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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韩华消息

世界各国辞旧迎新风俗

新闻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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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眼间已经进入12月份，距离2018年只剩一个月了。
值此辞旧迎新之际，不禁令人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在跨年之夜，世界各地都举行精彩纷呈的活动，以庆祝新年
的到来。让我们看看世界各国都有哪些有趣的跨年习俗吧！

· 韩华Q CELLS联合举办GGGI能源论坛2017
 加快全球向清洁能源转型

· 韩华资产运用携手现代汽车和SK电讯
 成立“人工智能联盟基金”

2017年 Top 10 读者最关注的新闻

2017年 Top 10 韩华人最关注的新闻

点击量最高的十大韩华新闻。

点击量最高的十大韩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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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Top 10 读者最关注的新闻
Top 10 关注的新闻

太阳能：造福子孙千秋万代

韩华化学生产下一代环保增塑剂

韩华道达尔“塑料瓶盖原料”被选为世界一流产品

韩华Techwin拟在越南建造航空发动机零部件工厂 

韩华Q CELLS 与德甲联赛新兴强队RB莱比锡签署赞助协议

韩华Q CELLS荣获EuPD Research “2017顶级光伏品牌”称号

韩华人机协作机器人 “HCR-5” ： 新一轮工业革命 靠谱的同事

韩华Techwin安防监控产品获得英国认可

太阳能光伏发电为何备受瞩目？

韩华集团旗下四家军工子公司寻找出口新路径力 争成为全球综合防务公司

点击量最高的十大韩华新闻。
访问hanwha.com，可阅读下列新闻全文。

https://www.hanwha.com/solar-rnd/zh/
https://www.hanwha.com/zh/news_and_media/press_release/hanwha-chemical-produces-next-generation-eco-friendly-plasticizers.html
https://www.hanwha.com/zh/news_and_media/press_release/hanwha-total-petrochemicals-hdpe-resins-for-bottle-caps-wins-a-world-class-Product-award.html
https://www.hanwha.com/zh/news_and_media/press_release/hanwha-techwin-to-build-aircraft-engine-parts-factory-in-vietnam.html
https://www.hanwha.com/zh/news_and_media/press_release/hanwha-q-cells-becomes-international-partner-of-rb-leipzig.html
https://www.hanwha.com/zh/news_and_media/press_release/hanwha-qcells-receives-top-brand-pv-seal-2017-from-eupd-research-in-europe-and-australia.html
https://www.hanwha.com/zh/news_and_media/business_highlights/meet-the-cobot-hcr-5-a-reliable-robotic-co-worker.html
https://www.hanwha.com/zh/news_and_media/press_release/hanwha-techwin-gains-reputation-for-its-cctv-technology-in-uk.html
https://www.hanwha.com/zh/news_and_media/hanwha-insight/whats-behind-all-the-buzz-on-solar-energy.html
https://www.hanwha.com/zh/news_and_media/press_release/hanwhas-four-defense-companies-gear-up-for-global-expans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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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Top 10 韩华人最关注的新闻
Top 10 关注的新闻

点击量最高的十大韩华新闻。
访问hanwha.com，可阅读下列新闻全文。

从数字看韩华发展历程

全球韩华人心目中的核心价值

韩华的M&A和金昇渊会长的领导能力

韩华集团成立65周年会长致辞

2017年新年贺词

韩华拟建全球规模最大的水上光伏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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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华梦想的可持续发展世界参加社区活动真正实现双赢

全球韩华法人新年贺词

韩华Q CELLS 与德甲联赛新兴强队RB莱比锡签署赞助协议

https://www.hanwha.com/zh/news_and_media/business_highlights/hanwhas-business-growth-behind-the-number.html
https://www.hanwha.com/zh/news_and_media/newsletter/article/hanwha-core-values-story.html
https://www.hanwha.com/zh/news_and_media/newsletter/hanwha-in-the-media/hanwhas-m-and-as-and-chairman-seung-youn-kims-leadership.html
https://www.hanwha.com/zh/news_and_media/newsletter/monthlycolumn/chairmans-message-commemorating-hanwha-groups-65th-anniversary.html
https://www.hanwha.com/zh/news_and_media/newsletter/monthlycolumn/2017-new-years-message-from-chairman-seung-youn-kim.html
https://www.hanwha.com/zh/news_and_media/press_release/hanwha-to-build-worlds-largest-floating-solar-farm.html
https://www.hanwha.com/zh/news_and_media/press_release/hanwha_q_cells_celebrates_one_billion_qantum_solar_cells.html
https://www.hanwha.com/zh/news_and_media/hanwha-insight/engaging-the-future.html
https://www.hanwha.com/zh/news_and_media/newsletter/article/new-years-greetings-from-hanwha-global-offices.html
https://www.hanwha.com/zh/news_and_media/press_release/hanwha-q-cells-becomes-international-partner-of-rb-leipzi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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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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增设新式（NO-OVEN) SUPERLITE 
 （LWRT，轻质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成型生产线 

从8月末到11月初，韩华高新材料（北京）有限公司增设新式SUPERLITE
（LWRT，轻质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成型生产线，并已完成试运转，开始量
产。此成型线专门生产SUPERLITE（LWRT，轻质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底护
板，主要生产车型有现代途胜、索纳塔等等。此成型线与旧式成型线区别
为将合板工艺与原料加热工艺结合到一起，另外自动化水平高，减少人员投
入，效率更高。通过此次增设生产线，韩华高新材料（北京）有限公司推进
SUPERLITE（LWRT，轻质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项目，将此业务拓展到整个
中国。

Hanwha Hotels & Resorts

福迪食餐饮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福迪食举办优秀员工颁奖大会

11月初，福迪食餐饮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在上海总部举办了优秀员工颁奖
大会，此项奖项由韩华集团每年下发到各个海外法人，为激励每年有对公司
业绩做出突出贡献的员工而设立。今年的最佳优秀员工奖颁发给运营部门
金亨泰总监，金总监兢兢业业的领导运营部门达成业绩，呕心沥血，为公司
的稳定发展做出贡献，成为员工们的好榜样。

Hanwha Q CELLS

韩华Q CELLS GmbH

韩华Q CELLS德国法人与德国RB莱比锡签署赞助协议

2017年7月，韩华Q CELLS德国法人与德国新兴豪门RB莱比锡签署了赞助协
议。此次与全球光伏领跑者的合作，为RB莱比锡成为德甲强者打下了坚实
基础。

韩华Q CELLS将从2017-18赛季起享有球场独家冠名等广告发布权，每次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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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wha Hotels & Resorts

塞班世界度假村

万圣节是装饰南瓜灯，孩子们装扮成各种可爱的鬼怪挨家挨户敲门向邻居
索要糖果的西方传统节日，起源于欧洲的感恩节和幽灵节，不分男女老少都
很喜欢。

塞班世界度假村为儿童举办“不给糖就捣蛋（Trick or treat）”活动，庆祝了万
圣节的到来。旅客和员工都参与活动，在酒店餐厅享受了万圣节甜点。

塞班

Hanwha Life

韩华生命（越南）有限公司

韩华生命（越南）有限公司在胡志明市举办庆中秋活动

10月4日，韩华生命（越南）有限公司携手胡志明市古芝县（Cu Chi）的青年
联合会在位于该县的Nhuan Duc举办了庆中秋活动。以“与古芝儿童共庆中
秋”为主题，给胡志明市郊外的贫困家庭儿童带去了爱心和节日的喜悦。

儿童们参加烹饪大会、自制灯笼大会、传统游戏和小丑表演等活动，获赠礼
物等，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韩华生命（越南）有限公司的员工们也参与
其中，共同庆祝了活动。

韩华生命（越南）有限公司总经理表示，希望通过此次活动，让儿童们享受
温馨而愉快的中秋节，以爱心传递温暖，并传承越南传统文化。

韩华生命（越南）有限公司曾于今年8月向越南清化省（Thanh Hoa）的弘化
县（Hoang Hoa）、广昌县（Quang Xuong）、交山县（Trieu Son）、厚禄县
（Hau Loc）的145名贫困家庭儿童捐赠了自行车。

越南

主场比赛时将通过电视直播向数百万德甲联赛观众和全球200多个国家
和地区进行宣传。韩华Q CELLS的品牌不仅在球场两侧球门附近的魔毯
（CamCarpet）上，而且在替补席以及360度LED广告牌上曝光，有望取得极
大的品牌推广效果。通过LED广告牌不仅会显示“推动太阳能转型”的字幕，
而且已经在球场贵宾包厢采用韩华Q CELLS的太阳能技术，成功实现了太阳
能转型。

韩华Q CELLS力争在2018年成为欧洲太阳能市场的领跑者。此次与RB莱比
锡的联手有望在走出欧洲，向全世界推广公司品牌和技术实力方面发挥重
要的作用。RB莱比锡也期待通过此次合作协议，吸引更多亚洲球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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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辞旧迎新风俗
全球商务文化——世界各国辞旧迎新风俗

转眼间已经进入12月份，距离2018年只剩一个月了。值此辞旧迎新之际，不禁令人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在跨年之夜，世界各
地都举行精彩纷呈的活动，以庆祝新年的到来。让我们看看世界各国都有哪些有趣的跨年习俗吧！

美国纽约：“水晶球降落仪式”盛邀全球游客

德国：有700年悠久历史的“圣诞集市”

每年年末，纽约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万民众纷至沓来，感受疯狂拥挤的缤纷世界。火热的跨年气氛则在12月31日推向顶峰。 

纽约时报广场（时代广场）水晶球新年倒计时活动始于1907年，今年将迈入第110个年头。作为全美规模最大的庆典活动，每年
吸引100多万游客，观赏世界各地大牌明星齐聚的演唱会。在12月31日最后的那一分钟，伴随着人们欢欣雀跃的倒计时喊声，巨
大的水晶球将从时报广场的一根高43米的桅杆上落下。当水晶球落下时，会有1吨重的五彩碎纸纷纷洒落，数以万计的民众一同
见证辞旧迎新的那一刻。

圣诞集市可追溯至14世纪，起源于在大教堂或市政厅前销售圣诞物品的德国商人，如今已成为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年末风俗。 

德国巴伐利亚州每年11月底举行德国三大圣诞集市——“慕尼黑集市”、“纽伦堡集市”、“罗滕堡集市”，为期一个月。其中，“慕
尼黑集市”是拥有700多年历史和传统的圣诞集市。每逢圣诞节，位于玛利亚广场周边的150多家商店销售圣诞节相关的手工艺装
饰品和礼品。此外，还能品尝到加入水果后加热的“热葡萄酒”、用坚果和蜂蜜等材料制成的“姜饼”和巧克力喷泉等各种各样的美
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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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弘扬朝圣者精神的“拉斯波萨达斯节”

中国：吃团圆饺子共叙亲情的“元旦”

墨西哥为庆祝圣诞节，每年12月16日至24日举行为期9天的“拉斯波萨达斯节（Las Posadas）”。波萨达斯在西班牙语是酒店或
住宿的意思，其中也蕴含了玛丽和约瑟夫前往伯利恒为小耶稣寻找栖身之所的朝圣历程，因此亦被称为“朝圣节”。 

节日期间，一对男女打扮成玛丽和约瑟夫重演在伯利恒朝圣的一幕，随后有巡游队伍紧跟其后。家家户户在家的一角布置圣诞马
槽，大人和孩子一起享用糖果和水果，共度圣诞节日。

中国的传统节日习惯上按农历计算，但中国也过阳历新年，即“元旦”。 

元，谓“首”；旦，谓“日”；“元旦”意即“首日”。每到元旦，家家户户祭祀祖先，张贴春联，燃放鞭炮，合家团圆。新年第一天，在
天安门广场举行升国旗仪式，现场吸引众人驻足观看。 

元旦那一天，有北方人吃饺子、南方人吃汤圆的习俗。 

中国的大部分地区有吃饺子的习俗，因为民间有“冬至不吃饺，冻掉小耳朵”的说法，更有和家人一起包饺子、吃饺子，祝愿身体
健康、心想事成之意。

韩国：喜迎新年到来的“普信阁敲钟仪式”

在每年的最后一刻，即12月31日凌晨零时，在位于韩国首尔市中心的“普信阁钟”举行敲响33声“除夕之钟”的跨年活动，以迎新年。 

普信阁钟是朝鲜时代的计时工具，东大门和南大门以钟声作为开关门的信号，而如今只有在跨年和国家重要纪念日之时敲响。
普信阁钟之所以敲打33次，起源于佛教文化。在佛教中最著名的“须弥山”顶部为三十三天兜率天，据说在这天地之间可以长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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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因此以敲响33次祈求所有人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 

为了观看“普信阁钟”敲钟仪式，成千上万的人群齐聚普信阁，一起倒计时，在钟声里相互祝福。敲钟迎新活动通过所有电视台进
行现场直播，在韩国各地响亮“除夕”钟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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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华Q CELLS联合举办GGGI能源论坛2017
加快全球向清洁能源转型

新闻资料

· 全球绿色增长研究所（GGGI）邀请能源专家、决策者和企业家探讨全球能源转型
· 100%可再生能源发电可行且经济性高于现有能源模式

11月24日，由全球绿色增长研究所（GGGI）和韩华Q CELLS联合举办的
“GGGI能源论坛2017”于首尔隆重召开。论坛主题为“绿色能源：加快转型实
现可持续发展”，来自世界各地的能源专家、决策者、企业家汇集一堂，就绿
色能源、可再生能源、金融相关的专业知识和经验进行分享和讨论，以加快
能源转型，促进可持续发展。

目前，可再生能源价格呈现持续下降之势，世界各国的能源转型步伐正快于
预期。风能和太阳能已成为最低廉的电力来源，其储存技术的成本也日益下
降。划时代的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以及围绕气候变化、空气污染、贫困和难
民危机等全球议题探索实质性解决方案的行动，推动能源转型提早实现。

此次GGGI能源论坛以主旨演讲为开端，来自世界各国的与会者就低碳经
济、可再生经济转型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其中，韩国政府旨在向替代能源转型的能源政策备受了瞩目。目前，包括风
能和太阳能在内的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量仅占韩国总发电量的2%左右，相比

之下，煤炭火力发电和核能发电分别占总发电量的40%和30%。因此，韩国
政府正大力推动相关政策，以大幅度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比重。

汉斯-约瑟夫·费尔（Hans Josef Fell）是非政府组织“能源观察集团（Energy 
Watch Group）”的创始人兼现任主席，曾于1998年至2013年担任德国联
邦议会议员。他在论坛上分享了曾由本人主持起草的《可再生能源法案》
（Erneuerbare Energien Gesetz，简称EEG），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费尔主
席还提出了对韩国政府分阶段去核电化和实现可再生能源转型的看法。他
表示，为了有效应对气候变化，世界各国要在数十年内实现“零排放（zero-
emission）”经济。他又指出，100%可再生能源发电可在一年365天不间断供
电，且成本低于现有的化石燃料和核能。“能源观察集团”的上述研究结果曾
于在德国波恩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3届缔约方大会上发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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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华资产运用携手现代汽车和SK电讯
成立“人工智能联盟基金”

新闻资料

· 三方各出资1500万美元，设立4500万美元基金，挖掘全世界具发展前景的初创企业
· 人工智能咨询公司Element AI负责分析技术实力、发展潜力等未来价值

韩华资产运用、现代汽车和SK电讯将联合成立“人工智能联盟基金（AI 
Alliance Fund）”，投资具有创新能力和技术的全球初创公司。

“人工智能联盟基金”将由三方各出资1500万美元，以总计4500万美元的规
模于明年第一季度正式成立。

Element AI将出任该基金的投资顾问，该公司是以其世界顶级技术提供人
工智能解决方案的加拿大初创公司。

出资三方将利用Element AI的优秀研究人才和全球资源，运用其对技术能
力、市场价值、发展潜力等的分析与评估，决定投资对象。

投资人工智能、智能移动、金融科技等未来型技术，提升下一代技术实力

该基金的投资对象为美国、欧洲和以色列等地的人工智能、智能移动以及金
融科技领域初创公司。

“人工智能联盟基金”的成立宗旨在于，挖掘并投资具有未来价值的初创公
司，领先一步应对技术融合引发的科技革命和瞬息万变的对内及对外市
场。

该基金不仅要创造投资收益，更重于从战略角度出发，掌握创新科技信息，
分析全球科技趋势，建立合作网络，学习经验与技巧，从而提升下一代技术
实力。

“人工智能联盟基金”由带动韩国经济发展的三家集团之重要关联公司与国际
初创公司携手成立，探索未来发展新动力，这一点引起了业界的高度关注。

11月16日上午，在首尔广场酒店（The Plaza）举行了“人工智能联盟基金”成立签约仪式。左起： 韩华资产运用代表理事金容铉、 SK电讯战略企划本部长刘英尚、
现代汽车战略技术本部长池永朝、（音）和Element AI首席执行官Jean-François Gagné。

因为不论什么行业，在破坏性创新竞争日益加剧的环境中，要成为市场领先
者并占据竞争优势，基于开放与合作的开放式创新必不可少。

不仅如此，结合三方在移动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ICT）和金融网络领域的
专业力量，有望创造协同效应，进而增强三方的业务竞争力。

三家企业将投资全球有发展潜力的初创公司，以此来实现未来创新型技术
的内部化，并持续探索新的业务模式。

此外，这三家公司还将运用初创公司孵化器及企业风险投资（CVC，
Corporate Venture Capital）策略，为投资企业积极提供系统化的支持。

人工智能咨询公司Element AI负责分析技术实力、发展潜力等未来价值

出任投资顾问的Element AI是由深度学习巨头之一、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
教授Yoshua Bengio参与成立的初创企业。

Element AI的业务包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解决方案开发以及专业咨询服
务，人工智能研究人员达160余人。

该公司还与引领全球人工智能技术的蒙特利尔大学和麦吉尔大学等人工智
能硕士、博士和教授相互提供咨询，已与人工智能学术界的优秀人才建立了
良好的合作关系。

尤其是，获得微软、英特尔、英伟达等世界顶级ICT企业的投资，参与各类合
作项目等，在与世界知名企业进行合作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和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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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三方ICT、金融和移动技术，提升各公司业务竞争力，创造协同效应

韩华资产运用以其管理92万亿韩元净资产（截至10月）的投资经验和专业
能力，正在产业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融合领域寻求有发展潜力的投资机
会。

此次将结合公司的投资专业能力、共同投资方（现代汽车和SK电讯）的专业
技术以及技术咨询公司（Element AI）的人工智能专业知识，投资优秀的全
球科技初创公司。

韩华资产运用通过上述投资，将创造共同投资所带来的协同效应，积累国
际初创公司投资经验，掌握新技术评估和新兴投资对象挖掘经验，进而开
发海外资产产品，提升资金管理能力。不仅如此，将在金融科技之基础上，
学习和引进金融领域的新技术，从而增强企业竞争实力，挖掘增长新动力。

11月16日上午，在首尔广场酒店（The Plaza）举行了“人工智能联盟基金”成
立签约仪式。

为出席签约仪式而访问韩国的Element AI首席执行官Jean-François 
Gagné表示，很高兴与韩华资产运用、现代汽车和SK电讯携手打造国际产
业发展平台，希望以此为契机，挖掘业务新机会，持续保持互利共赢的合作
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