森堡的 400 多家参展商，其中德国和意大利展商组团亮相。

金蜘蛛记者发现，虽然 wire & Tube India 不是以紧固件为主题的展会，但到场观众当中仍然有一部分是跟紧固件关联的。展馆人流如

织，金蜘蛛摊位汇聚了不少对紧固件感兴趣的采购商，纷纷前来索取 CFD 杂志。金蜘蛛海外特派专员有条不紊地接待到访的印度客户，耐心倾

听采购商需求并进行深入交流。印度客户主要采购螺钉、干壁钉、钻尾螺钉、纤维板钉、螺母等各种紧固件。他们对价格普遍表现敏感，best 

price 是他们的口头禅。客户的公司性质大多数为制造商、贸易公司、批发商、进口商。他们希望通过金蜘蛛紧固件网 China Fastener Info

的专业媒体，给他们推荐对口的紧固件供货商。

金蜘蛛查阅海关数据统计得知，2021 年 1-12 月中国出口到印度的紧固件数量达 88277 吨，出口金额达 296,252,339 美元，是中国主要的

紧固件出口市场之一。中国出口至印度前三的紧固件产品依次是：自攻螺钉、其他螺钉及螺栓（抗拉强度在 800 兆帕以下）、螺母。通过对比

往年出口数据，金蜘蛛发现近年中国出口到印度的紧固件数量出现增长的态势。

由于紧固件在各行各业应用广泛，因此印度本地也制造各种各样的紧固件以适应行业需要，包括排气管螺栓、车轮螺栓、标准六角螺钉 /

螺栓、内六角螺钉、内六角圆柱头轴肩螺钉、焊接螺母、方螺母、六角螺母、自攻螺钉等。在印度政府“印度制造”计划的帮助下，印度制造

业有望为工业紧固件市场带来巨大需求。

据相关行业报告显示，预计到2023年印度工业紧固件市场将达到4600亿印度卢比， 并且2018-2023年期间以约9.6%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

紧固件公司通常通过各种分销渠道（分销商、直销商、在线渠道和工业活动）在印度销售其产品。该行业取消许可证制度正在促进全球主要制

造商进入印度市场。印度进口的紧固件主要是其他螺钉和螺栓，无论是否带有螺母或垫圈，然后是其他无螺纹紧固件和螺纹螺母。

印度工业紧固件市场根据应用、产品类型和市场组织进行细分。由于印度汽车制造业的增长，汽车行业预计将成为印度工业紧固件的最

大应用行业，到 2023 年将占据市场的主要份额。印度汽车销量的上升，极大地推动了该国汽车配套市场的增长，包括汽车行业专用紧固件。

用于制造发动机、底盘、模塑件、悬架系统和车轮等汽车零部件的紧固件使用量不断增加，预计将推动印度工业紧固件市场的增长，其次是建

筑和工程行业。

　欢迎关注金蜘蛛紧固件网，我们将持续为您分享更多有价值的海外展会资讯和商情！海外推广微信咨询：15828313339。 ◆

探寻印度紧固件市场商机

走进印度展 wire & Tube India



金蜘蛛明星出品——全英文采购指南《China Fastener Directory》（简称 CFD），作为中国紧固件行业第一本全英文外

销杂志，创刊于 2007 年并首发当年德国斯图加特紧固件展，CFD 环球之旅由此正式官宣启航！ CFD 杂志一年两期，每期发行 3

万册，其中印刷版派发 1.2 万册，电子版下载 1.8 万次，发行覆盖全球 180 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国外采购商的热烈追捧。金

蜘蛛传媒作为海外知名展会的支持媒体，每年参展 10 多个海外展会并大量派发 CFD 杂志，累计参加海外展会 130 多场。我们

亲临现场，把 CFD 送达国外采购商手里，为中国紧固件企业创造更多产品出口和对外合作的机会。

◆【德国斯图加特紧固件展】

Fastener Fair Global

时间：2023 年 3月21-23日

地点：德国斯图加特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英国迈布克斯会议展览集团

◆【日本名古屋工业展】

Manufacturing World Nagoya

时间：2023 年 4月12-14日

地点：日本名古屋 Portmesse 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日本励展展览有限公司

◆【台湾国际扣件展】

Taiwan International Fastener Show

时间：2023 年 5月3-5日

地点：台湾高雄展览馆

主办：台湾贸易中心，台湾区螺丝工业同业公

会

◆【意大利国际五金博览会】

International Hardware Fair Italy 2023

时间：2023 年 5月 5-6日

地点：意大利贝加莫展览中心

主办：德国科隆展览有限公司

◆【美国紧固件展】

Fastener Fair USA

时间：2023 年 5月16-17日

地点：美国田纳西州纳什维尔音乐之城中心

主办：励展博览集团

◆【印尼国际紧固件与固定技术展】

INAFASTENER

时间：2023 年 5月24-26日

地点：印尼雅加达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GEM Indonesia

◆【西班牙毕尔巴鄂国际五金工具展览会】

INDUSTRY TOOLS BY FERROFORMA

时间：2023 年 6月6-8日

地点：西班牙毕尔巴鄂展览中心

主办：西班牙毕尔巴鄂展览中心

◆【土耳其工业博览会】

WIN EURASIA

时间：2023 年 6月7-10日

地点：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博览中心

主办：汉诺威展览会（土耳其）有限公司

◆【日本工业展】

Manufacturing World Japan

时间：2023 年 6月21-23日

地点：日本东京有明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日本励展展览有限公司

◆【泰国制造业博览会】

Manufacturing Expo

时间：2023 年 6月21-24日

地点：泰国曼谷国际贸易展览中心

主办：励展泰国公司

◆【印度五金工具及紧固件展览会】

Hand Tools & Fastener Expo

时间：2023 年 9月1-3日

地点：印度孟买会展中心

主办：Hyve展览集团

◆【墨西哥紧固件展 | 墨西哥五金展览会】

Fastener Fair Mexico | Expo Nacional 

Ferretera

时间：2023 年 9月7-9日

地点：墨西哥瓜达拉哈拉展览中心

主办：励展博览集团

◆【日本大阪工业展】

Manufacturing World Osaka

时间：2023 年10月 4-6日

地点：日本INTEX 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日本励展展览有限公司

◆【越南国际机床及金属加工机械展】

METALEX Vietnam

时间：2023 年10月 4-6日

地点：越南胡志明市西贡会展中心

主办：励展泰国公司

◆【美国拉斯维加斯紧固件展】

International Fastener Expo

时间：2023 年10月 9-11日

地点：美国拉斯维加斯曼德勒海湾酒店

主办：美国 Emerald Expositions展览公司

◆【韩国金属展】

Korea Metal Week

时间：2023 年10月18-20日

地点：韩国 KINTEX 展览中心

主办：韩国贸易展览公司

◆【俄罗斯国际金属冶金工业展】

METAL-EXPO

时间：2023 年11月7-10日

地点：俄罗斯莫斯科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俄罗斯金属博览会公司

◆【日本福冈工业展】

Manufacturing World Fukuoka

时间：2023 年 11 月 29-12 月 1 日

地点：日本福冈 Marine Messe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日本励展展览有限公司 ◆

2023 有哪些海外紧固件展会值得去？

活动追踪

Events

全英文采购指南 CFD 环球之旅预告

*** 参展计划可能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但保证 CFD 每年参展 12 个或以上海外展会 ***



《紧固件》季刊 2022年1月 第七十期 .93.

活动追踪

Events



.94. 《紧固件》季刊 2032年1月 第七十期

活动追踪

Events

重磅！2023广州国际轴承展览会将于 3月 1日

在广交会展馆隆重开幕

时间：2023 年 3 月 1-3 日  

地点：广州广交会展馆

主办单位：

德国法兰克福展览集团  广州光亚法兰

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十四五”规划中提出的新基建工、新

能源、物流、高端制造等工业智能制造领域，

到 2024 年我国智能制造行业市场规模将超

过 5 万亿元，对轴承行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

遇。广州国际轴承展览会（Asiabearing），

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引导企业开启

数字化转型，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助力企业

实现可持续增长。

2022 届广州国际轴承展览会（Asia-

bearing) 于 3 月 5 日圆满落幕。为期三天的

展会吸引了众多工业智能的精英品牌莅临，

展会汇集了来自中国、德国、意大利、俄罗

斯、土耳其、新加坡、日本、韩国、香港

等 9 个国家和地区的厂商参展，其中参展品

牌 有：SKF、NSK、NTN、KOYO、FAG、INA、

BDI、TPI、ZWZ、LYC、南方轴承、腾工轴承、

李国栋轴承、洛阳轴承、德国博肯、广东福

驰、同际轴承、宁宇轴承等。

第十一届 Asiabearing 展会将于 2023

年 3 月 1 至 3 日，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展馆 B 区（中国·广州）隆重举行。2023 届

展会，主办方将扩大加深与全球工业制造领

域的商协会的合作关系，“一对一”的客服

服务让“每平米展台接洽到一位专业买家”

的参展效果得到保障，使得每一位参展商感

受到 Asiabearing 展会是一个重要的开拓市

场、聚焦前沿技术和信息交流的商贸平台。

2022 精彩回顾：

2022 年 3 月 3-5 日，广州国际轴承展

览会吸引了来自全球 23 个国家和地区的 408

家参展商，展出面积超过 40000 平，专业观

众超过 23825 人次，线上观众超过 34000 人

次，南车、志高、万家乐、美的、比亚迪、

大亚湾核电站、中钢集团、TOSHIBA（东芝）、

现代、通用、铃木、东风、本田、丰田、恒大、

华为、日立电梯、松田、松下、万宝、广汽、

老板、海信、神龙、NTN、海尔、广州造船厂、

吐巴塞克斯、包钢、宝钢、鞍钢、中信、格

力、成航、明斯克、五矿、中航、中船重工、

东方重机等采购团超过 221 个。目前已于 56

个国家大使馆、协会、商会建立长期合作关

系，期间超过百辆商务大巴在机场、高铁、

火车、汽车、港口、工业园、科技城等区域

免费接送。展会期间还举办了 100 余场学术

性会议，以“从设计到快速成型到批量生产”

为主题。在行业内享有良好的声誉，颇有口

碑，被誉为东南亚“轴承智造”的风向标。

观众类别：

Asiabearing 观众来自：汽车产业、航

空航天、船舶制造、仪器设备工程技术、通

用工程技术、家用电器及技术、电子电气行

业、IT产业、通讯行业、包装技术、消费品、

玩具产业、体育和休闲、自行车、家具、美

容消费品、医疗 / 光学 / 化工产业、建筑服

务业、钟表及手表业、珠宝、照明、光学产业、

绿化建设、机床等产品设计和开发，中介以

及专业机构制造商，技术供应商，设计工程

师，加工制造商，配件供应商，制模和原型

生产、贸易等各行业。

公司职位：首席执行总裁、董事长、总

监、产品经理、研发经理、行业设计师、工

程经理 / 运营经理、技术员、采购、厂长、

进出口商、业务发展经理 / 销售经理、技术

工人、其他等。

历届明星展商：

NSK、SKF、LYC、ZWZ、HRB、捷太格特、

NTN、艾肯、泛科轴承、南方轴承、洛阳鸿元、

洛阳隆达、河北鸿力、西北轴承、天马轴承、

环驰轴承、东培工业、江西比利孚、江西同际、

广州福驰、临清隆洋、山东瑞新、山东宁宇、

临清王成、临清星河、临清程煌、临清鸿驰、

舍佛勒、苏州新豪、常州紫光、江苏牛犇、

临沂开元、浙江精久、嘉善凯盛、浙江双飞、

常熟长城、山东亿联、山东玉环、山东千珏、

洛阳洛克、山东奇强、宁波金金耐驰、上银

科技、海林海峰、壳牌、雪佛龙、厦门杰玛、

嘉善邦盛、伯瑞克、上海万徽、上海环标、

嘉善港平、常州飞鸽、广州万马、东莞肯铁、

东莞TPR、东莞龙晟、常州泰亚达、浙江宏宇、

山东奥钢联、无锡凯盈、台州龙业、邢台力

天、山东大强、常州吉贝尔、河北海策等行

业内企业积极参与。

参展收益：

1、B2B、B2C模式，简洁高效、一步到位；

2、发现潜在客户；

3、在对比中突出自身优势；

4、时间的利用；

5、确切的市场调查；

6、融洽客户关系；

7、为顾客提供现场体验感；

8、市场竞争力分析；

9、增加媒体曝光度；

10、新技术、新产品发布。

日程安排：

报 到 布 展：2023 年 2 月 27-28 日

（09:00-17:30）

开幕时间：2023 年 3 月 1 日（09:00）

展出时间：2023 年 3月 1-3 日（09:00-

17:30）

闭幕时间：2023年 3月 3日（15:00）◆











You are welcome at the Russian market!

Today, more than 80 % of exported fasteners come to Russia from China.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from customs, the amount of fasteners, imported from China, continues 
to increase.
In order to declare your company to the Russian entrepreneurs, you can advertise in our 
magazine.

"Fasteners, Adhesives, Tools and..." Magazine is the only edition in Russia on this theme.
It is well known in the fastener market, because is published for more than 20 years.
The editorial team of the magazine participates in all specialized exhibitions, conferences and 
seminars held in Russia on the topic of fasteners. The website of the magazine is www.fastinfo.ru.

When placing your advertisement in our magazine, we are ready to facilitate in organizing the 
personal meetings. We can consider the issue of organizing a trip of the Russian entrepreneurs 
to your company.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cooperation, please contact us (in English or Russian):

e-mail: fata@fastinfo.ru
tel: +7 921 3686400

Alexander Ostashov, Editor in Chief
Galina Kotelnikova, Technical Editor

We`ll help you to find partners in Russia!

FASTENERS,  ADHESIVES , 
TOOLS AND. . .

www. fast in fo . ru
Magazine
Russia



.100. 《紧固件》季刊 2032年1月 第七十期

活动追踪

Events

东莞市紧固件行业协会走访惠州企业交流活动顺利举行

2022 年 11 月 3 日，东莞市紧固件行业协会再次组织会员进行企业走访交流活动。本次走访的企业是惠州市华广五金制品有限公司，活动

由协会副会长徐福生带队，共计 15 名会员积极响应参与。

据了解，惠州市华广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于2009年成立，公司位于广东省惠州市园洲镇，工厂占地面积10000平米，是一家集生产、加工、

销售紧固件为一体的专业紧固件制造厂家。产品包括内六角螺丝、外六角螺丝、马车螺丝、杯头螺丝，碟型螺丝、各种螺母、自攻钉、牙条及

非标准特殊紧固件，执行国标（GB）、德标 (DIN)、国际标准（ISO）、日标（JIS）、美标（ANSI）等标准，公司产品被广泛用于装备制造、

机械制造、工程设备、家具、通讯医疗器械等各行业，公司生产能力达上万吨 /年，具备强大的配套供应能力。

东莞市紧固件行业协会一行抵达后，受到了惠州华广五金团队的热情接待，并由此展开了友好的行业交流。惠州华广五金负责人为协会

会员介绍了公司发展历程，主营产品，应用领域等信息，并对当前紧固件市场形势作了深入分析。随后，协会会员还参观了惠州华广五金制品

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东莞市紧固件行业协会通过举办走访活动，与会员企业保持紧密联系，推动会员与会员的内部交流，促进企业共同发展。◆

紧固件行业协会动态回顾
（2022 年 11 月 -2022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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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江市机械装备行业协会联合消防开展 2022 年专项消防演练活动

为增强企业员工安全和防火意识，提高员工自救和防范能力，进一步加强各级防火安全责任制的落实和杜绝各类火灾事故的发生，为企

业经济建设的发展创造一个平安的良好环境，2022 年 11 月 11 日下午，阳江市机械装备行业协会特邀请阳东区万象工业园专职消防站分队在

协会执行会长企业广东锦泰五金科技有限公司举行专项消防演练培训活动。

出席本次活动的有：广东阳东经济开发区管理局李孔文、执行会长盛小玲、理事兼副秘书长姚团以及协会会员企业代表等 80 余人。

广东阳东经济开发区管理局李主任表示：“消防演练很重要，阳江市机械装备行业协会很重视，拿出了实际行动。对本次演练做出肯定，

同时要求消防战士们在演练过程中务必做到认真、全面、准确，企业家朋友们要认真观摩，牢记在心，把学的技能传播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和家

人，用专业的技能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和企业。”

演练活动开始前，执行会长盛小玲表示：“首先，代表协会感谢会员企业代表们能积极参与协会举办的消防演练活动，安全生产是国家

的一项长期基本国策，是促使社会发展的基本保障，同时保护着劳动者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是为了我们和我们的家人负责。”

秋冬季节天干物燥更是火灾频发期，做好企业消防，落实消防政策，是每一位企业员工的责任，是对企业负责，更是对自己和自己的家

人负责。

本次演练以广东锦泰五金科技有限公司仓库为模拟事故发生点，由消防站同志，为我们演练如何正确施救。

陈队长现场详细讲解日常消防知识和初起火灾的扑救，以及灭火器的基础知识和使用方法及消防栓的使用方法。

会员企业代表们纷纷拿起灭火器在陈队长的指导和解说下认真学习使用方法，并实操演练。

通过本次消防演练活动，增强协会会员企业员工的安全防火意识，进一步让大家掌握遇到火灾等突发事件的处理流程，以及提升在处理

突发事件过程中的协调配合能力。落实消防责任，防范安全风险，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一份责任，一种担当，消防安全从我做起，从身边

小事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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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紧固件行业协会第一届第八次理事会会议顺利召开

2022年 11月 24日，东莞市紧固件行业协会第一届第八次理事会会议在大朗陈厚运营中心顺利召开，东莞市紧固件行业协会会长刘远平、

各副会长以及各理监事会员等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协会理事长徐福生主持，他介绍了会议议题主要为东莞市紧固件行业协会二十大精神宣讲会和第一届第八次理事会议。随后

大家一同观看视频学习二十大精神。  

随后，协会会长刘远平就学习二十大精神的内容发表讲话，他表示，在大会精神的指引下，协会成员要不断学习新的生产工艺、产品方向，

充分发挥协会作用，引进先进经验的推广交流工作，用工匠精神铸就工匠品质。面对未来，协会将坚定与党同心同向，与国家战略同频共振，

全力打造紧固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企业，树立行业领军新标杆。

紧接着，协会成员们就年会是否举办进行了讨论。疫情当下，线下活动受到了波及，充满了不确定性，与会成员各抒己见，年会是否举办，

最终还需要看疫情而定，跟随政策和形势变化作出调整。

会上，秘书长郭成辉对协会工作进行汇报，内容包括：1、2022 年会费的收取和 2022 年赞助费的缴纳情况。2、2023 年工作部署和走访

活动的安排。3、2023 年的工作计划等事项。副会长、理监事成员发言踊跃发言，对不同的议题进行探讨，对协会今后的工作部署建言献策。

会议来到尾声之际，协会会长刘远平对本次会议进行了总结。他号召全体会员企业在当前严峻形势下，积极开展各项工作，齐心协力，

砥砺前行，再创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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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螺丝业协会 2022 年度会员大会圆满举行

2022 年 12 月 6 日，香港螺丝业协会 2022 年度会员大会在香港九龙塘达之路 78 号生产力大楼 1 楼 126 室及东莞市常平镇站前南路与荔园

路交汇口（逸豪国际酒店五楼小宴会厅）及 ZOOM 视像举行。

因疫情的影响，今年的会员大会以香港现场、东莞现场及在线视像形式进行。金蜘蛛传媒作为受邀媒体嘉宾参加了本活动并进行报道。

会议伊始，香港螺丝业协会主席徐炳辉先生致辞及汇报工作报告。徐主席首先感谢各位友好同业百忙中抽空出席今天的2022年度会员大会。

衷心感谢全体会员在今年疫情期间对本会的支持，使得本会会务能顺利展开，推动业界发展。

徐主席回顾过去一年协会举办的各项活动，并表示，这几年因受到疫情的影响，经济非常恶劣，无论出口及制造行业2021年都是艰难的一年。

疫情影响出行不便，为保障各地会员及来宾的健康安全，本会的很多活动亦无奈举办不了。

尽管如此，本会为了做好会员服务尽力为会员谋求更多的学习机会，也尽力举办了多项交流活动，包括：香港螺丝业协会 2021-2023 年

度会员大会暨第十届理事会选举；“推广智能复合加工技术拓展高增值紧固件市场”项目分享会；“推广智能复合加工技术拓展高增值紧固件

市场”国际技术论坛；深圳市紧固件行业协会 2022 年换届选举会员代表大会暨就职典礼感恩周年晚宴。

众多活动项目旨在帮助会员提升技术水平、拓展商机，增进会员间的信息沟通和情谊，加强协会和业界的凝聚力。

值得一提的是，本会初步构思将于 2023 年 4 月举办日本学习交流团，希望为会员带来新的技术信息。

展望未来，徐主席祝愿疫情能尽快过去，各界重回正常的生活把生意做到红红火火。最后，徐主席盼望各位会员继续支持本会及本届的

理事会，积极参与本会各项活动，感恩有你们才使香港螺丝业协会会务繁荣，为业界贡献力量。

随后，大会审阅了 2021 年度香港螺丝业协会财务报告，并进行了会员互动交流环节。

紧接着，生产力局技术顾问分享了有关“应用混合溶胶－凝胶涂层技术（Hybird sol gel Coating technology）增强紧固件之抗腐蚀及

耐磨性能”的技术课题。

最后，所有参会会员合影留念，香港螺丝业协会 2022 年度会员大会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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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阳江市紧固件行业协会第一届第八次理事会议成功召开

2022 年 12 月 14 日，以“同心协力，共谋发展新征程”为主题的 2022 阳江市紧固件行业协会第一届第八次理事会议于广东伯亿特建筑科

技有限公司 3楼会议室成功召开。会长陈升山、理事长苏文章、秘书长程嘉兴、财务长张运江以及理事以上会员单位，共 28人参与本次会议。

会议首先是由协会理事长苏文章带领与会成员学习党的二十大会议精神。苏理事长表示，党的二十大报告内容丰富、意义深刻，鼓舞人心、

催人奋进，是指导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纲领性文献，报告的主题高度凝练，反映了大会的主要内容和

核心精神。

接着大会的第二项议程是由秘书长程嘉兴做 2022 年工作总结（会刊首发）以及 2023 年工作安排计划（活动、走访和展会安排）。

程嘉兴秘书长指出，协会今年发展了15家新会员企业，增加协会行业多样性，未来将继续通过扩大协会覆盖面规模，不断增强协会的凝聚力，

积极发挥集体智慧进一步整合行业资源。会员需要团结一致，抱团群暖，信息共享，让更多的同行业同仁们能够认识协会。与此同时，协会明

年将积极参加各大展会，拓展多样化的宣传渠道，争取打出阳江市紧固件行业协会的名号，为会员企业做出更大力度的宣传。

随后是财务长张运江做 2022 年年度财务报告。财务长张运江尽心尽责地守护着协会的共有财产，合理、合规、合法使用协会资金，真正

使用在为会员企业办事上，花在刀刃上，让会员企业放心、安心。

会议接着由会长陈升山进行职能部门走访活动安排。陈会长首先总结了今年的企业情况，今年行业寒冬，订单量骤减，企业在挣扎中生存，

此时此刻我们庆幸还在一起同聚共叙明天。对于产业转移到阳江，陈会长表示相关职能部门要及时协助，携手解决问题，共同努力，让企业更

加茁壮发展。对外，维护好相关部门关系；对内，用好各个宣传渠道平台的力量。

会长陈升山还指出，合作、发展、共赢协会的办会宗旨。要把协会做大做强，做出特色，需要全体会员的共同努力，尤其需要全体理事

的共同努力，会员之间应相互帮助，众人拾柴火焰高，只要大家共同努力，协会一定会办好办出特色。

会议最后是自由讨论环节，全体会员主动献言献策，共谋协会蓬勃发展。

会后，阳江市紧固件行业协会参会成员合影留念，本次会议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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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振信心 携手发展 | 东莞市紧固件行业协会走访韶关会员企业

当前，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为经济社会加快恢复发展创造了

有利条件。紧固件企业纷纷动起来、走出去，激发活力、释放动力。

在疫情防控优化背景下，为交流信息，增进互动与了解，2022 年 12

月 14 日，东莞紧固件行业协会在广东韶关进行企业走访，五十余家

企业参与：会长刘远平，常务副会长徐福生，卓合东，郭成辉，范文武，

苏明宗等协会领导参加了此次韶关之行。

东莞市紧固件行业协会为解决会员企业工厂租金租期不稳定、

产业分散和各方面成本上升等难题，推进紧固件产业集群化、标准

化发展，加快创新升级、优化产品结构，近年来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分几个区域逐步地在进行产业转移，升级发展，会员企业落户韶关

始兴工业园区有 17 家，落户韶关装备园有 10 余家，这些企业基本

完成了产业转移，设备更新，智能升级改造工作。

韶关市湘明钢铁有限公司

东莞市紧固件行业协会走访团一行首站来到了韶关市湘明钢铁

有限公司。柳州市华夏标准件股份有限公司旗下湘明钢铁有限公司

位于韶关市曲江区东韶大道 29 号，主要产品有线材的加工、冲压件、

焊接件、螺栓、螺钉、自攻螺钉、螺母、铆钉等等 46 大类共 10000

多个规格，年产能力 5000 多吨。公司拥有日本及台湾进口先进双击

整模自动冷镦机、两模四冲自动冷镦机、合模冷镦机、自动套搓机、

搓丝机、退火炉、冲床、可控气氛网带式热处理生产线、电镀加工

生产线等各类设备 200 多台套生产设备及精密的 HV-1000 维氏显微

硬度计、拉力试验机、冲击试验机、二次元投影仪、多元素分析仪、

盐雾试验机等 33 套检测设备。

勤望（韶关）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走访团第二站来到勤望（韶关）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占地

面积7.9万平方米，主要生产碳钢丝、不锈钢丝及制品、弹簧、螺丝、

螺帽、机械设备。主要引进先进的智能自动化生产设备，采用先进的

工艺技术水平，加强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充分发挥自身的产品优势，

打造值得信赖的品牌。

广东胜泉紧固件有限公司

随后协会一行人来到沙氺园区。首先到达广东胜泉紧固件有限

公司，广东胜泉成立于 2001 年，拥有台湾多工位冷镦机，成型设备

100 余套，是一家专业生产 12.9/10.9 级高强度高品质内六角螺栓企

业，拥有自主品牌及发明专利多项，年产1500余吨，产值4000余万元，

主要产品：有公制、英制、美制系列螺栓。

广东国星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广东国星于 2020年 8月成立，坐落在韶关市始兴沙水工业园区，

占地 140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10000 平方米。公司创立初期主要供应

螺丝用的钻尾模具、钻尾机械给国内客户，同时为客户提供产品售后

服务及技术支持。于 2004 年深圳设厂生产不锈钢 304、316、410 钻

尾及碳钢钻尾螺钉，为国内最早研发量产不锈钢钻尾螺厂家；在拥有

钻尾模具及钻尾机械核心技术配套支持下，产品性能持续稳定精进，

月产销高达 1.3 亿支。 公司先后注册拥有 G®、GX®、闪电钻尾 ®、金

镂衣 ® 等系列品牌。产品符合欧盟 RoHS 及奥州 AS3566.2-2002 系列

标准。产品广泛用于装配式建筑、物流仓储、电网光伏、金属围护系统、

电器电子、工业厂房、公共建筑等领域。

同时走访的还有东莞市鑫融达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广东台荣精

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东莞市鸿泽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东莞市庆祥

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东莞尚品五金机械有限公司。

东莞市紧固件行业协会通过走访传递发展信心，与企业共同凝

练、积极应变市场，创新经营模式，拓展和深化合作领域，互通信

息，共享资源，谋求合作共赢，为广大会员传递有价值的行业信息，

为紧固件行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做出更大的贡献，推动协企工

作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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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紧固件行业协会走访宝武集团韶关钢铁厂、广东省科学院测试分析研究所

随着疫情政策放开之际，2022 年 12 月 14 日 -15 日，广东省紧固

件行业协会与 15 家会员企业共同前往广东韶关进行企业走访。此次走

访，为进一步加强协会与会员企业间的沟通交流，深入了解会员企业

的发展需求和面临的巨大挑战，充分发挥协会的桥梁纽带作用，促进

协会服务水平提升，打造共同进步、互利共赢的合作方式。

14 日上午，由常务副会长徐福生和陈敏华带队，协会成员走访了

宝武集团韶关钢铁厂。宝武集团韶关钢铁厂营销中心万越书记、中南

钢铁营销中心副总经理周杰、产品销售部副总经理黄新发等领导为大

家进行热情讲解。

韶关钢铁为央企宝武集团旗下一级子公司，是中国500强企业中“一

带一路”倡议的践行者，是钢铁行业中智慧制造和 5G 工厂的推动者。

韶钢秉持钢铁报国、绿色发展、智慧制造的理念加速发展，在改革开

放的大潮中砥砺前行。年产钢能力达740万吨的韶钢，立足钢铁业，工、

科、贸并举，多元化经营，是广东省重要的钢铁生产基地、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钢铁主业产品涵盖板材、棒材、品种线材以及特钢长材等，

广泛应用于汽车、石油化工、机械制造、能源交通、航天航空、核电

等行业。产品主要在珠三角、华东地区及广东邻近省销售，部分出口。

在韶钢销售中心内，一行人进行了座谈交流，深入了解、沟通了

企业发展情况，并于午后共同参观了宝武集团韶关钢铁厂高三线。参

观完毕，一行人于韶钢园区内合影。

接着，大家一起参观了宝武集团韶关钢厂高三线。

14 日下午，协会一行人继续走访协会理事单位——广东省质量监

督紧固件检验站（韶关）。葛贵明工程师热情接待了协会一行人，并

带领大家参观企业内部，介绍企业近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广东省质量监督紧固件检验站（韶关）在韶关设有实验室，坐落

于韶关市莞韶城创新园内。韶关实验室主要从事金属材料及各类轴承、

紧固件、齿轮等机械基础零部件的检测服务，仪器设备设施先进、技

术力量雄厚检验检测项目齐全，下设前处理室、精密测量室、力学性

能室、物化分析室、金相硬度室等，服务范围涵盖几何量测量，机械

性能测试，金相分析，化学成分分析，失效分析和逆向工程等。

因为疫情，每次线下相见都显得尤为可贵，唯一不变的，是大家

齐心协力助力紧固件行业发展的心。

12 月 15 日，协会成员一行人共同参加副会长单位——颖兴新材料（广东）有限公司的开业盛典。热烈祝贺颖兴新材料（广东）有限公司

开业大吉，“颖”运而生，“兴”耀未来！

随后，协会一行人前往副会长单位 -- 广东胜泉紧固件有限公司参观。

胜泉公司作为第一批转移落户在始兴的紧固件企业，目前已正常投产，占地 20亩，专业生产 12.9/10.9 级高强度高品质内六角螺栓企业，

年产 1500 余吨，产值 4000 余万元，产品广泛用于汽车，机械，模具，电子设备自动化等领域。

至此，广东省紧固件行业协会韶关行参观走访活动圆满结束。感谢各会员企业对本次走访活动的大力支持，协会也将继续发挥会员企业间

纽带的作用，促进协会成员间的深入交流，形成携手并进、互利共赢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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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紧固件行业协会走访韶关会员企业

2022年12月14日，深圳市紧固件行业协会出发前往韶关，走访会员企业，共计20余企业参与。依次走访韶关勤望（韶关）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韶关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勤望（韶关）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由黄勇粦常务理事长领队走访，第一站协会人员共同参观勤望（韶关）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据了解，勤望占地面积 7.9 万平方米，主要生

产碳钢丝、不锈钢丝及制品、弹簧、螺丝、螺帽、机械设备。勤望（韶关）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引进先进的智能自动化生产设备，采用先进的工

艺技术水平，加强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充分发挥自身的产品优势，打造值得信赖的品牌。

宝武集团韶关钢铁厂

第二站，协会成员来到宝武集团韶关

钢铁厂。宝武集团韶关钢铁厂品种结构包

括特棒材、工业线材、建筑材、板材，是

一个集钢铁制造、物流、工贸为一体的大

型企业集团，利用华南地区独特的资源和

市场优势，积极探索网络型分布式短流程

钢铁制造体系，打造华南地区最具竞争力

的钢铁平台。

目前已打造宝武集团高端棒线材制造

基地，以非调质钢、齿轮钢、轴承钢、弹

簧钢等为主的特钢品种，具备生产满足汽

车零部件用钢全系列产品的能力。特钢产

品已广泛应用于NSK、丰田、日产、东风、

小松、潍柴、上汽、上汽通用五菱、比亚迪、

吉利、万向集团等重点用户。协会成员兴

致勃勃，纷纷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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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蜘蛛紧固件网顾问专家 阎振中，吕东

自卸车车轮螺栓断裂初析及对策

一、车轮螺栓断裂的状况

由三一重工制造的，用于矿山、工地等

装卸运输的自卸汽车（见图 1），在印度尼

西亚、沙特阿拉伯等发展中国家深受欢迎，

但是使用不久之后，就接二连三地发生了车

轮螺栓断裂的现象。

该车核定载重量是 46 吨（见图 2），

配套的车轮螺栓是某紧固件公司生产的，配

套螺母是另一家紧固件公司生产的，螺栓副

应用在三一重工的自卸汽车上。螺栓断裂的

占比很高，断裂的情况各异，具体见图 3-

图 6。

图 1 三一重工制造的自卸车

图 3 取下断裂车轮螺栓 图 4 断裂螺栓各种状态

图 5 右下角的断螺栓从轮胎取下 图 6 螺栓的断裂面状况

图 2 自卸车的标牌

现场断裂的螺栓数量比较多，断裂的螺

栓呈现各种状态（见图 3- 图 6）。

从图4可见，车轮螺栓断裂的数量很多，

但是从图片中可见，螺栓断裂全部在螺杆部

分，没有出现头部断裂的现象；同时，依稀

可见，断裂面是比较毛糙的，没有出现铮亮

闪烁发光的现象；图 3、图 5、图 6 是车轮

螺栓个别断裂的案例，但从中可以看出断裂

也不是在头部，断裂面比较粗糙。

尤其从图6可以看出，划黑圈的螺栓下面

白色的线条，已经产生了错位，位置移动明显，

说明在强烈的振动下，螺栓副在剧烈振动下，

螺杆所受应力成倍增加，由松动产生了位移！

从第二个划红色圈的螺栓可以看出，螺栓断裂

是在螺母与螺栓的连接处、在螺纹的中间部位，

车轮螺母断头的位置上，断裂孔上螺栓的直径

明显小于螺杆，可以看出比正常螺栓的直径缩

小了，这进一步说明，螺栓在断裂前已经产生

了缩径拉长的现象，进而产生断裂在所难免！

并且从断裂螺栓中没有发现锈迹，由此可看出

自卸汽车无论是使用的时间、还是螺栓的断裂

时间并不长，这是不正常的断裂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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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同批号的车轮螺栓检测报告：断裂前出现了拉长的情况

三一重工制造的 46 吨自卸车，车轮螺栓的规格型号为 M22x1.5、材料是 35CrMo，螺栓和配套螺母分别由两家单位生产。由于国外经营管

理状况的不规范，没有及时收集好断裂的螺栓，同时双方的联系不通畅，所以没有及时地把国外断裂的螺栓拿回来进行检测；好在反映车辆运

作状态及断裂车辆螺栓形态的图片信息比较齐全，反映了现场的各种状况，便于追溯跟踪。因此，检测的车轮螺栓有了依据。螺栓生产单位就

对在仓库中找出的同种材料、同样的规格、同一批号、同一时间生产的 10.9 级的车轮螺栓各项指标进行检测，数据如下：

1、洛氏硬度检测

检测了三个螺栓，每个螺栓检测三个点位，一共九个点；最高硬度为 HRC36.5 度，最低硬度为 HRC35 度，平均硬度为 HRC35.5 度，而且

硬度分布很均匀，最高硬度与最低硬度仅为 HRC1.5，符合小于洛氏硬度 3HRC 的技术要求，达到 GB/T3098.1 一 2010 的国家标准（见图 7）。

图 7 螺栓的芯部硬度 图 8 螺栓 A的维氏硬度

图 9 螺栓 B的维氏硬度 图 10 螺纹的金相检测

2、维氏硬度检测

维氏硬度按照 GB/T3098.1 的国家标准规定从表面开始，每间隔 0.1 ～ 0.2mm 的间距进行连续地检测，一直打到芯部，每一个试验样品检

测了十个点。螺栓 A 维氏硬度其中最高点 367.10Hv，维氏硬度最低点 345.25Hv，维氏硬度差值是 21.85 点（见图 8）；同样，对另一个螺栓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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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进行了维氏硬度检测，其最高值为 358.94Hv，最低值为 345.2Hv5，差值是 13.96Hv（见图 9）。两根螺栓的最高点与最低点硬度差值，均小

于维氏硬度 30Hv 的技术要求，符合 GB/T3098.1-2010 的国家标准的要求。

3、金相检测

采用 500 倍的金相显微镜对螺栓的组织进行检测（图 9），图中的金相组织中可以看到，除了有个别区域的体素体组织分布不均匀，有轻

微的成点位排列，其余部位金相比较良好。从总体来看，索氏体组织比较细小，分布还是比较均匀，显示出回火比较充分，组织转变比较均匀

的状态，因此检测结论的综合判断是：回火比较充分的索氏体组织；对比 GB/T13320 一 2007 国家标准中的图谱判断评定为，索氏体组织评判

为 3级，在 10.9 级高强度螺栓索氏体组织合格为 1-4 级的技术要求。

同时又采用 100 倍的低倍组织要求，对脱碳层进行了检查，在离螺牙表面垂直距离 0.015mm 范围内进行检测，检查后在该区域范围内没

发现脱碳层存在，符合 GB/T3098.1 的技术要求（具体见图 10）。

4、机械性能检测

用三根同规格型号、同样条件下生产的车轮螺栓进行机械性能四项指标的测试，抗拉强度、屈服强度全部在 10.9 级的要求范围内，而且

屈强比配合良好，关联检测数值规范合理！具体测试的数据情况如下：

抗拉强度为：1146、1133、1133；

屈服强度为：1044、1031、1038；

断后伸长率分别为：16%、16%、17%；

断面收缩率分别为 59%、58%、59%。

机械性能四项指标全部达到技术标准的要求，尤其是韧性类指标，断后伸长率平均数值达到 16.6%，远超 9% 的技术要求。断面收缩率平

均数值达到 58.6%，也超过 48% 的性能要求。从机械性能四项指标的测试数据来看，不但数值达到技术要求，而且强韧性配合得当，检测数值

显示车轮螺栓的质量状况良好（见图 11）。

图 11 螺栓的机械性能检测

从上面洛氏硬度、维氏硬度、金相检验、机械性能一系列实验数值来看，螺栓的各项性能指标全部符合 10.9 级的技术要求。而且实验室

的检测数据都在技术要求中间值的范围内，说明螺栓的强韧性配合比较好，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早期断裂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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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断裂螺栓的宏观状况简析

1、自卸车螺栓断裂时表盘上反映的问题

从图 12 中自卸汽车在大批车轮螺栓断裂时的表牌显示的两条红杠可以看出：自卸汽车总

共行车里程是5245公里，同时按每小时60公里计算，共行车88个小时；行车时间为348.1小时，

按照一个班次行车 6 小时计算，总共行车 58 个班次。新的自卸车在行车这么短的时间和这么

少的里程中就发现了大量的车轮螺栓断裂，这种情况是极其不正常的，远远低于汽车行业中

规定的正常维护保养的时间及行车里程的要求！

2、螺栓的宏观断裂状况

再从宏观的断裂面来看，断裂面呈现出各种各样的状态，从图 13 竖起来的一根螺栓可以

看出，断裂面是呈不规则的状态，并不是很齐整的断裂面，断裂面的中间出现拉扯高低不平、

表面毛糙的情形，是比较典型的、具有一定韧性的断裂面状态；在从图 14 中，更可以看出断

裂面成中间突出的状态，出现这种情况，可以判断，在开始出现裂缝直至断裂是有一段与应

力抗争、紧固件轴力逐渐衰减的回旋时间，所以显示出来是断裂面凹凸不平的，不规则的、

粗糙的表面，说明螺栓具有一定的强韧性；而不是齐整、光滑铮亮的断裂面。

经过一系列的实验室检测，车轮螺栓的检测数值都符合国家标准的技术要求，而且从数

值中反映，数据全部是在标准范围的中间数值，在这范围的数值可以看出强韧性配合是比较

理想的，车轮螺栓本身的质量没有任何问题；同时从以上十多张宏观图片中可以看出螺栓断

裂的表面是比较粗糙的、不平整的、不光滑的，没有出现那种平整的、断面光亮的、闪烁的

脆性断裂的状态，这从另一方面可以说明车轮螺栓断裂并不是螺栓本身质量存在问题，车轮

螺栓断裂是由其他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图 12 自卸汽车螺栓断裂时的表牌

图 13 车轮螺栓断裂的状况

图 14 车轮螺栓断裂的部位

图 15 25 吨自卸车卸载实景

四、经过一系列的了解、分析、探讨，笔者认为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1、自卸汽车严重超载是断裂的主要原因。

据了解，自卸汽车的超载不仅仅是超10%到20%，大部分自卸汽车超载50%左右，甚至更多，

这样负载，对车轮螺栓的承受负荷大幅度地增加，螺栓不堪重负，超过了屈服强度、产生塑

性变形、直至产生断裂的现象！

前些天，看到一辆三一重工产的 25 吨自卸车正在工地上装卸泥土，我马上追上去看，果

然把满满一车泥土、石块卸掉，于是跑上去问司机：你这个车卸掉的石块与泥土大概有多少吨？

他说大概有 35-40吨左右，我说核定装载量只有 25吨，现己严重超载了！他回答我说：先生，

你不懂的，如果按照核定的装载量，那我们只能喝西北风啦！（见下面图 15）。可见负荷的

超载是行业内的普遍现象。

由此可见，自卸车严重负載超重是一个严重的普遍现象，从经济效益考虑造成超载，造

成车轮螺栓超负荷的承载，是车轮螺栓过早断裂的主要原因。

2、道路崎岖不平，运行颠簸是造成应力大增，螺栓不正常断裂的又一原因。

在自卸车作业的道路上和工地上，道路崎岖不平，汽车在运行时颠簸，受到的应力必然

会成倍的增加，而且由于在不平的道路上来回颠簸，来自各个方向的应力会成倍的、多点位

的应力，大幅度地加重，车轮螺栓的负载增加更为严重，这是车轮螺栓断裂过早的产生断裂

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图 10、图 16、图 17 可以看出，道路严重崎岖不平，车辆在道路颠簸中前行，行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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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了很大的震荡力，自卸车车轿上的铭牌都会纷纷掉落，可见行车中的震荡之大！车辆在地面坑坑洼洼、高低不平的道路上行驶，颠簸中，

所受的力会成倍地增加，汽车上的各种零部件的损坏大幅度地增加，零部件使用寿命都会相应地缩短，车轮螺栓是比较薄弱的环节，首当其冲，

过早的断裂在所难免！

从自卸车掉下来的标牌可以看到两点，第一是由于严重的

振动，不但看到断裂的螺栓增多，而且把车上的标牌也一起震下

来了。第二，从图 16 中划黑圈圈的那个螺栓和螺母之间白色记

号的线条可以看出，在强烈的振动下，白色记号的连线已经跑离

原来的位置，产生了错位，车轮轮毂在行驶中承受了很大的应力，

车轮螺母已经产生位置移动，相应地紧固轴力会衰减，这样连接

付之间会产生缝隙、产生松动，因此连接可靠性降低，继而会产

生车轮螺栓或螺母的松动，产生变形和断裂，在所难免，这是车

轮螺栓断裂的原因之二！

图 16 自卸车掉下的标牌 A 图 17 自卸车掉下的标牌 B

3、初始预紧力是影响螺纹防松性能的重要因素。

初始预紧力过小会导致螺纹连接直接进入旋转松动阶段；增大预紧力会使内外螺纹接触面间的正压力和摩擦力相应增大，从而增加螺母

松退扭矩需求，有效提升防松性能；但过大的初始预紧力也可能会造成螺纹接触面的压溃，使轴向力急剧衰减，甚至会导致螺纹的断裂。因此，

将初始预紧力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对螺纹连接的防松至关重要，对于重要部位的螺纹连接应，对预紧力的大小进行严格计算和控制，以保证良好

的防松效果。

首先由于车轮螺栓各项检测的各项性能指标都比较好，自卸车在使用中处于过载的状态；其次，由于道路崎岖不平，颠簸比较厉害，这

样对自卸车各个部分的零件产生比较大的冲击力，零部件损害比较大，尤其是对车轮螺栓产生的各种方向的应力成倍增加，螺栓的扭矩、预紧

力会逐步衰减变小，被连接体的压陷在工作过程中（振动、交变载荷）使塑性变形加剧，从而使螺栓预紧力减小或丧失，导致螺母或螺栓的松

动。这种松动称为压陷松动。在采用高强度螺栓的螺纹连接中，产生某种程度的压陷变形是难免的。

扭矩、预紧力及扭矩系数三者之间的关系：T=K•F•D。

【T——扭矩（N.M）；K——扭矩系数（也称总摩擦系数）；F——预紧力（也称轴力 KN）；D——螺纹的公称直径（mm）】。

要使紧固力在一个标准的范围内，必须选择合理的紧固力，根据国家标准 GB/T3098.1 的技术要求最小的拉力负荷 F一般选择在 0.5到 0.7

的范围；当前螺栓的各项性能达到技术要求，而且自卸车在受到各方面的应力比较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建议初始的扭矩和紧固轴力可以选择

上偏差的范围，最小的拉力负荷 F 可以选用 0.7 到 0.75 为妥，如果这批螺栓性能的一致性良好，预紧力 F 还可以增加一些，这样可以增加紧

固件的紧固轴力，提升摩擦力，有利于减少在使用中紧固件过早的松动而产生的螺栓断裂的现象！ 

从下面图 18、图 19 中可以看出，福特汽车因为车轮螺栓安装扭矩在 170N.M，图片中说明，由于这个装配过程安装扭矩偏小的故障，会

导致车轮螺母松动而造成螺母脱落，因此，将福特 F-150 车召回。这个案例可以看出安装扭矩偏小会造成隐患！汽车的运作过程中，由于安装

扭矩偏小，导致摩擦力过小，可能会产生紧固件过早的松动而产生脱落，因而可能会产生事故，福特公司将 F-150 皮卡进行召回，重新调整安

装的技术参数，适当地增加车轮螺栓安装扭矩、紧固轴力，来增加连接付的摩擦力，使车轮螺栓在行驶达到安全的指标范围内。由此可见，初

始的扭矩和紧固轴力对车轮螺栓的安全运作是十分重要的技术指标，它直接关系到汽车的行车安全！

福特汽车公司重新调整安装扭矩，来保证汽车的行车安全，这样也给我们国内的汽车行业一个十分重要的警示，根据不同的车型，不同

的运行情况，在装配过程中适当、合理、正确地选择安装扭矩、紧固轴力，这是保证汽车行驶过程中的重要的安全措施！

由此可见，初始的扭矩和紧固轴刀对车轮螺栓的安全运作是非常重要的技术指标，必须严加控制。

4、维护和保养是延长汽车零部件寿命的重要措施，同时更是保护紧固件不松动的安全措施。

在紧固件安装时产生的扭矩和扭力，一方面是把螺栓紧固在固定的位置，另一方面在拧紧时把表面的颗粒、疏松、突起压溃，在压溃过程中，

扭矩、紧固轴力会衰减，如果不及时补充，那么紧固件就会松驰，进而含产生缝隙，这样受力的状态就起了变化，从单纯的拉应力变为交变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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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福特汽车召回的原因 图19 汽车安装故障引发松动

尤其是横向的剪切力会使紧固件松动，产生微小的

缝隙，不及时调整和补充紧固轴力和扭距，摩擦力

减少，对紧固件来说是不安全的，甚至会松脱或产

生螺栓致命的断裂，因此，必须制定维护保养的计划，

在紧固件安装使用后的一定的时间，要重新调整安

装扭矩，或进行复拧，将保持紧固件的稳定状态，

使安全得到可靠的保障！

在风机行业工作多年中，风电场都有一系列的

维护保养的计划，尤其是对螺栓的使用订制了规划，

风机运转了一段时间以后都要重新对紧固件进行紧

固安装复拧（风机根据安装安装时施加的扭矩、根

据不同的型号，不同的功率，采用不同的检修复拧

时间，有的为三天，有的达一个月，其目的就是为

了保障风机运作的安全性！），这样保持了紧固件

一定的紧固轴力，保持了紧固摩擦力，使紧固件在

使用中处于安全状态。

汽车行业有一级保养、二级保养保养和固定验

车制度。这一系列的保障措施，保证了行车安全！

建议根据不同的车型，不同的使用频率、不同的使

用状况来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护措施，增强使用的安

全性和车辆的使用寿命，值得一提的是给紧固件固

定检修的时间、复拧的具体制度，规定使用后一定

时间或行车一定的距离以后，必须检查紧固件连接

的可靠性，对紧固件连接副进行检测，重新施加初

始扭矩，恢复初始连接紧固状态，这一措施，是非

常重要的，是保证紧固件安全使用的重要举措，如

果在自卸车使用一周或者 10 天后或在行驰 1000 公

里后，对车轮螺栓的紧固性能进行安全检测，重新

施加初始架安装扭矩，这样就不会产生车轮螺栓大

批断裂的现象，自卸车的安会使用周期会大幅度地

增加！

五、分析汇总

1、车轮螺栓质量合格

自卸车产生比较多的车轮螺栓断裂现象，经过检测，这批螺栓的各项技术指标符

合了规定的标准要求，同时，从宏观断裂的资料图片情况来看，螺栓断裂面并无异常，

进一步说明车轮螺栓的断裂不是螺栓的质量不达标引起的；车轮螺栓的技术质量达到

标准要求。

2、车轮螺栓过早断裂的根本原因

根据本文的叙述和分析，车轮螺栓断裂是由于自卸车的严重超载和在崎岖不平的

道路颠颇前行而产生超常的振动力，引起车轮螺栓不正常的断裂现象。这是造成车轮

螺栓过早断裂的根本原因！

3、适当的增加安装扭矩是重要的安全措施

根据自卸车恶劣的使用环境，建议采用适当加大安装扭矩，来增加紧固件轴力，

增强摩擦力来抵卸过载应力，这样可缓解或减少螺栓失效或断裂螺栓的现象，增加自

卸车的使用时间，是延长使用时间的有力措施之一。

4、强调安全检测是保障的措施

在自卸汽车一级二级保养制度和定期验车的同时，根据不同的使用情况、可同时

建立车轮螺栓的检修、保养和重置安装扭矩的计划和时间表，车轮螺栓的维修保养制

度，在自卸车使用一段时间或者行车一段距离后，重新调整、重新恢复的安初始装扭矩，

使紧固件的可靠性恢复到原始状态，这样的举措可以大幅度地减少车轮螺栓的不正常

断裂，延长自卸车的使用寿命！这是延长使用时间的有力措施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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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栓钢调质中的组织缺陷

摘要：不同状态的螺栓钢有不同的组织缺陷。例如，正火（或供货）态螺栓钢中有带状组织、魏氏组织，前者可通过退火加以改善或消

除，后者可通过细化晶粒正火、退火或镦锻（温镦或红打）加以改善或消除。调质态螺栓钢中的不良组织有游离铁素体、上贝氏体或屈氏体等。

对于淬火加热未溶解的铁素体，可通过提高淬火温度或延长保温时间来消除；而对于在淬火过程中析出的铁素体，则可通过提高淬火冷却烈度

来消除。本文分析了螺栓钢中上述不良组织的形成机制，提出了预防其产生的措施。

关键词：螺栓钢；缺陷组织；带状组织；魏氏组织；游离铁素体；上贝氏体；屈氏体

紧固件在机械构件中起到联接、定位以及密封等作用，其中螺

栓用量最大，材料的选用是保证质量的基础。热处理技术对高强度螺

栓尤其是它的内在质量至关重要。螺栓钢一般指含碳量0.15%～0.55%

的碳素或合金结构钢，而螺栓钢 8.8 级及以上的都必须通过热处理

获得一定的显微组织，以满足相应的使用性能。

热处理是为了提高螺栓的综合力学性能，以满足产品规定的抗

拉强度和屈强比 [1]。热处理是手段，性能是目的，而显微组织则是

力学性能的基础和保证。原材料或工艺不当造成的显微组织缺陷是热

处理缺陷的微观体现，由于要借助专用仪器设备来检测，更具隐匿性，

从而对产品质量有较大的潜在危害，及时准确地判定内部组织缺陷对

保证产品质量具有重要意义。笔者以螺栓钢为例，结合多年实践经验，

分析探讨了原材料（或正火）状态下的带状组织、魏氏组织和调质

状态下的游离铁素体、上贝氏体、屈氏体等五种缺陷显微组织的检

测方法与评判依据，并探讨解决方案，以全面提高紧固件产品质量。

1、原材料（或正火）状态下的缺陷组织

1.1 带状组织

带状组织是钢材内部缺陷之一，指螺栓钢中的珠光体与铁素体

沿着钢材的轧、锻方向分层排列，呈条带状分布的组织；出现在热

轧螺栓钢显微组织中，沿轧制方向平行排列、成层状分布、形同条

带的铁素体晶粒与珠光体晶粒。这是由于钢材在热轧后的冷却过程

中发生相变时铁素体优先在由枝晶偏析和非金属夹杂延伸而成的条

带中形成，导致铁素体形成条带，铁素体条带之间为珠光体，两者

相间成层分布；是金属及合金凝固时选分结晶，造成枝晶组织的不

均匀分布，在随后的变形过程中形成沿变形方向的层状结构，称带

状组织形态 [2]，也叫纤维组织。

金属材料在冶炼浇注后绝大部分要经过压力加工方可成为型材。

但是加工后的材料容易得到沿着变形方向珠光体和铁索体呈带状分

布的组织，即形成带状组织。形成带状组织的原因大致有两种：

①由成分偏析引起的带状组织

在低碳螺栓钢中，由于夹杂物的含量较多，加工变形后，夹杂

物呈流线分布，当钢从热加工温度冷却时，这些夹杂物可作为先共

析铁素体成核的核心，使先共析铁素体先在夹杂物周围生成，最后

剩余奥氏体转变成珠光体，使先共析铁素体和珠光体呈带状分布，

形成带状组织。这种带状组织很难用热处理的方法加以消除。

②由于热加工温度不当引起的带状组织

在锻造时，对中碳合金螺栓钢热加工停锻温度位于两相区时

（Ar1 ～ Ar3 之间），铁素体沿着金属流动方向从奥氏体中呈带状析

出，尚未分解的奥氏体被割成带状，当冷到 Ar1 时，带状奥氏体转

化为带状珠光体，这种组织可以通过正火或退火的方法加以消除。

带状组织的存在会使金属的力学性能呈各向异性，沿带状组织

的方向明显优于其垂直方向。压力加工时易于从交界处开裂。由于

带状组织与相邻显微组织不同，性能也存在差异，强弱带之间的应

力分布不均，会造成力学性能的整体降低，尤其是强烈降低钢的塑

性和冲击韧度。组织和性能的各向异性，在外力作用下易沿带状由

于组织发生层状撕裂，常为螺栓的早期失效埋下隐患。

对于 8.8 级及以上等级必须热处理的螺栓，带状组织轻则会导

致热变形过大，重者会造成应力集中，甚至出现裂纹。如果带状组

织非常严重的话，正火是解决不了的，最好进行高温扩散退火，在

1050℃以上加热，才能使碳原子扩散均匀，消除带状组织。

图 1 为 25B 钢锻造正火后的组织形貌，可见灰白色铁素体与黑

色珠光体相间并排分布，呈明显带状偏析，金相检测时可根据铁素

体带的数量、宽度、连续性、贯穿视场的程度以及变形铁素体晶粒

的数量，参照 GB/T 34474.1—2017《钢中带状组织的评定方法第 1

部分：标准评级图法》，GB/T 34474.2—2018《钢中带状组织的评

定方法第2部分：定量法》进行评定。在100倍视场下进行观察， 0～2

级者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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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状组织本属于一种原材料缺陷，常见于在轧制和镦锻状态的紧固件中，由于其形成机理不同，经过正火后消除程度也不尽相同。若未

得到及时有效的消除，会进一步遗传到后续热处理的组织中，成为残留带状。图 2 和图 3分别为 45 钢和 40Cr 钢调质后残留带状的低倍和高倍

组织形貌，可见呈方向性分布的白色块状铁素体将回火索氏体分割成黑白条带状，虽经历了正火和淬火两次加热过程，但带状组织依然存在，

并对最终的热处理质量造成不良影响。目前针对带状组织的检测仅限于平衡状态下珠光体类型，并不适用于调质后索氏体中带状组织的检测。

为此，及时准确地检测原材料（或正火）状态下的缺陷组织或带状组织的偏析程度，并进行相应的热处理加以改善，能为最终热处理质量提供

有效保障。

图 1 M16×80 螺栓正火后带状组织（25B 钢×500） 图 2 M20×180 螺栓调质后带状组织（45 钢×100）

图 3 M30×180 螺栓调质后带状组织（40Cr 钢×500） 图 4 M20×180 螺栓锻造余热正火后的魏氏组织（45 钢×1000）

对于带状组织的预防与消除，要针对其两大形成机理分别加以

探讨。一由成分偏析造成的原始带状(也叫一次带状)，不太容易消除，

而且成分偏析越严重，形成的带状组织也越严重。因为其形成于高

温冶炼过程，温度高达 1500℃以上，而单靠 800 ～ 900℃的普通退

火或正火显然对带状组织消除无法解决，一般只有经过长时间的高

温扩散退火，使偏析成分元素充分扩散，组织趋于均匀，才能使带

状组织得以改善或消除。但高温扩散退火后晶粒粗大，必须再经过

1 ～ 3 次的细化晶粒正火才能保证材料正常的显微组织。且处理后工

件氧化脱碳严重，热处理成本较高，只好报废。

二由固态相变产生的带状组织为二次带状，一般由热加工工艺

不当引起。当热轧或红打温度处于两相区时，铁素体沿金属流动从

奥氏体中呈带状析出，尚未分解的奥氏体被分割成带状，继续冷却

到 Ar1 温度时带状奥氏体转变为带状珠光体，从而形成带状铁素体

与带状珠光体的有序排列。为有效预防该类带状组织的产生，可在

红打锻造时加大锻造比，采用三次以上反复镦粗拔长的方法来打破

这种有序排列，以增加显微组织的均匀程度。对于已形成的带状组织，

由于其形成温度远低于冶炼温度，通常可通过正火或退火加以改善

或消除 [3]。

1.2 魏氏组织

魏氏组织是指先共析铁素体沿奥氏体晶界向晶内生长，构成晶

内针状或片状铁素体和珠光体的一种复相组织。螺栓钢在轧制、锻造、

焊接及热处理过程中，由于加热温度过高，时间过长等原因，会使

奥氏体晶粒变得非常粗大，冷却时的冷却速度比较快，此时析出相

不能沿着晶粒边界析出，而是沿着某些晶面呈片状析出。相对于工

具钢的渗碳体魏氏组织而言，它的先共析相是铁素体，所以称为铁

素体魏氏组织。如图 4 为 45 钢 M20×180 螺栓锻造余热正火后形成

的魏氏组织形貌，可见白色网状铁素体在黑色珠光体基体上勾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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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大奥氏体晶界，其间不乏针状或片状铁素体向晶粒内部延伸，在单个形态上构成具有一定取向的针、片状，但从整体上看形似羽毛。由于它

属于低碳亚共析钢中无碳化物贝氏体型转变的产物，所以具有贝氏体铁素体的一些特点，在组织形貌上与贝氏体铁素体有相似之处，评判时要

根据其形貌特征并结合热处理工艺做岀正确判定。

图 5 和图 6 都是 35CrMo 钢退火空冷状态下的组织形貌，图 5 为放大 1000 倍时铁素体魏氏组织，可见起源于奥氏体晶界的呈针状和三角

形的粗大铁素体向晶内生长的特征，且因内部缺乏微细结构而较为明亮，由于其形成于高温，常伴有组织粗大现象。珠光体基体上分布的针状

铁素体，不但割裂了基体组织，还如同楔形物造成应力集中，形成裂纹中心，并沿铁素体扩展，不可避免地造成螺栓调质后塑性（断后伸长率）

和冲击韧度的降低。

图 6 为螺栓心部放大 1000 倍时无碳化物贝氏体的组织形貌，它是由大致平行的铁素体板条组成的一种单相组织，铁素体板条自奥氏体晶

界处形成，成束地向一侧晶粒内长大，在高倍下可看岀两种组织的细微差别。对于铁素体魏氏组织的评判，可参照 GB/T 13299—2022《钢的

游离渗碳体，珠光体和魏氏组织的评定方法》，根据析出铁素体数量、尺寸和由铁素体网确定的奥氏体晶粒大小的原则进行。

图 5 退火状态下的组织形貌铁素体魏氏组织（35CrMo 钢×1000）

从 Fe-Fe3C 相图及钢铁冶炼、热加工微观机理上来说，魏氏组织形成于钢的二次结晶过程中，当冷速较慢或其晶粒足够细小时，铁素体核

心就以接近平衡状态的方式结晶，就会在奥氏体晶界上形成网状铁素体。若以快冷方式或晶粒粗大时，铁素体就会以插入奥氏体内部的方式出

现，形成方向性排列的针状或片状铁素体。由于奥氏体晶粒粗大时，可供铁素体析出的晶界减少，铁素体除了在晶界上呈块状析出外，只能向

晶内生长，为了减少弹性，先析出相就会呈针状沿奥氏体某一晶面析出，从而不可避免地形成魏氏组织。由于钢中魏氏组织的形成与过热有关，

因此通常一经发现，便认为是有过热现象。当温度稍高时首先发现有铁素体沿晶粒边界呈条状析出，这是显示已有过热的特征，这种情况通常

称为具有魏氏组织倾向，它往往是在高温快冷的产物，由此可作为判定原材料过热的一个重要依据。

正是由于晶粒粗大，界面自由能减少，材料屈服强度、疲劳强度尤其是冲击韧度明显降低，同时韧脆转变温度升高，所以在生产中要对

魏氏组织严格控制。质量管控预防要点，从热处理制度和工艺控制加热温度和冷却速度两方面着手，对已形成的魏氏组织，可通过细化晶粒正

火、退火以及锻造等方法加以改善与消除。

2、调质状态下的缺陷组织

2.1 游离铁素体（或未溶铁素体）

螺栓钢经调质处理后，8.8 级碳素结构钢螺栓淬火经 450℃左右回火淬火马氏体反差逐渐消失，色调逐渐一致，原先的马氏体的方向性变

得比较模糊，由于渗碳体粒子沿原马氏体周围聚集长大，逐渐出现空白的 α-Fe 板条，宽度则随回火温度增加而变宽，称为回火屈氏体；8.8

级、10.9 级合金结构钢螺栓淬火经 500 ～ 650℃左右回火正常情况下，析出的渗碳体粒子开始聚集并逐渐均匀分布，呈现为均匀的粒状细小的

渗碳体粒子分布在 α 相基体上的极小颗粒状碳化物，以铁素体为基体的回火索氏体组织。但实际生产中常会因热加工工艺不当而形成各种不

良甚至是缺陷组织。其中以各种形态的游离铁素体含量超标最为常见，分别有块状、条状及网状铁素体的特征，如图 7（块状形貌）、图 8（网

状形貌）状态分布。根据 GB/T13299—2022《钢的游离渗碳体，珠光体和魏氏组织的评定方法》评定不符合标准规定 0 ～ 2 级的要求。

在调质组织中，游离铁素体的形态分布与数量会对材料性能造成显著影响。图 9为 45 钢 M36X220 螺栓调质后硬度偏低，通过显微组织检

图 6 退火状态下的无碳化物贝氏体（魏氏组织）（35CrMo 钢×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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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M16X80 螺栓块状游离铁素体（35K 钢×500） 图 8 M30X150 螺栓网状游离铁素体（45 钢×500）

图 9 M36X220 螺栓心部未溶铁素体（45 钢×500）

测发现：心部大量块状游离铁素体分布于保留马氏体位向的回火屈氏体基体上，因铁素体硬度偏低而导致螺栓整体硬度不足。图 10 为 42CrMo

钢 M36×720 螺栓在回火索氏体基体上分布着块、网状游离铁素体，铁素体在勾勒出原奥氏体晶粒轮廓的同时，使晶界严重弱化，从而导致冲

击韧度的降低，造成冲击值低于 -45℃ KV227J。根据 GB/T38720-2020《中碳钢与中碳合金结构钢淬火金相组织检验》对图 10 进行回火索氏体

显微组织评定，无疑也超出 1～ 5级的合格范围。

针对游离铁素体的不利影响，结合其形态分布与产生机理，探讨有效途径来加以控制。任何一个完整的热处理过程都是加热温度与冷却

速度的完美组合，紧固件淬火并回火（调质）过程也不例外。当淬火加热温度达不到材料所需的奥氏体化温度，或保温时间不足以使其完全奥

氏体化不充分时，都属于欠热淬火，由此造成部分铁素体未能溶入奥氏体的转化过程，而在随后冷却时被保留下来，从而形成淬火马氏体和未

溶铁素体混合组织。在随后的高温回火过程中，淬火马氏体转变为回火索氏体，而游离铁素体继续保留到室温，成为未溶铁素体。

未溶铁素体产生于淬火加热过程，以何种形态出现，取决于淬火前组织中的铁素体形态 [4]，若淬火前的状态分别为块状、条状和网状，

则淬火后未溶铁素体仍保持其原有的块状、条状和网状。至于其存在的数量，则取决于加热过程中欠热的时间多少，欠热越多，奥氏体化进行

的程度就越不彻底，未溶铁素体含量就会越多。一般情况下少量未溶铁素体的存在很难避免，但当其数量超过 7% ～ 10% 时对性能的不利影响

就会凸显出来。

与未溶铁素体相对的是先共析铁素体，它产生于加热后的冷却过程。当螺栓钢完全奥氏体化后，在冷却过程中，因淬火介质冷却能力不足，

螺栓堆积存放淬火或转移过程中在空气中滞留时间过长等，均会造成冷却速率过于缓慢，铁素体便有足够的时间与机会沿奥氏体晶界呈条状或

网状析出，从而形成先共析铁素体。因铁素体相较软，故降低螺栓的整体硬度和强度；又因其沿晶界形成断续或封闭网状，这一个个相对独立

的“空间”，割裂了基体的连续性，当受到外力作用时，降低了疲劳强度，不可避免地造成螺栓的沿晶断裂早期失效。

对于游离铁素体的消除，首先要根据铁素体的形态、分布、热处理工艺，并结合前道工序的情况具体分析其产生机理，确定属未溶铁素

体还是先共析铁素体。对于未溶铁素体，则从提高淬火加热温度或延长保温时间入手；若是先共析铁素体 ,则考虑增强淬火冷却烈度。从金相

分析的角度做出正确判断，为调整热处理工艺提供参考。

图 10 M36×720 螺栓块状未溶铁素体 (42CrMo 钢×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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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心部上贝氏体与回火索氏体 (42CrMo 钢×1000) 图 12 M42x235 螺栓淬火马氏体 +上贝氏体（42CrMo 钢×500）

2.2 上贝氏体

在贝氏体家族中，按照其形成温度及组织形态，有上贝氏体、下贝氏体、粒状贝氏体和无碳化物贝氏体之分，唯上贝氏体因力学性能较

差而不受欢迎，尤其是在调质组织中，一定数量上贝氏体的存在会严重影响螺栓的综合力学性能。

上贝氏体是过饱和针状铁素体与夹于其间的断续条状渗碳体组成的混合物，特点是明显的羽毛状沿晶粒边界分布。显微镜观察表明上贝

氏体是铁素体呈平行排列的细条状渗碳体。上贝氏体中渗碳体的条间距取决于铁素体条的宽度。这一宽度通常比细片状珠光体的片间距大，

且渗碳体的分布是断断续续的。为此，上贝氏体在浸蚀后的颜色较珠光体为浅，在金相显微镜观察中很容易与珠光体区别开来。上贝氏体的

颜色，随着转变温度的降低而变黑，这是由于铁素体条变窄所致。在光学显微镜下的典型特征为羽毛状呈对称或不对称分布。图 11 为大量对

称与非对称的上贝氏体与回火索氏体的混合组织（上贝氏体含量≥ 30%），该试样取自安装过程断裂风电紧固件螺栓心部。图 12 为 42CrMo 钢

M42x235 螺栓淬火状态组织为马氏体基体上分布有少量上贝氏体。虽无直接证据表明该断裂失效与心部组织之间有具体的对应关系，但该组织

降低了螺栓的抗疲劳强度却是不争的事实。

在GB/T38720-2020《中碳钢与中碳合金结构钢淬火金相组织检验》标准中虽未明确是否允许有上贝氏体存在，但该标准的合格范围（1～5

级）中同样并不包括该组织。而大量上贝氏体的存在，也降低螺栓的使用寿命，因而被列为一种调质缺陷组织。

为了寻找该类缺陷组织产生的原因，需从 Fe-Fe3C 相图及钢铁冶炼、热加工微观机理分别进行阐述。①从 Fe-Fe3C 相图来说，螺栓钢调

质过程需要加热温度和冷却速度的完美结合，而实际热处理操作过程中，欠热（包括加热温度不够或保温时间不足）和欠淬透（冷却速率低于

临界冷却速率）造成了过冷奥氏体在“C”曲线的“鼻子”区域 650℃～ 400℃这一贝氏体转变区域停留，从而分解析岀上贝氏体。②从热加工

微观机理角度来说，由于上贝氏体形成于贝氏体转变区的高温范围，温度较高，铁素体条粗大，碳化物颗粒也粗大，碳的过饱和度低，所以其

强度和硬度偏低；且粗大、脆性的碳化物颗粒呈断续条状分布于铁素体条之间，降低上贝氏体的韧性。为此，从上贝氏体的分布情况来看，脆

性的上贝氏体分布在奥氏体晶界上，进一步弱化了晶界强度所以上贝氏体不仅降低材料的强度、冲击韧度等静态性能指标，还会对疲劳强度、

持久强度等动态性能指标造成一定影响，从而降低螺栓的使用寿命 [5]。

2.3 屈氏体

屈氏体与索氏体、珠光体都称为珠光体型组织，三者都是铁素体与渗碳体的层片状机械混合物，差别只是片层间距的不同。因屈氏体形

成于珠光体区转变的低温范围 600 ～ 550℃，过冷度大，片间距仅 30 ～ 80nm，只有在放大 1000 倍以上才能辨别其层片结构，所以又称为极细

片状珠光体。

从形成机理上来说，屈氏体可形成于淬火的欠热过程。当加热温度偏低或保温时间偏短时，奥氏体均匀化程度相对较低，不稳定性增大， 

组织转变时的不同时性加剧，局部区域在冷却时就会发生屈氏体转变。如淬火过程中，由于网带炉运转速度的影响，零件表面向内部热传导时，

加热时间较短时，而心部热量较少，不足以使其完全奥氏体化，过渡区便会有部分屈氏体组织形成。如图 13 中，分布在白色未溶铁素体周围

的深黑色网络状组织就是由欠热形成的屈氏体。

当正常加热后，冷速不当也会形成屈氏体组织。淬火冷却过程中，当局部冷却能力不足时，螺栓心部不能直接达到马氏体的相变温度，

而是在屈氏体转变区域停留，此时过冷奥氏体便会分解出不完全淬火组织—屈氏体。在随后的高温回火过程中，淬火马氏体转变为回火索氏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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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淬火回火后的心部组织形貌（45 钢×500）

a、黑色沿晶界淬火屈氏体     b、淬火屈氏体经高温回火

参阅文献

［1］张先鸣 .汽车紧固件热处理工艺技术及其发展［J］,金属制品 ,2010,36（2）：6-9,

［2］刘云旭 .低碳合金钢中带状组织的成因、危害和消除［J］,金属热处理 ,2000, 25（12）：1-3,

［3］刘宗昌，冯佃臣 .热处理工艺学［M］,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 ,2015.

［4］韩志良 .调质组织中铁素体成因分析［J］.理化检验 -物理分册，2015,51（2）123-125.

［5］刘宗昌，任慧平 .贝氏体与贝氏体相变［M］,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 ,2009

［6］李炯辉，林德成 .金属材料金相图谱：上，下册［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6. ◆

淬火屈氏体经回火后颜色略为变淡，随着高温回火温度升高，碳化物略有聚集长大，其颜色也由原来的深黑色球团状变成浅灰色球团状，

如图 14（b）是 45 钢淬火后经 500℃回火的组织，淬火屈氏体经高温回火后变成浅灰色团球状，稍深色是回火索氏体，还有少量沿晶界分布的

白色网状先共析铁素体。当高温回火后，在回火索氏体基体上的白色屈氏体，根据 GB/T 38720—2020《中碳钢与中碳合金结构钢淬火金相组

织检验》标准判定为 7～ 8级，属于不合格组织。

值得注意的是屈氏体与回火屈氏体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并不是淬火产生的屈氏体经过回火后就变为回火屈氏体。回火屈氏体是淬火马氏

体中温转变的产物，其前身是淬火马氏体，而屈氏体是过冷奥氏体直接转变的产物，其前身是过冷奥氏体，机械性能在本质上是有差别的。

3、结束语

螺栓钢的以上各种组织缺陷的形成，无不与加热温度和冷却速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任何一个合格热处理过程都离不开这两项关

键参数的完美结合，显微组织检测也绝不仅限于对某种组织的判定。不同的显微组织揭示了不同的热加工工艺过程及热处理质量状况，从各种

缺陷组织的形态、数量与分布分析其形成机理，判断其产生工序，从金相分析的角度做出正确判断，达到各项工艺参数的最佳配合，为进一步

保证产品质量提供参考。

图 13 马氏体 +网络状屈氏体 +多角状铁素体（45 钢×500）

而屈氏体属于稳定组织，形态基本不变 , 仍保持屈氏体的层片状结构，只是碳化物略有聚集长大，颜色略为变浅 [6]。图 14（a）为 45 钢淬火

后的心部组织形貌，可见整体呈黑色球团状的屈氏体沿晶界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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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做紧固件冷镦的，都需要这样一本专业工具书！

前言　

紧固件成型工艺中，冷镦（挤）技术是一种主要加工

工艺，冷镦工艺，最适合生产螺栓、螺钉、螺母、铆钉。

冷挤压技术是一种高精、高效、优质低耗的先进生产

工艺技术，较多应用于中小型锻件规模化生产中。与其他

加工工艺相比 , 冷挤压具有众多优点：节约原材料；提高

劳动生产率；零件可以获得理想的表面粗糙度和尺寸精度；

提高零件的力学性能；可加工形状复杂的，难以切削加工

的零件；降低零件成本等。

冷镦工艺由于具有较高的生产率，良好的产品质量，

并大大减少材料消耗，降低生产成本，改善劳动条件，因

此愈来愈广泛地应用在机械制造 , 特别是标准紧固件的生

产中。

许多紧固件相关人士想要系统地学习冷镦冷挤压技术，

但因为网上的信息不够全面，过于零碎，不能很好地系统

地学习，也找不到相关书籍。为了解决行业内人士的问题，

中国紧固件系统知识工程推动者——龚茂良工程师编纂

《紧固件冷镦技术与应用》一书。现在，第二版《紧固件

冷镦技术及应用》精华版上线啦！

该书初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行业内多次举行同名专题讲座，此次再版凝结了作者数十年的紧固件

冷镦知识、实际应用技术，并于 2022 年 11 月正式发售。

作者简介

龚茂良，男，生于 1954 年 11 月 28 日，机械高级工程师。

主要获奖论文发表于《机械工程师》，被俄文刊物转载，收编于《中国科学技术文库》。

2014 年任思进智能成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多次于专业文刊发表论文并获多项技术专利，

修订国家冷镦机标准 2 项。编著《紧固件冷挤压技术及应用》大型专业工具书，并于 2022 年再版《紧固

件冷镦技术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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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目录

本书简明地介绍了冷镦技术的基本理论、冷镦核心技术、冷镦常用计算公式和数据、冷镦件的原材料及毛坯准备，冷镦件的模具材料选用、

冷镦件金属成形冷却润滑用油、冷镦件工艺变形及模具设计。

用各种自动冷镦机镦锻金属线材成紧固件是冷镦技术最为广泛的应用，本书研究探讨的就是金属线材冷镦技术及应用，扼要介绍了紧固

件关于螺纹的起源和紧固件的蓬勃发展，详尽介绍了基础篇模具图册（5套 27 种规格）、经典篇模具图册（2 种规格）、经典篇工艺变形图册 

（39 种规格）。

编著者龚茂良致力于紧固件冷镦技术钻研和应用数十年，本书是呕心沥血传世之作，填补了国内紧固件行业冷镦技术的空白，具有国际

先进技术水平，顺应紧固件行业发展大趋势，实用价值颇高。主要可供冷镦生产企业技术人员、工人使用，亦可作为相关专业在校师生及研究

人员的参考书和模具培训班的教材，不容错过！◆

订购咨询

扫二维码加金蜘蛛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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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2023中国（福州）工业博览会 
China (Fuzhou) Industrial Expo 2023

99 Fasteners, Adhesives, Tools and …

98 Magazine Bulonero

24
北京鑫天云紧固件有限公司 
Beijing Xintianyun Fasteners Co., Ltd.

封面 采购器 Fastener Purchasing Platform

28
常州市武进江南特种螺钉有限公司 
Changzhou Wujin Jiangnan Special Type Screw Co., Ltd.

88
成都国际工业博览会 
Chengdu International Industry Fair

79 德国斯图加特紧固件展 Fastener Fair Global

89
第11届武汉国际机床展览会 
The 11th Wuhan International Machine Tool Exhibition

85
第19届郑州五金机电博览会 
The 19th Zhengzhou Hardware & Electrical Expo

84 第24届长沙智能制造装备博览会 CCEME

封二
第二十二届苏州紧固件与技术展 
The 22nd Fastener Trade Show Suzhou

83
第十一届江门先进制造业博览会 
The 11th Jiangmen Machine Mould, Plastic & 
Packaging Machinery Exhibition

78 东莞国际机床展 DME

23
东莞市胜标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Dongguan Shengbiao Hardware Products Co., Ltd.

26
东台市大王标准件厂 
Dongtai Dawang Fastener Factory

2,3 东台市溱标不锈钢有限公司 
Dongtai QB Stainless Steel Co., Ltd.

95
广州国际轴承展览会 
asiabearing Guangzhou International Bearing Exhibition

27
海盐紧固件厂 
Haiyan Fastener Factory

18,19 杭州杭申节能炉窑有限公司 
Hangzhou Hangshen Energy Saving Furnace Co., Ltd.

20
河北荣特紧固件制造有限公司 
Hebei Rongte Fastener Manufacturing Co., Ltd.

封三
金蜘蛛公众号|小程序|视频号|抖音号 
Official WeChat Account | Mini Programs | Channels 
Account | Douyin Account of China Fastener Info

120
金蜘蛛海外社交媒体 
Social Media of China Fastener Info

121 金蜘蛛紧固件跨平台 www.FastenerView.com

96 金蜘蛛紧固件网英文版 www.chinaFastenerinfo.net

29 金蜘蛛紧固件网中文版 www.chinaFastenerinfo.com

页码 公司名 Company Name 

97
金蜘蛛英文网公众号|小程序 
English Official Account | Mini Programs of China 
Fastener Info

6,7 卡锣萨尔维（广州）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Carlo Salvi (Guangzhou)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Ltd.

4,5 耐落螺丝(昆山)有限公司 NYLOK®-China

25
七丰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Qifeng Precision Industry Sci-Tech Corp.

86 日本工业展 Manufacturing World Japan

13
瑞安市汇力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Ruian Huilida Metal Products Co., Ltd.

16 三井机械工业 SamChang Machinery Industrial

27
上海尖峰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Shanghai Jianfeng Hardware Manufacturing Co., Ltd.

26
上海南雁紧固件有限公司 
Shanghai Nanyan Fasteners Co., Ltd.

10
上海上垫垫圈有限公司 
Shanghai Shangdian Washer Co., Ltd.

25
上海珠金标准件制造有限公司 
Shanghai Zhujin Standard Component Co., Ltd.

81 深圳工业展 ITES

80 苏州国际机床展 SME

21
太仓明皓精密模具厂 
Taicang Minghao Precision Mold Co., Ltd.

22
温州广全标准件制造有限公司 
Wenzhou GanCho Fasteners Manufacturing Co., Ltd.

28
温州克兴通标准件制造有限公司 
Wenzhou Kexingtong Fastener Co., Ltd.

24
温州市鸿旺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Wenzhou Hongwang Hardware Products Co., Ltd.

8,9 稳立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Wenley Trading Co., Ltd.

1
无锡安士达五金有限公司 
Wuxi Anshida Hardware Co., Ltd.

87 印尼国际紧固件与固定技术展 Inafastener

23
余姚标二工贸有限公司 
Yuyao Biaoer Industry & Trade Co., Ltd. 

17
浙江键财机械有限公司 
Zhejiang Jiancai Machinery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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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5 浙江友信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Zhejiang Yeswin Machinery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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