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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亮点

韩华视角

韩华核心价值故事

新闻资料

· (株)韩华世界500强最新排名246位

韩华高新材料的飞跃带动电动汽车发展

全球韩华人怎样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体现韩华集团的核心
价值“开拓进取”“无私奉献”“诚实公正”？

· 韩华Q CELLS基于PERC技术的Q.ANTUM太阳能电池突破
  10亿产量大关

韩华Q CELLS与德甲联赛新兴强队RB莱比锡签署赞助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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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韩华消息
让我们看看来自世界各地的韩华集团及旗下子公司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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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韩华世界500强最新排名246位
业务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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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华Q CELLS基于PERC技术的Q.ANTUM
太阳能电池突破10亿产量大关

业务亮点

韩华Q CELLS日前透露，在业内首次采用PERC技术的Q.ANTUM太阳能电
池突破10亿产量大关。继2014年在马来西亚赛城工厂成功实现吉瓦规模
Q.ANTUM太阳能电池批量生产之后，2016年韩国新建工厂的Q.ANTUM
太阳能电池生产量突破10亿大关，发电量达5吉瓦，相当于600万人家庭一
年的用电量。

Q.ANTUM：不仅仅是PERC

· Q.ANTUM太阳能电池是在PERC技术基础上结合韩华Q CELLS技术特性的自主品牌
· 韩华Q CELLS在韩国和马来西亚设有业内最大规模的基于PERC技术的电池片生产设施
· Q.ANTUM太阳能电池电转换效率创世界之最，获多项国际殊荣
· 韩华Q CELLS首席执行官南晟宇表示：Q.ANTUM太阳能电池突破10亿产量大关证明我们是光伏行业领跑者，
  今后将持续努力提升光伏发电竞争力

Q.ANTUM太阳能电池是韩华Q CELLS的专利太阳能电池技术平台。该技
术基于对太阳能进行背钝化处理（PERC），提高太阳能电池的效率，还将韩
华Q CELLS的多种技术相结合，提供诸多额外的特性，并具备控制PID（电
势诱导衰减）[i]、LID（光诱导衰减）[ii]和LeTID（光及高温诱导衰减）[iii]等
各类衰减效应的功能。此外，Q.ANTUM还具有其他多种特色：热斑保护
（hot-Spot-Protect）功能、可100%追溯所有电池生产过程的质量追踪激
光标识（Tra.Q），以有效处理客户索赔。

韩华Q CELLS的太阳能电池片年均生产能力为6.8吉瓦，排名世界第一。其
中4.2吉瓦（韩国2.2吉瓦、马来西亚2吉瓦）是采用PERC技术的太阳能电
池，这也排名世界第一。韩华Q CELLS采用该技术的Q.PEAK、Q.PLUS组件
正销往韩国、欧洲、美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

韩华Q CELLS的Q.ANTUM太阳能电池技术实力获得行业的认可。2011
年以Q.ANTUM太阳能电池稳居多晶片效率世界第一，2015年采用
Q.ANTUM太阳能电池技术的多晶组件效率也排名世界第一。与此同时，
2015年12月采用Q.ANTUM太阳能电池技术的Q.PLUS荣获“Solar Award”
奖，2017年5月采用Q.ANTUM太阳能电池技术和钢框架组件的高功率组
件又荣获“太阳能聚光板 (Photovoltaics）奖”。韩华Q CELLS凭借这些高质
量、高效能的产品群，去年占据美国、韩国、澳大利亚和土耳其等主要市场
份额第一。

韩华Q CELLS首席执行官南晟宇表示，Q.ANTUM太阳能电池产量突破10
亿，证明了韩华Q CELLS在太阳能产业中的领军地位和卓越的技术领导力。
他还表示，韩华Q CELLS不满足于现状，将持续开展研发工作和效率改善
措施，着力提升太阳能发电竞争力。

韩华Q CELLS太阳能组件

韩华Q CELLS太阳能组件获奖情况

· 钢框架组件：针对EPC和大型项目，锌-铝-镁镀层结构, 耐用性佳。

   此款是采用分散式接线盒及Q.ANTUM太阳能电池的72片单晶

  电池产品。额定功率最高达375Wp，具有最低的平准化电力成本  

  (LCOE)及优化后的安装便捷性。

· Q.PEAK-G4.1：60片单晶电池的Q.ANTUM太阳能组件，额定功率

  最高达310Wp，用于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有72片组件）

· Q.PEAK BLK-G4.1：全黑太阳能组件由60片单晶Q.ANTUM电池

  组成，额定功率最高达300Wp, 主要用于一般家庭住宅。（有72片

组件）

· Q.PLUS BFR-G4.1：60片多晶电池的Q.ANTUM太阳能组件，拥有

最高达285Wp的功率等级，具有高能量产

  出和较高的性价比。（有72片组件）

· “2015太阳能行业奖（Solar Industry Award 2015）”
  由著名太阳能营销机构Solar Media主办，从2008年起，为掌握太

  阳能产业的整个价值链，挖掘研发出能改变世界、具有潜力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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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镇川工厂员工合影留念，庆祝Q.ANTUM产量突破10亿大关。

左四为刘成柱厂长。

· [i]Anti-PID（电势诱导衰减）
  防止由泄露电流导致输出功率下降的现象

· [ii]Anti-LID（光诱导衰减）
  防止因光而产生的硼氧复合体导致输出功率下降的现象

· [iii]Anti-LeTID（光及高温诱导衰减）
  防止因光和热而产生的硼氧复合体导致输出功率下降的现象。

  的公司、产品及服务而授予奖项。韩华Q CELLS采用多晶Q.ANTUM

  组件的 Q.PLUS-G4经过2个月的网上投票后，最终被选为“最佳制造

  创新组件”，当时投票人数高达7万多人。

· “2017国际太阳能技术博览会（InterSolar Award 2017）”
  该博览会从2007年开始由德国太阳能工业协会（BSW）主办，在过

  去10年来共有1千多个项目参展。韩华Q CELLS的新款钢框架采用分

  散式接线盒、多层次的创新技术和高性能的Q.ANTUM技术，具有

  最低的平准化电力成本（LCOE）、安装费用优势以及卓越的性能。

  评审委员在入围的10个产品、51个候选产品中，将韩华Q CELLS的

  钢框架产品——Q.PEAK RSF L-G4.2太阳能组件选为“最具创新的产

  品”。

· 光伏杂志（PV MAGAZINE）创新奖
  由全球著名的光伏杂志“PV MAGAZINE”主办，获奖产品及获奖理由

  与InterSolar Award相同。

相关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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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韩华人怎样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体现韩华集团的核心价值“开拓进取”“无私奉献”“诚实公正”？

《韩华国际新闻》以全球韩华员工为对象举办了“韩华核心价值故事征集大赛”，分享了全球韩华人在工作和生活中所体会的核心价
值。日前还通过公司广播站，播出了征集大赛获奖故事。那么，让我们一起去看看获奖者有关韩华核心价值的故事以及获奖感言。
若想观看视频，请点击这里：

“开拓进取”“无私奉献”“诚实公正”对各位的人生具有何种意义呢？希望今后更多的全球韩华人将核心价值的意义铭记于心，在工作和
日常生活中不断创造专属于自己的故事。

"

"

奥萨玛•亚雅德
韩华建设伊拉克比斯马亚建工部

 进韩华建设以后，我学到了韩华的核心价值。从那一刻
起我变得自信，不怕挑战，遇到问题以‘无私奉献’的精神
克服挑战，以‘诚实公正’的态度对待自己份内的工作。这成
了我的人生。

维多利亚•艾森霍夫
(株)韩华贸易欧洲法人光伏营销部

"
"

韩华的核心价值成为了重要的原动力，它能让在不同领域
各有所长的人实现融合、梦想和愿望，并战胜挑战。

"

"

对我而言，‘开拓进取’是一个可以、并应该伴随终身的关
键词。‘开拓’意味着努力去做、去挖掘、去创新，‘进取’意味
着保持上进心，不断取得进步，这是一个无论在工作上还
是生活中都能够让人受益终身的品质。我将铭记于心，身
体力行。

周文娟
中韩人寿保险企划部周文娟

"

"

每次我们所有人都团结一致，目标坚定，不断地锐意进
取。在韩华‘开拓进取’的精神支持下，城区、宁波以及整个
中韩人寿能够越做越好。

谢凌毅
中韩人寿宁波城区支公司负责人

全球韩华人心目中的核心价值
韩华核心价值故事 

www.hanwha.com/zh/corevaluestory

http://www.hanwha.com/zh/corevalue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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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韩华在格乐丽雅百货商店、首尔广场酒店（THE PLAZA）等
韩华旗下营业地点已设有电动汽车充电桩，计划在韩华度假村建设20
多个充电桩。由此可见，韩华正积极应对电动汽车这一全球汽车产业的
新潮流。

韩华高新材料的飞跃带动电动汽车发展
韩华视角

电动汽车

韩华旗下营业地点已设有32个电动汽车充电桩

车身重量越轻，
能耗经济性越好，
续航里程有望提升。

比起钢铁框架

保险杠防撞梁

座椅靠背框架

重量更轻 强度更高 不易出现瑕疵

适合用于电动汽车电池外壳

电绝缘性更好

重量轻
30%

强度高
300%

韩华高新材料在高强度、
超轻量材料汽车零部件领域占据领头羊地位

用于电动汽车（EV）的轻量化新材料 
连续纤维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

（Continuous Fiber Reinforced Thermoplastics，简称CFRTPC）

用于电动汽车（EV）的轻量化新材料 
片状模塑料（Sheet Molding Compound，简称SMC）

绿色汽车 降低燃
料成本

降低维护
保养费用

最近汽车行业的焦点莫过于电动汽车。电动汽车完全不排放一氧化
碳、臭氧等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有害气体，在燃料和维护保养费用上
比汽油车和柴油车具有优势，正逐渐发展成为下一代绿色汽车。

韩华高新材料从2015年开始批量生产用于电动汽车的轻量化新材
料——连续纤维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Continuous Fiber Reinforced 
Thermoplastic Composites，简称CFRTPC)。该材料用于制造电动汽车
的多种内外装部件，比钢铁框架，重量轻30%，强度高300%。

韩华高新材料于2015年成功开发尺寸稳定性佳、水密性质量好、机械
性能提升的“片状模塑料（Sheet Molding Compound，简称SMC）”。
SMC材料比金属，重量更轻，强度更高，不易出现瑕疵或损伤，具有较
好的电绝缘性，用于制造电动车电池外壳。

电动汽车充电一次最大可行驶400公里，续航里程比普通汽车短，但
车身重量越轻，能耗经济性越好，因此续航里程有望提升。在这种情况
下，韩华高新材料正在供应高强度、超轻量汽车复合材料，为汽车市场
的变化助一臂之力。

GMT1

LWRT2

EPP3

SMC

超轻量 用途广泛

高强度

韩华的轻量化新材料带动电动汽车发展

韩华高新材料通过采用高强度、超轻量、热固性塑料的汽车零部件相
关产品多样化研究，将继续加强在电动汽车市场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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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看看来自世界各地的韩华集团
及旗下子公司的消息。

全球韩华消息

中国

Hanwha Advanced Materials

韩华高新材料（北京）有限公司

韩华高新材料（北京）有限公司为迎接北京市“消防安全月”，7月3日联合

昌平区消防局举行了消防安全演习，让员工掌握发生火灾时的应急处理措

施，提高安全意识。

德国

日本

Hanwha              petrochemical

Hanwha Q CELLS

韩华道达尔（欧洲）有限公司

韩华Q CELLS Japan

韩华道达尔（欧洲）有限公司在德国法兰克福成立欧洲分公司

6月28日，韩华道达尔（欧洲）在德国法兰克福成立了欧洲分公司。在开

幕式上，韩华道达尔代表理事以及合成树脂事业部门员工出席活动，祝贺

韩华道达尔欧洲分公司的成功成立。

韩华Q CELLS Japan内销用光伏组件总出货量突破3吉瓦大关

2017年5月，韩华Q CELLS Japan进入日本市场仅仅6年，光伏组件总出货

量突破3吉瓦。

国际能源署（IEA）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年底，日本光伏组件安装量共

42.8吉瓦，其中7%来自于韩华Q CELLS Japan。不仅如此，2016年韩华Q 

CELLS Japan的光伏组件出货量已占据超过10%的内销市场份额，2017年

第一季度和4月份分别创下12%和16%。

2016年韩华Q CELLS Japan针对“产业”、“低压”、“户用”光伏市场，组织了

3个战略团队。这为公司在各类市场上取得良好业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尤

其是，“低压”、“户用”团队的光伏组件出货量较上年分别增加25%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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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班

Hanwha Hotels & Resorts

塞班世界酒店

韩华塞班世界酒店启动"Take A Rest"活动

韩华塞班世界酒店从7月7日开始启动员工福利活动"Take A Rest"，以答谢

全体员工为保持酒店入住率108%所付出的努力，肯定员工取得的工作成

绩。除员工之外，其家属和亲朋好友也能免费获得一晚住宿券、餐饮和水

上乐园门票。

韩华塞班世界酒店将通过该项活动，激励员工士气，从而提高客户满意

度。

韩华Q CELLS Japan的长期目标为将出货量提高30至40%。公司基于在德

国研发的产品技术力，为客户提供实际发电量大、耐用性佳、费用低廉的

光伏组件。

美国

Hanwha Advanced Materials

韩华高新材料（美国）有限公司

韩华高新材料（美国）有限公司6月29日举行纪念仪式，庆祝即将到来的

美国独立日。在仪式上，领导向全体员工所付出的辛劳和奉献表示了诚挚

的谢意。

在“低压”光伏市场上，针对小规模企业推出功率调节器、框架、架子等多

种装备成套的“Q.MAX”系列，这为普及光伏发电系统起到了积极作用。在

“户用”光伏市场推出的销售代理商支持项目“Q.PARTNTERS”也取得了良好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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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B莱比锡首席文化官（CCO）马蒂亚斯·瑞奇瓦尔德（Matth ias 

Reichwald）表示，韩华Q CELLS和RB莱比锡在对能源的热情、追求高性

能和高质量方面有共同点，可谓最佳合作伙伴，我们将致力于提升韩华Q 

CELLS的全球品牌。

韩华Q CELLS代表理事南晟祐表示，韩华Q CELLS将进一步巩固作为光伏

领跑者、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值得信赖的企业地位，并将体育营销应用于

B2B和B2C顾客营销平台，我们不只做赞助，还将不遗余力地予以支持和

帮助，让球队和所有球员取得好成绩。

另外，韩华Q CELLS从去年开始携手首尔市政府举办太阳能创业培训中

心，参加拟于8月22日在首尔市政府大楼广场举行的“第14届能源日”活动

等，在韩国境内为推广太阳能而做出不懈的努力。

韩华Q CELLS与德甲联赛新兴强队
RB莱比锡签署赞助协议

新闻资料

· RB莱比锡主场位于韩华Q CELLS研发创新中心附近的莱比锡市，组队7年以来首获德甲联赛亚军
· 韩华Q CELLS将藉此加强全球品牌营销，积极进军户用、工商业光伏市场

韩华Q CELLS（代表理事南晟祐）7月11日与德国新兴豪门RB莱比锡签

署赞助协议，从2017-18赛季起实施。RB莱比锡的球队主场位于韩华

Q CELLS研发创新中心（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比费沃芬市泰尔汉姆）

附近的大城市莱比锡市，其前身是第五级联赛球队马克兰斯塔特队(SSV 

Markranstädt），2009年被红牛公司收购之后，更名为莱比锡RB（莱比

锡草地球类运动协会）。

RB莱比锡赢得2009-10赛季第5级联赛冠军后，仅仅7年打进德国足球甲级

联赛。在2016-17赛季仅次于拜仁慕尼黑，名列德甲第二，获得参加欧冠

联赛的资格，这将有助于韩华Q CELLS在德甲联赛和欧冠联赛开展体育营

销。

根据赞助协议，韩华Q CELLS不仅能享受贵宾包厢、替补席独家冠名、

LED显示屏广告发布权等基本权利，还计划建立中长期合作关系，拟在RB

莱比锡球队主场——红牛竞技场安装太阳能发电站。这将有助于韩华Q 

CELLS提高品牌知名度，开展全球品牌营销，进而加快进军包括欧洲市场

在内的全球户用、工商业光伏市场步伐。

韩华Q CELLS和RB莱比锡球队负责人在赞助签字仪式上合影留念。（左三：韩华Q CELLS首席技术官（CTO）
兼欧洲法人长Daniel JW Jeong、左四：RB莱比锡首席文化官（CCO）马蒂亚斯·瑞奇瓦尔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