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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tener+Fixing雜誌提供, 惠達編輯部整理
www.fastenerandfixing.com

瑞典Bufab銷售財報連續
第3季創高

瑞典Bufab連續第三季銷售財報再創新高，年比上升
18%。營運利潤和淨利也創新高。Bufab在2018年的淨銷售
增加18%至37.86億瑞朗（約3.607億歐元），其中8%來自企
業內部成長。營運獲利（稅息攤銷前獲利）增加至3.67億瑞朗
（2017年：3.11億瑞朗），相當於9.7%的營運獲利率，與2017
年一樣。第四季淨銷售增加17%（4%來自企業內部成長）。該
季營運獲利率降至8.5%（2017年第4季：8.7%）。

董事長兼最高執行長JörgenRosengren表示，第四季的成
長主因除了是事業併購的強力挹注之外，還包括匯率和市占

率的影響。「我們並未看到經濟會明顯放緩的跡象，但確實有

注意到顧客心態變得更審慎，導致某些產量被推遲至2018年
尾以後，但另一方面反讓2019年1月的銷售有好的起步。」

董事長說第四季的毛利率表現比2017年第四季和2018年
第三季弱了許多，這完全歸因於去年一整年我們在瑞典的事

業表現遭受到高採購價和瑞典貨幣轉弱的壓力。2018年度的
合併毛利率則維持不變。董事長強調：「我們對顧客大幅調

高了兩個部門的產品售價，因此完全抵消了高額的採購價。

2018年尾，原物料價的調漲轉趨平穩。這些先決條件有利於
今年節省採購開銷。」

「我們在2018年間獲取了市佔，這意味的不是零星隨機
的事業成就而已，這意味著我們在所有市場中開發到幾百位

新的顧客。若我們沒在幾年前把心力投注在銷售組織內部的

招募、個人發展、程序和工具上，這種大範圍的顧客量增長是

不會實現的。透過指派管理階層的一位人士掌管採購，我們

也大幅增加採購的速度，並透過她的統領來對組織、工具和

程序進行投資。」

董事長強調集團在2018年中之後併購了RudhällIndustri
公司，並重述：「我們已把目光放到其他的併購上」。他總結

說：「展望2019年，整個大經濟環境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但不
論市場的表現如何，我們都會持續朝目標推進，在2020年成
為業界最強的企業。」

扣件部門主導SFS公司
近期的成長表現

SFS集團在報告中表示2018年的銷售成長穩健，
成長了6.5%，合併銷售總額達到17.39億瑞郎（15.4億
歐元）。營業利潤成長到2.43億瑞郎，相當於淨銷售額
的14%。集團表示，這樣的銷售成長趨勢主要是基於
終端市場和地理條件，集團核心事業活動的內部增長

幅度達5%，穩健而均衡。這反映出集團為選定的利基
市場提供客戶專屬解決方案的優勢。

雖然還有其他多種因素，但集團的成長主要是由

扣件產品部門來主導，該部門全年的銷售額達4.371億
瑞郎，比2017年增加了13.8%。集團表示該部門因為擁
有創新的產品而強化了競爭優勢並增加了市佔。新產

品的推出是一個強大的銷售助力，而該部門享有良好

的市場環境。該集團整併了HECO，內部增長的幅度
達5.6%，使銷售成長了5.8%。零組件部門的銷售額為
9.76億瑞郎，成長4.4%；經銷和物流部門的銷售額為
3.345億瑞郎，成長3.6%。

2018下半年集團的成長減速，集團表示原因可能
是前一年的銷售成長動能相對較強且第四季的需求出

現急遽且暫時的下跌，特別是汽車和電子業顧客的需

求。匯率因素對銷售額產生正面的影響，成長了1.4%。

瑞士佔了總銷售額的20.4%，其他歐洲國家則佔
了41.1%。集團在美國的銷售額佔了17.7%，亞洲佔了
20.6%，非洲和澳洲共佔了0.2%。初步的報告結果顯
示營業利潤增加23%，達2.43億瑞郎。整體的結果已於
2019年3月8日公告。

併購VanAerden集團
K YO C E R A S E N C O公司將全資併購

VanAerden集團，該集團是一家歐洲的氣動
工具與扣件經銷商兼製造商。透過此併購，

KYOCERASENCO公司（Kyocera公司的子公
司）將會拓展氣動工具和扣件事業。自2019年3
月1日起，VanAerden集團已改名為KYOCERA 
AERFAST EuropeBV。透過此併購帶來的氣
動工具與扣件產銷資產，KYOCERASENCO
公司的目標是強化在歐洲的事業。

列支敦斯登Hilti集團
2018年銷量成長10.7%

集團報告2018全年的銷售額增加了10.7%，達56億瑞
朗。若排除掉併購帶來的影響，同年比的銷售額增加了

9.7%。最高執行長ChristophLoos評論說：「2018對Hilti集
團來說是重要的一年，我們針對創新、市場分布和基礎設

施做大量投資，為長遠的利潤成長打下基礎。我們藉由兩

位數的事業成長達成事業目標，由於全球貿易持續緊張，

因此預測未來的成長動力減緩。」

集團在歐洲的銷售成長強勁，達10.6%（以當地貨幣
計）。唯一的例外是英國，該國的脫歐對建築產業投下了不

確定因素。集團在北美也創下兩位數的成長（10.4%），在
拉美仍持續上揚的趨勢，成長8.6%，在亞太地區的銷售成
長了7%。即使集團的銷售在土耳其、俄國和阿拉伯面臨挑
戰，集團在東歐、中東、非洲地區的銷售額仍成長了9.3%。

歐洲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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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Bulten集團2018年銷售上升
9.7%，但第四季轉趨疲軟
集團公告的臨時報告顯示2018年的淨銷售額成

長9.7%，達31.32億克朗，但汽車市場的不確定性使
第四季的銷售成長動能轉弱，只比2017年同期增加
1%。2018全年的營業收益（EBIT）表現穩定，達2.1
克朗，但營業毛利率從7.4%落至6.7%。稅後收益下跌
到1.43克朗（2017年為1.59億克朗）。集團的訂單額增
加了2.8%，達30.98億克朗。從營業活動獲得的現金
流增加到1.25億克朗（2017年為5800萬克朗）。

集團在第四季簽署了兩份全面服務提供商合

約以供應電動車的動力傳動系統，每年可帶來的

總金額價值為700萬歐元，將從2020年起生效。先
前一份供應產品給新車款的合約在2019年起生
效，每年可望帶來約1,300萬歐元。

將退休的董事長兼最高執行長TommyAnders-
son評論說：「第四季因為市場不確定性更大，汽車
產量下跌。汽車需求的波動增加是歐洲數國的新環

境稅法規以及脫歐的不安情緒所造成的其中一個

結果。」

「即使市場景氣轉弱，我們仍持續贏得新的事

業和市佔。淨銷售額成長1%。第四季的訂單量與銷
售量同水準，但比起去年下跌了12%。」「第四季營
業收益與前一個年度相比降低了，主因是第四季的

後半季產量減少。收益也受到匯率以及中國據點開

始組織改造的負面影響。原物料價格在第四季趨

穩，但仍持續位於高點。我們的財務狀況強健。油電

混合車與電動車的需求正在增加，這對集團來說是

有利的發展。」

如同集團在2018年6月所宣布的，AndersNys-
tröm現在已接替TommyAndersson成為集團的董
事長兼最高執行長。Anders是機械工程師，輔修
領導學與經濟學。他在汽車業有豐富的國際經驗，

曾擔任KongsbergAutomotive、富豪汽車和福特汽
車等公司的領導職。他離開IAC集團並加入Bulten
集團，自2018年起擔任Commercial的商業副總。

英國愛爾蘭扣件經銷商協會

參訪BartonColdForm公司
在Optimas旗下的BartonColdForm公司

的支持下，英國愛爾蘭扣件經銷商協會（BI-
AFD）順利推廣了扣件製造日的活動。

來自英國愛爾蘭扣件經銷商協會的30位成員企業代表在二
月參訪了Barton公司位於英國德羅伊特威奇鎮的製造廠。當天的
活動包括了協會長PhilMatten主講一小時探討扣件成型製程的座
談、銷售經理ZakTolley介紹Barton公司和其製程、製程的導覽。

對超過四分之三的參訪代表來說，這是他們第一次有機會看

到扣件的製程。協會長說：「之前參與過的團體評價說這個活動最

大的一個價值是能實際看到製程且有經驗老道的生產部經理提

供解說。英國愛爾蘭扣件經銷商協會大概在五年前就規劃了這些

參訪活動，我們也與英國鋼鐵公司在斯肯索普市的線材廠合作。

目標是幫助在原本的職位上無法親眼看到產品製程的經銷人士能

認知到，微不足道的小螺絲背後工程技能和科技的複雜性。」

協會主席GuyStanhope經營的PhilHoldenFasteners公司也
派了團隊當中的幾位代表參加活動。「對我們和其他類似的中型

自營扣件經銷商來說，協會的活動很可貴，這也是無需遲疑即可

加入協會會員的諸多原因之一。已沒有其他更有效的方式來讓我

們公司的人員了解生產每天要銷售的產品所需的要件，我也確信

這為PhilHoldenFasteners公司帶來正面的改變。」

協會的下一個會員活動是技術研討會，預計吸引超過五十名

參加者。該活動會聚焦的議題包括氫脆化、最近公布的改訂版

ENISO4042所涉及的影響、配合扣件標準的電鍍塗佈機制。

義大利VIPA公司啟用第三座全自動倉儲
VIPASpA完成了第三座高貨架

倉庫，新增3萬個棧板空間，將存儲
量推升到巨大的15萬個棧板空間，
讓VIPA庫存提供超過6.5萬種不同
產品，包括不同尺寸、塗佈和材質。

該公司在2001年搬遷到現在位
於義大利羅洛市的總公司，起初先蓋

一座高貨架倉庫，長135公尺，高35公
尺，包括5條自動化走道。2007年，它
新建第二座高貨架倉庫，新增7條自動化走道。所有12條走道同步運作。

第三座與其他兩座的建造規格相同，將VIPA的存儲量擴增25%，
且也將同步運作。不同的是，第三座是全面自動化設施。「第三座的加

入意味著我們能採用24小時全面自動化的系統。機械將會全天候運
作，在夜間會優化。」

除了三座倉庫之外，VIPA還有一間設備齊全的實驗室，能進行種
類廣泛的品質測試，以確保產品依循知名且受認證的標準。「我們也是

EN15048：2007標準之建築螺栓的合格製造商。我們提供的SB螺栓含
CE標誌，符合89-106、109EN-1、109EN-2標準，類別屬於高強度螺栓。」

VIPA可提供的產品還包括建築用料六角頭螺栓，符合EN14399標
準，提供普通版和熱浸鍍鋅版，尺寸M12到M36。VIPA供應給各行各
業，除了在義大利的公司之外，它還有五家分支，位於西班牙、法國、德

國、中國和捷克。

Bulten公司獲得第二份電動車合約
Bulten從某一家歐洲汽車大廠的手中獲得了第

二份合約，增強了它身為電動車全方位服務提供商

的地位。董事長兼最高執行長Tommy Andersson先
生表示：「我們在短時間內獲得了第二份電動車的

FSP合約，這證明我們的做法和我們為這領域貢獻
的專業獲得主要汽車代工廠的認同和欣賞。」

此合約的價值約為每年500萬歐元，之後會隨
著汽車的產量走勢增減。預計會在2020年9月開始
出貨，在2021年達到全面生產並持續5年。



29歐洲新聞  

Ch
in

a 
Fa

st
en

er
 W

or
ld

 n
o.
56

/2
01

9

瑞士Bossard取得航太認證
Bossard集團在義大利取得了AS9120航太認證。成為航太產業供應商

的要件就是要有官方的許可。該集團已獲得認證，且活躍於美國、法國和

瑞士的航太產業。

近年來集團不斷持續其併購策略，並已建立起在航太產業的專業。如

今在義大利取得的認證，對集團來說是在此高技術要求產業中擴大活動的

一個重要階段。義大利的航太產業在歐洲排名第四，因此扮演重要的角色。

集團表示打算採取適當的步驟來穩定強化它對航太產業的投入。憑

藉著在扣件科技領域的競爭力和創新力，集團有信心能滿足航太產業中

所有層級之顧客的特殊要求。

Trifast集團保持穩健的成長
與投資力道

Trifast集團在2018年3月至9月的營業額
達到1.05億英鎊(1.167億歐元)，以實際匯率
換算則成長了7.3%。以恆定匯率換算的有機
營收成長率為4.2%，毛利率高於預期。稅前
利潤為8百萬歐元，同年比下跌了12%。以恆
定匯率換算的基本營利上升了6.8%。

集團在歐洲的營業額為3840萬英鎊，
成長6.6%，其中它在荷蘭的汽車業、匈牙利
的電子業和德國的通用工業中獲得兩位數

的成長率。在義大利，它最大的家電客戶仍

持續下縮減下單量，這反倒抵銷了某些營

利的動能。集團在英國的營業額為3920萬
英鎊，成長10.8%，成長的動能多半是來自
併購Precision Technology Supplies公司。
英鎊的貶值讓併購價膨脹，使其他英國據

點的毛利偏低，削弱了併購後獲得的毛利增

長。集團強調，大約七成的營業額和利潤是

來自於外國。雖然脫歐會有長遠的影響，但

集團有跨部門的團隊準備了兩年的時間來

緩解無協議脫歐的風險，因此集團認為短

期內可應付營運和財務方面的衝擊。

集團在亞洲的營業額為3,008萬英鎊，
成長3.9%，成長的動能主要是來自它在新
加坡的家電事業以及台灣工廠的經銷量增

加。在中國，汽車市場的持續增長抵銷了它

在電器事業的銷量衰退。它的電器事業有一

部份移轉到了印度，集團表示在印度當地了

銷售正開始復甦。

集團在美國的表現優異，營業額達到

430萬英鎊，成長31.1%，主要是因為集團持
續打入現有的跨國汽車代工客戶。為推動強

穩成長的地區性銷售，集團已遷移到佔地更

大的經銷據點。集團投資了130萬英鎊擴增
產能，特別是新加坡與義大利當地的產能，

且表示未來會增加更多地區的產能。

在關鍵市場方面，集團表示九成的汽車

事業與內燃機並不相關，意指電動車的增產

對集團來說會是很大的成長機會。集團事實

上有預測，由於產品生命週期和車款的改變

代表了柴油動力裝置的需求降低，所以集團

在英國的汽車產量會出現短期的下降。在

義大利和中國，客戶的因素使集團在當地家

電和電子業的表現僅能持平，但集團在其

他地區強大成長力，因此有信心認為這些

市場會有長遠的潛力。

Bossard集團投資3D列印
Bossard收購了3d-prototyp公司49%的股份，並有意在三年內將持股

擴大到100%。做為長期策略的一環，集團有意透過此併購在未來的3D列
印市場中建立自身的地位。集團在2018年的春季宣布與三間3D列印機製
造商結盟，接手了這三間公司在瑞士市場的代理和經銷權。

3d-p ro to t y p公司以複雜塑膠零件與模型的積層製造(add i t ive 
manufacturing，是以材料逐漸累加的方法製造實體零件的技術)成名。
在自由形體的表面和複雜的幾何形狀的3D掃描方面，它的經驗豐富。
Bossard集團期望透過研發夥伴和製造承包者的身分，獲取塑膠積層製
造在實務上的專業知識。集團希望從設計階段、零件產製到設備選擇與

相關製造技術的諮詢都能給予顧客技術支援。集團有意在未來的幾年內

加碼投資擴大設

計和工程研發。

集團表示3D
列印在原型設

計、幾何形狀複

雜的零件、多零

件的組裝作業，

以及以輕量化為

關鍵訴求的零件

等各種方面有發展的潛能。有越來越多新材料使用到3D列印，因此集團
對這方面為扣件產品帶來的挑戰備感興趣。

漢高公司的全球黏著劑科技

研發中心動土 
漢高公司已為杜賽道夫總部的全球黏著

劑科技研發中心動土。它將為這座尖端科技

的設施投資超過1.3億歐元，該設施完工後將會為多種產業強化新
科技和新應用的研發。該設施也將做為全球客戶中心，為客戶提供

黏著劑、密封膠和機能性塗料，也會為需要客製化方案的英國顧客

提供支援，也會做為總部的顧客的輔助設施。

這棟7層樓的中心會囊括幾間實驗室、研究室、測試設施、辦公
空間和會議室，占地5萬平方公尺，容納350名員工。這員工來自研
發、產品開發、應用科技和服務部門，目前仍在總部的各棟建築內

工作。漢高計畫在2020年底啟用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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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ner Lederer公司的創立者退休
Rainer Lederer在49年前以自己的名字和Hans Lipinski先生合夥

成立了公司。他的事業已變成歐洲最受扣件企業之一，而他在2019年
初正式退休。他在七八零年代創立公司，當時的公司名稱還是「Le-
derer + Lipinski」，此後公司成為歐洲不鏽鋼螺絲貿易的市場龍頭之
一。公司在1975年搬遷到埃內佩塔爾，接著在1988年在卡茲巴赫街設
立新據點，這在當時是冒了很大的風險，但他的付出有了回報，獲利一

直相當可觀。

1990年初他發現也可以透過特殊螺絲和C級零件的管理獲得成
功，因此當時他為今日的Rainer Lederer公司打下了基礎，也讓今日的
公司事業非常成功。2012年交接事業時，他的兒子Volker Lederer博士
順利承接了這家非常賺錢又受崇敬的公司。Rainer Lederer先生不僅
在財務方面表現傑出，做人處事也是如此。

那麼這間公司的創立者和接班者之間的私下的關係如何？父子共

識難免總會有摩擦，這兩位當然也不例外，但面臨重大的抉擇時，做

為父親的Rainer Lederer總能以他的遠見從容地解決。早在2006年，
他告訴自己的兒子說，在意見分歧的時刻，由兒子做最終的裁斷。他的

理由很簡單也很確切：「因為公司的未來是兒子的，不在於我！」

Apolo MEA公司更名為CELO
Apolo  M EA公司將更名為「CELO Befest igu ngssysteme 

GmbH」，這考量到公司名、法定形式、經理階層，且住址將維持不
變。Apolo MEA自2009年備CELO併購，這是CELO集團成長後自然

會有的結果。該集團是一家在國際上很成功的家族企業，它的核心競爭力在於研發、製造、高品質螺絲扣件的

製造與經銷。

近年來該集團主要是透過併購來擴大事業，就這這個層面來說，如今已是時候來統合集團旗下多樣的品

牌。集團已在準備為未來推出一個統一的、新鮮的形象。

集團在全球17國雇用了360名員工，在德國、西班牙、中國與美國有設廠，並出口超過80國。更名後的公司
仍會留在德國的艾夏城。近年來已有創新的扣件產品在這裡上市，考量到事業正面發展的前景，集團計畫在

當地進一步投資。

NORMA集團的有機成長動能
強勁

NORMA在2018年前三季的銷售額為
8.171億歐元，成長7%。有機成長率的表現
強勁，達到9.7%，但原物料的通膨和美國的
關稅戰使得稅息折舊及攤銷前利潤(EBI-
TA)下跌16%。銷售成長量當中的1.4%是來
自於集團收購 Fengfan、Kimplas和Statek
這三家公司。貨幣的負面影響削減了4%的
銷售成長。第三季的銷售為2.681億歐元，同
年成長了9.7%，有機成長幅度為7.1%。

前三季在歐洲、中東和非洲為3.757億
歐元，成長1.8%，成長的動能包括了8月收購
的Statek公司。第三季的成長轉弱是因為歐
洲汽車業景氣困頓以及車產量下滑。集團

在美國的銷售為3.334億歐元，成長7.9%，
這是因為當地商用車和農機業的訂單景氣

好。在亞太地區的銷售為1.072億歐元，成
長26.5%，這反映出集團的接合技術部門表
現非常好，此外也有部分成長來自於併購

Kimplas公司。

前三季調整後的稅息折舊及攤銷前利

潤為1.305億歐元，下降了2.9%，而其獲利率
從前一年度的17.6%下降到16%。集團表示
收益和獲利率的下跌是因為國際原物料市

場的情勢緊繃。不鏽鋼的價格調漲和合金

的附加費用、重要塑膠零件領域的不可抗力

因素和美國的懲罰性關稅都造成了負面影

響。原物料的

短缺在採購、

生產和物流

方面產生了

暫時的變動

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