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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华视角

韩华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表现

人工智能带动保险行业变化

· 韩华建设伊拉克比斯马亚建工部的奥萨玛·亚雅德作为火炬
  手参加2018年平昌冬奥会火炬传递

· 韩华集团2018年平昌冬奥会视频

业务亮点

全球韩华消息

韩华专栏

· 第四次工业革命领先企业——韩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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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韩国总统文在寅访问韩华Q CELLS镇川工厂， 表示支持新
  可再生能源项目
· 韩华集团会长金昇渊先生和美国传统基金会会长埃德温•
  福伊尔纳预祝2018年平昌冬奥会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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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18年世界经济论坛谋求韩华集团的未来竞争力

· 世界经济论坛喜获ISO 20121:2012认证韩华Q CELLS捐赠
  太阳能电池组件

©World Economic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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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亮点

第四次工业革命
领先企业——韩华

随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
全世界人类的生活与工作环境正面临着巨大的变化。

提供更好的方法
目前常用的供电方式不仅破坏环境，而且再也不是实用的方法。

开发最佳解决方案
韩华Q CELLS为了从太阳光获取最大发电量，通过持续不断的创新，成
功研发出采用超薄反射镜的Q.ANTUM技术。

可持续发展的思路
全新Anti-LID（抗光致衰减）技术将太阳能电池的损失最小化，在电池
的使用寿命期间，向客户提供最大的能量。

提供综合解决方案
依托T-Solution，韩华Techwin采用物联网（IoT）解决方案制造航空发
动机。

韩华集团为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迎接新挑战，同时向建立伙伴关系的客户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致力于创新发展。

韩华Q CELLS一直展开可持续发展的可再生能源事业，为拥有美好的未来，以负责任的态度付出了巨大努力。

制造厂转型为智能工厂，所有设备机械通过网络互联，管理人员可及时监管生产流程，进而将生产效率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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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监控
T-Solution的概念除了在地面上的工厂之外，还能适用于航空领域。

大数据伴随的大变化
韩华生命保险引进大数据分析、移动服务等新兴金融技术，新推韩华智
能信贷（Hanwha Smart Credit Loans）产品，应对未来发展。

提供个性化定制产品
韩华生命保险的People Like You项目采用精确的搜索算法，比较新客
户和与其相似的老客户之资料，以建立能满足新客户需求的保险产品
组合。

快速响应客户服务需求
目前，韩华生命保险的申请案件中有25%通过自动审查系统予以处理，
每4名申请者中就有1名立领保险金。

面向未来的飞跃
韩华集团为迎接第四次工业革命，持续推动技术创新步伐，对引领新范
式有坚强的意志。韩华将在开拓进取、无私奉献的精神下，当先锋引领发
展。

韩华Techwin利用安装在发动机和零部件的数千个传感器，提供及时远程遥测功能，采用大数据分析功能，向客户提供预测及
事先预防服务，从而有效利用飞机停留在地面的时间。

如要查阅关于“人工智能带动保险行业变化”的详细内容，请点击这里：www.hanwha.com/zh/AI-Insurance

主动解决问题
通过T-Solution的核心要素T-PnP（预测及预防），可收集与分析设备
数据，事先确认是否出现问题，进而节省时间和成本。

https://www.hanwha.com/zh/AI-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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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8年世界经济论坛谋求
韩华集团的未来竞争力

业务亮点

韩华集团多位领导出席于1月23日至26日以“在分化的世界中加强合作”为主
题在瑞士举行的达沃斯论坛，参加数十场商务会谈，听取了国际知名学者的
演讲。

本次论坛有韩华道达尔代表理事金熙喆、（株）韩华机械代表理事金渊哲、
韩华资产运用代表理事金容铉、韩华Q CELLS首席副总裁金东官等领导出
席，从23日至26日为期四天，参加60多场商务会谈，与2百多名全球领袖展
开了交流。

在2018年世界经济论坛，围绕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抢占核心技术的重要性、
近期油价攀升对全球能源及石化产业的影响、科技将对金融行业所带来的
变化等主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韩华集团还出席1月25日晚在达沃斯洲际酒店由韩国外交部主办的“韩国
平昌之夜”活动，与国内外政治界、经济界领袖一同推广国际体育盛会——
2018年平昌冬奥会暨冬残奥会，并预祝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韩华Q CELLS：抢先掌握创新技术是商业成功的关键

韩华Q CELLS首席副总裁金东官不仅聚焦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产业技术及
最新动态，以及通信、军工行业，在本次论坛还高度关注第四次工业革命催
生航空技术变革的发展方向。

23日上午，金东官首席副总裁与（株）韩华机械代表理事金渊哲一同会见美
国贝恩公司（Bain & Company）的合作伙伴Torsten Lichtenau，表示第四
次工业革命催生的航空产业技术发展将在运输和物流业大幅改变人类生
活，并强调创新技术的变化幅度较大，因此抢先掌握这一行业的技术，才是
商业成功的关键。

接着会见越南最大的电信及移动运营商越南军用电子电信公司（Viettel）副
总经理阮孟洪（Nguyen Manh Hung），探讨了双方在军工行业的业务合
作加强及扩大方案。

出席2018年达沃斯论坛的韩华Q CELLS首席副总裁金东官（右二）
与越南最大的电信及移动运营商越南军用电子电信公司（Viettel）副总经理阮孟洪

（Nguyen Manh Hung，左一），探讨了双方在军工行业的业务合作加强及扩大方案。

©World Economic Forum

韩华Q CELLS首席副总裁金东官（最右）与Capricorn投资公司创始人Ion Yadigaroglu
（最左）在位于达沃斯的韩华办公楼探讨了第四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变化。



5

出席2018年达沃斯论坛的韩华道达尔代表理事金熙喆（左二）与土耳其的KIBAR 
HOLDING 首席执行官Tamer Saka（最右），在位于达沃斯的韩华办公楼讨论了在土耳其

境内开展化学领域业务合作的可能性。

韩华道达尔代表理事金熙喆以本次达沃斯论坛为契机，掌握了近期油价攀
升给全球能源及石化产业所带来的影响。

1月23日，金熙喆代表理事与泰国大型石油化学企业因多拉玛集团的首席执
行官阿洛克·洛希亚（Aloke Lohia），就亚洲合成纤维价值链的市场前景及
在芳香烃业务的合作可能性交换了意见。随后与荷兰精密化学公司帝斯曼
（DSM）董事局成员Dimitri de Vreeze，探讨了高附加值聚合物市场及技术
发展趋势。

24日，会见韩华和石化业务的合作伙伴法国道达尔集团首席执行官潘彦磊
（Patrick Pouyanné），就双方的投资策略进行协商，并交流了未来加强业
务合作的多种方案。

25日，与大宗商品贸易公司托克集团（Trafigura）CEO杰里米·维尔（Jeremy 
Weir），探讨了全球原材料市场前景及通过合作提高石化原料采购效率的方
法。在论坛期间，与全球经济领袖加大了合作力度。

(株)韩华机械：在机械、机器人、人工智能等行业创造第四次工业革命商业
机遇

今年首次出席达沃斯论坛的（株）韩华机械代表理事金渊哲，在韩华代表团
中参加了最多场次的商业会谈和专题研讨会，拟借机与全球CEO创造更多
的商业新机遇。尤其在人工智能、三维打印机等领域花费较多时间，从全球
CEO和知名学者寻求了宝贵意见。

23日，与越南信息技术公司FPT集团的首席执行官张家平（Truong Gia 
Binh），就机器人、人工智能、安防等领域交换了意见。24日上午，与全球军
火巨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Lockheed Martin）的执行副总裁理查德·安布罗
斯（Richard Ambrose），在分享全球航空业发展前景的同时，探讨了双方在
航空航天产业的合作方案。随后会见全球汽车巨头大众集团首席策略官托
马斯·塞德兰（Thomas Sedran），就大众与韩华的合作方案进行了商讨。

25日下午，与电力和自动化技术领域的领导企业ABB的亚洲、中东及非洲区
总裁顾纯元，分享中国及亚洲地区的机器人市场发展趋势，并讨论了在人机
协作机器人领域的合作方案。

韩华资产运用：探索未来金融发展方向

韩华资产运用代表理事金容铉与专务韩宇济在本次达沃斯论坛，寻找了第
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资产管理业务策略及人工智能基金（AI fund）、科技
金融等金融技术创新的发展之道。

金容铉代表理事于24日会见美国万通（Mass Mutual）首席执行官兼总
裁罗格·克兰多（Roger Crandall），讨论了美国保险市场及2018年投资策
略。随后与全球资产管理公司摩根大通资产管理公司（J.P Morgan Asset 
Management）负责全球投资管理的克里斯·威尔克斯（Christopher 
Willcox），就境外市场业务策略、美国经济和利率前景交换了意见。

24日上午，会见绿色科技资本顾问（Greentech Capital Advisors）的合作
伙伴杰弗里·麦克德莫特（Jeffrey McDermott），就太阳能产业动态、太阳
能整体价值链的最新技术趋势及未来新技术进行了协商。金东官先生还与
Capricorn投资公司创始人Ion Yadigaroglu，就伴随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
的航空技术对交通、物流、军事等各方面所带来的影响及高效光伏组件新
技术等主题交换了意见。

韩华道达尔：借机盘点国际油价攀升给能源及石化产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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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论坛喜获ISO 20121:2012认证
韩华Q CELLS捐赠太阳能电池组件

业务亮点

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2018年年会上，世界经济论坛（WEF）获得国际标准
化组织（ISO）的国际标准ISO 20121:2012认证。此举证明世界经济论坛的
主要体系和运营方式推进了环保领域的可持续发展。

ISO 20121是可持续性管理体系标准。201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布ISO 
20121:2012《活动可持续性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并在伦敦奥运会
上首次采用。

世界经济论坛为获得认证，多方面展开了可持续发展工作。如：减少航空
飞行的碳排放、扩大可持续发展的交通运输工具（徒步、公交车、混合动力
车）、提高能源效率、减少废弃物排放等。
韩华集团对世界经济论坛获得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国际标准ISO 
20121:2012认证表示祝贺，同时也能为减少碳排放做出贡献对此感到骄
傲。

韩华Q CELLS为了向达沃斯提供可再生能源，捐赠了Q.PEAK 275Wp电池组
件。在达沃斯论坛的主会场--达沃斯会议中心（Davos Congress Centre）
屋顶上安装的340千瓦（KW）太阳能发电系统能使会议中心每年减少20吨
的碳排放。

在达沃斯会议中心屋顶上安装的韩华Q CELLS太阳能电池组件

如要查阅韩华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的详细内容，请点击这里：
www.hanwha.com/zh/hanwha-davos

https://www.hanwha.com/zh/hanwha-dav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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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总统文在寅访问韩华Q CELLS镇川工厂，
表示支持新可再生能源项目

韩华专栏

2月1日，韩国总统文在寅受韩华集团会长金昇渊的邀请访问了位于镇川的
韩华Q CELLS工厂。文在寅总统及政府高官到工厂进行了考察，并对韩华为
当地创造就业机会、发展新可再生能源的贡献给予了肯定和鼓励。

文在寅总统表示，韩华Q CELLS争取到2030年将新可再生能源占比提高至
20%的目标符合政府的“3020新可再生能源政策”。他还称，政府将新可再生
能源产业作为带动国家创新发展的先导事业，相信韩华Q CELLS会成为率先
带动新可再生能源产业、推动国家创新发展的企业。

镇川工厂是太阳能电池片产量世界第一的韩华Q CELLS主力工厂，产量达3.7
吉瓦，相当于460万人同时使用的电量。镇川工厂自2016年投入生产以来，
共创造约2000个工作岗位。
韩华Q CELLS目前拥有年均8吉瓦的太阳能电池片和组件生产能力，而韩华
Q CELLS的单晶、多晶组件产品Q.PLUS转换效率达到世界最高水平。

作为太阳能解决方案的全球领跑者，韩华Q CELLS为保持领先地位，将持续
加大投资力度，推动太阳能技术创新。为此，韩华Q CELLS正加快步伐争取
到2020年将太阳能电池和组件生产量提高至13.5吉瓦。

韩国总统文在寅到位于韩国镇川的韩华Q CELLS工厂进行考察，
留心听取员工对生产线的说明（图片来源：孝子洞照相馆）

韩国总统文在寅、韩华集团会长金昇渊（前排中间）在韩华Q CELLS镇川工厂合影助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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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华集团会长金昇渊先生和
美国传统基金会会长埃德温•福伊尔纳
预祝2018年平昌冬奥会圆满成功

韩华专栏

· 强调将2018年平昌冬奥会成功打造成和平盛会
· 值此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任1周年，讨论主要议题

1月26日，韩华集团会长金昇渊先生在位于首尔中区的首尔广场酒店会见美
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会长埃德温•福伊尔纳。

在会谈上，金昇渊会长与福伊尔纳会长值此特朗普总统就任1周年之际，围
绕美国经济最新形势、政治和外交政策上的变化开展了交流。同时，还就最
近南北关系、为成功举办2018年平昌冬奥会韩国外交当局所应付出的努力
等议题交换了意见。

金会长向福伊尔纳会长说，平昌冬奥会是承载韩国国民愿望的国家盛事，平
昌冬奥会的圆满成功将为南北韩实现和解奠定坚实的基础。他说，韩华集
团将为成功举办冬奥会和改善南北韩关系给予大力支持。

福伊尔纳会长就此表示，若平昌冬奥会举办成为一届成功的和平盛会，将为
缓解南北韩紧张局势起到积极的作用。

金会长还就日前公布的美国贸易政策交换了意见，并表示了担忧。作为引
领韩国经济的领袖，金会长提出韩国与美国在贸易和经济领域实现双赢
的合作方案，并听取福伊尔纳会长对特朗普政府政策的意见和立场。福伊
尔纳会长强调说，“美国第一（America First）”并不意味着“唯有美国第一
（America Only）”，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不仅仅是为了美国的利
益，而且是为了其他国家。

金会长与福伊尔纳会长有着30多年的民间外交合作关系，长期就韩美两国
热点、国际经济和秩序等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

福伊尔纳会长从1973年至2013年曾任美国最具代表性保守智库——美国
传统基金会的会长，也是美国特朗普总统交接团队的成员。现任美国传统
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的会长，被视为美国代表性保守派人士。

韩华集团会长金昇渊先生会见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会长埃德温·福伊尔纳，为2018年平昌冬奥会加油助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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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带动保险行业变化
韩华专栏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掀起，运用科学技术的保险行业初创公司涌现，科
技保险（InsurTech）成为在科技金融（FinTech）发展最迅猛的领域之一。目
前，许多保险公司开始关注新工具，经营方式也正快速转型。

发展日新月异的数据分析系统

过去，保险公司利用较少的客户信息来建立预测模型和定价机制，但随着基
于人工智能的分析工具和云计算纷纷登场，计算机性能得到提升，如今能快
速分析比过去更多的数据。通过大数据分析和复合式工具，保险公司还能发
现难以捉摸的模式，同时预测未来趋势。

信息收集方式也会因新的技术而发生改变。车险行业已开始利用车载信息
服务、远程传感器来采集信息，不仅包括驾驶习惯，还实时追踪路况，并以
此来记录客户信息。健康保险行业则利用客户的健身追踪器数据，掌握健身
相关数据，并以此来计算保费。除此之外，还利用追踪的数据变化，为客户
提供调整保费的服务。

投保流程也因人工智能而发生了变化。目前，很多保险公司通过网络经授权
获取客户信息，简化了客户填表的流程。网络爬虫（Web-crawling）系统可
以根据算法利用社交媒体文章、图片和视频，追踪运动习惯和需要改善的部
分。图片识别工具是根据照片判断客户身体健康状况的方法，这可用于检测
老化程度。

让客户满意度最大化

人工智能技术将大大简化投保或保险理赔流程。

机器人流程自动化（Robotic Process Automation，RPA）可以代替人类办
理行政服务。以保险公司为例，它能完成填表和数据输入等原本由人工执行
的简单、重复且低附加值的任务，使员工从事客户投诉处理、保险欺诈案件
等较复杂的问题。

人工智能还有助于快速处理保险理赔程序。基于人工智能的理赔申请系统
可处理简单的保险金给付申请。利用智能手机发送事故前后照片，保险公司
可通过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和图像识别算法进行审核。该技术可
有效缩短理赔审批时间至几分甚至几秒，目前理赔审批时间的最高纪录为3
秒。

人工智能还能消除客户向保险公司打电话或发邮件询问的麻烦。聊天机器
人（chatbot）可通过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快速响应客户。它还会标记员工急
需处理的案件，帮助所有员工有效应对客户。

面向更美好的未来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完善，保险行业将更有效地掌握客户需求，帮助客户
找到解决方法。积极主动的服务模式不仅能留住老客户，良好的口碑还能吸
引新客户，成为公司的重要资产。只有不断求新求变、适应发展新常态的保
险公司，才能持续取得成就。

如要查阅韩华如何利用人工智能（AI），请点击这里：
www.hanwha.com/zh/AI-hanwhalife

https://www.hanwha.com/zh/AI-hanwha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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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华建设伊拉克比斯马亚建工部
的奥萨玛·亚雅德作为火炬手参加
2018年平昌冬奥会火炬传递

韩华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表现

奥萨玛·亚雅德目前在韩华建设伊拉克当地法人的建设团队担任助理督导  
(Assistant Supervisor)，监督管理可容纳60万人的伊拉克比斯马亚新城建
设项目。 

奥萨玛·亚雅德毕业于巴格达大学，2014年进入韩华建设，他为在韩国建筑
工程企业工作感到骄傲。刚进公司时，为了熟悉有关业务并适应韩国公司文
化而花费了不少时间和努力，如今已迅速熟悉与业务相关的所有工作和环
境。 

他表示，能够与韩国首席工程师一起工作，在他们的专业指导下，获得许多
知识和经验，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 

奥萨玛·亚雅德藉由自己的实际工作经验，参加了“韩华核心价值故事征集大
赛”。他在故事中分享了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员一起工作的经验以及所感受
的“无私奉献”的价值。 

在故事征集大赛获一等奖的奥萨玛·亚雅德应邀远赴韩国，作为火炬手参加
了2018年平昌冬奥会火炬传递。

对韩国的第一印象如何？
这次是我第一次来韩国，现代化程度和发展水平比我想象的还要高。天气有
点冷，但能感受到韩国人暖暖的人情味。曾经来过韩国的朋友跟我说，韩国
具有独特的魅力和文化特性，因此对第一次来韩国的我来说，应该会是非常
特别的经验。来到韩国以后，我完全同意朋友对我说的那番话。我觉得以后
来韩国的外国人会越来越多。

参加冬奥会火炬传递，有何感想？
冬奥会火炬传递通过和谐与友谊，打造更美好的世界。我能够参加火炬传递
活动，向世界传递和平与团结的讯息，感到无比荣幸。

奥萨玛·亚雅德在参加2018年平昌冬奥会火炬传递前喊加油

这次为参加冬奥会火炬传递而来到韩国，家人的反应如何？
我的家人都为此感到幸福，也为我参加如此重大的活动感到骄傲。而且，韩
国的文化在伊拉克很受欢迎，所以得知我要去韩国，都为我感到非常高兴。
伊拉克人通过韩国电视剧接触韩国文化，我在公司和韩国员工工作时学到
很多东西。这次能亲身体验韩国文化，让我非常激动。

身为一名专业工程师，在工作中有没有遇到困难？
工程师会面临许多挑战和压力，而每当遇到挑战，总是会努力去克服。克服

挑战需要很大的努力，还要不断地学习，而在现场与经验丰富的首席工程师

一起工作，对我大有助益。能在韩国公司工作，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我从

韩国管理者学习到很多经验，在他们的协助和指导下，解决了很多问题。

2018年，你的目标是什么？
我的第一个目标是提高英语水平，而且因为在韩国公司工作，所以想学好韩

在韩华建设伊拉克建筑施工现场一起工作的奥萨玛·亚雅德（右）及其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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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萨玛·亚雅德（右）跑完冬奥会火炬传递后，兴高采烈地与下一个火炬手交接圣火

语。我想学好外语，好让在现场和办公室沟通更顺畅，办事更高效。我还想
持续通过现场业务积累工作经验，取得职业进步。

请给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运动员几句鼓励的话。
对所有运动员来说，参加如此重大的国际体育盛会是一种幸运，冠军并不是
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向世界传递和平，享受人生的每一瞬间。我希望所有人
参加并享受冬奥会，祝愿所有人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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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华集团2018年平昌冬奥会视频

有关视频，点击即可观看：www.hanwha.com/zh/2018olympicvideo

韩华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表现

韩华集团特别制作电视广告和MV，以支持2018年平昌冬奥会。

通过电视广告，为成功举办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所有人加油助力。韩华消息称，电视广告YouTube上点击率已突破500万人次，
为此感到骄傲！

 《人人闪耀》MV由韩华和Junior Naver共同承办的“我描绘的2018年平昌冬奥会”儿童绘画征集大赛参赛作品制作而成。Junior 
Naver是针对儿童的门户网站，主要提供童话、教育、互动视频和音乐等多种娱乐内容。

https://www.hanwha.com/zh/2018olympicvideo
https://www.hanwha.com/zh/2018olympicvideo
https://www.hanwha.com/zh/2018olympic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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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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华道达尔（上海）有限公司

韩华高新材料欧洲法人

韩华道达尔（上海）2017年战略会议圆满落幕

2017年12月16 日，韩华道达尔化工贸易（上海）有限公司2017年度的战略
会议圆满落幕。在此次会议中，香港、深圳、上海和北京四地员工相聚一堂，
朴镇秀法人长祝贺韩华道达尔在中国的2017年销售业绩达标，并鼓励大家
再接再厉，齐心协力，为2018年的目标努力。韩华道达尔上海贸易法人每年
都会举办战略会议，会议旨在总结过去，展望来年，加强各个办公室员工交

Hanwha                Petrochemical

Hanwha Advanced Materials

韩华高新材料欧洲法人Lee Seung Heun法人长向员工发布2018年计划

韩华高新材料欧洲法人Lee Seung Heun法人长发表新年致辞，引起了员
工的热烈反响。他向全体员工用捷克语发表了韩华高新材料的新年希望
和计划，愿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更大发展。员工们听完之后都备受鼓舞，并
致以热烈的掌声。当天公司还发布了公司的口号--CSRPM（Cooperative、
Speedy、Responsible、Professional、Motivated）。

捷克

Hanwha Advanced Materials

韩国

韩华高新材料在华设立第三座工厂，加快步伐进军中国汽车市场

韩华高新材料将加快步伐拓展中国汽车市场。继北京和上海之后，重庆工
厂正式投入商业生产，从今年年初开始向现代汽车重庆工厂供应汽车专用
轻量化零部件。该工厂位于中国重庆市渭北区，占地面积4.5万平方米，建造

韩华高新材料

流。在此次会议上，各个分公司都派出代表上台发表，进行业务总结，和大
家分享自己的观点。最后，法人长为年度优秀员工进行了表彰，这是对优秀
员工的肯定，也是对其他所有员工的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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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华道达尔在大山石化园区的高塔成功吊装就位

1月16日，韩华道达尔在大山工厂成功吊装摩天大楼高的塔器。该塔是韩华
道达尔正在进行的"NCC SIDE CRACKER"增设项目的丙烯提炼设备，高99
米，相当于30层以上的高层公寓。

韩华道达尔为成功吊装超大型塔器，采用了全球仅两台、韩国仅一台的
2300吨级大型起重机。为确保万无一失，先后进行了地基勘察与载荷试
验、计算机模拟测试以及外部专家的安全检验等工作。韩华道达尔正在进行

的"NCC SIDE CRACKER"增设项目一旦完成，韩华道达尔的乙烯和丙烯生
产量有望分别增至140万吨和106万吨。

Hanwha Q CELLS

韩华Q CELLS成立女子职业高尔夫球队

韩华Q CELLS在首尔广场酒店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韩华集团女子职业高尔
夫球队正式成立，公布了2018年球队阵容。新成立的"韩华Q CELLS高尔夫
球队"阵容由在亚洲和美国巡回赛共获22胜的9名选手组成。

全球领先的太阳能电池片和组件生产商韩华Q CELLS将通过高尔夫球队赞
助活动，在举行世界高尔夫球竞赛的韩国、日本、欧洲和美国积极推广产品
和服务。

韩华Q CELLS代表理事南晟祐表示，韩华Q CELLS将体育运动作为巩固市场
地位的营销平台，在主要市场上大力开展体育营销。

规模8620平方米，去年8月底完成所有工程，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试生产，以
确保量产质量。

重庆工厂的零部件年均产量可满足40万辆车的需求。主要生产汽车专用保
险杠、汽车顶棚、Stiffener、EPP成型泡沫（发泡聚丙烯）等产品，为北京现
代、长安福特、中国长安汽车和吉利汽车等主要客户公司供应零部件。

韩华高新材料有关人士表示，重庆工厂是与北京、上海工厂一同并列为进攻
中国汽车市场的战略要地，今后将确保金昇渊会长所强调的符合全球水平
的未来竞争力，在扩大新型应用程序的同时，推进成型项目的多元化，从而
有效应对客户公司对零部件标准化及采购的要求。

Hanwha                Petrochemical

韩华道达尔

韩华Q CELLS

韩华高新材料为进军世界最大汽车市场--中国，曾于2004年和2006年分别
在北京和上海兴建工厂并投入生产，包括现代汽车、起亚汽车在内，为中国
本土汽车公司以及全球整车汽车商生产和供应多种汽车专用轻量化零部
件。

尤其是，在中国境内电动汽车市场加快发展步伐之际，针对中外合资汽车公
司（通用、宝马等），积极展开旨在扩大供应电动车电池外壳的承揽工作。韩
华集团会长金昇渊上个月赴韩华高新材料（北京）有限公司进行了生产现场
考察和慰问，并嘱咐韩华高新材料中国法人全体员工为实现"一流韩华"不懈
努力。

Hanwha Q CELLS

韩华Q CELLS美国法人参加Midway光伏电站项目

韩华Q CELLS美国法人与174 Power Global（简称174PG）联合举行了
Midway光伏电站项目开工仪式。此次Midway光伏电站规模约为1500公
顷，预计2018年年底竣工。174 Power Global宣布在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
佩科斯县已启动236兆瓦规模的光伏电站建造项目。该公司将与美国奥斯汀
能源公司（Austin Energy）销售电力，共为期25年。

韩华Q CELLS美国法人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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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

Hanwha Life

韩华生命（越南）有限公司

韩华生命（越南）有限公司入选越南十大可持续发展企业

12月6日，韩华生命（越南）有限公司被越南工商会（VCCI）评选为2017年越
南十大可持续发展企业。获此殊荣得益于公司除了在业务以外，通过面向多
个社区的政策，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努力。

《可持续发展可行性研究及商务评估报告》是越南工商会和越南可持续发
展企业委员会（VBCSD）公布的权威性年度计划，每年通过报告研究及相关
活动，评选在可持续发展方面表现最出色的100家企业。韩华生命（越南）有
限公司在上市前，主要从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方面，通过了严格的企业可
持续发展指数（CSI）评估。

韩华生命自2009年进军越南市场以来，以业内最快速度实现了发展。从
2012年到2017年的5年间，新单增长率达到41%，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10%。
不仅如此，13个月继续率也保持了70%以上。韩华生命（越南）有限公司提
前4个月，在2017年8月中旬共设立100个客服中心。

以去年10月中旬为准，销售额达到5000亿越南盾（折合美元约2201万），同
比有望增长1500亿越南盾（折合美元约660万）。2017年，在9个月内新聘1.9
万名金融咨询师，集中投资系统、技术和应用程序，不断提升服务水平，并
且通过客户服务电话提供客户管理服务，力争成为满足顾客需求的寿险公
司。

公司还新推涵盖全世界医疗保险和费用补贴的保险商品"韩华生命：健康是
金"，进一步丰富了产品阵容。

韩华生命（越南）有限公司积极展开社区活动，给社区居民提供实质性的帮
助，与越南当地保持着良好的伙伴关系。11月28日，携手韩国和越南的儿童
基金会，向Bac Kan省Lang Ngam捐赠了20亿越南盾（折合美元约8.8万）
规模的卫生站。继向和平省（Hoa Binh）捐赠两个卫生站之后，此次向位于
北部山区的Lang Ngam捐赠了第三个卫生站。

2017年，与越南胡志明市低收入阶层患者援助协会一起发放了超过9500张
的健康保险卡，相当于20亿越南盾（折合美元约8.8万）。公司从2014年至
2016年仅3年，已向全国14个地区和城市的低收入阶层供应27260张健康保
险卡，相当于63亿越南盾（折合美元约27.7423万）。

公司还参加"爱心之家"、学校和卫生站等多种建设项目，共资助220亿越南盾
（折合美元约96.8779万）。韩华生命（越南）有限公司法人长朴锺国表示，
韩华生命（越南）有限公司将持续开展社区服务活动，为越南当地居民提供
生活上的帮助，谋求与越南人结伴远行的方案。

韩华Q CELLS将供应68万块以上的电池组件，韩华Q CELLS美国法人将负责
以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EPC）方式建厂。这座光伏电站将生产可供超过5

韩华生命（越南）有限公司向Bac Kan省捐赠卫生站

2017年11月28日，韩华生命（越南）有限公司携手韩国与越南的儿童基金
会，向位于Bac Kan省的Lang Ngam捐赠了10万美元规模的新卫生站。这
是在越南捐赠的第三个卫生站，今后将解决越南北部偏远山区缺医少药的
问题，提高医疗和生活水平。公司捐赠的其他两个卫生站分别位于和平省
（Hoa Binh）的Bac Phong（2015年）和Kim Truy（2016年）。

韩华生命（越南）有限公司法人长、越南政府及社区代表参加了启动仪式。
韩华生命作为一家寿险公司，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大力推广修建公共卫生
设施的重要性，并携手儿童基金会，着力提高生活水平，为Bac Kan居民创造
可持续发展的价值。

公司表示，为了进一步增进与越南政府和民众的长期友好关系，将在多个地
区积极展开企业社会贡献活动。韩华生命（越南）有限公司成立8年来，与越
南人共计未来，资助了很多社区项目。公司从2014年至2016年，向全国14个
地区的27260名低收入阶层发放健康保险卡，为减轻医疗负担和改善医疗服
务作出了贡献。

公司携手胡志明市低收入阶层患者援助机构，向Thanh Hoa、Nghe An、
Ha Tinh、Dac Nong、Kon Tum、Quang Tri、Ca Mau等7个地区免费捐赠了
超过9500张的健康保险卡，相当于20亿越南盾。公司还重视教育和发展的

重要性，通过资助兴建了和平省Xom Ong的儿童中心（2013年）、Cuoi Ha 
Commune和Kim Boi District的小学（2014年）。

除改善卫生和教育环境，公司还与韩国文化交流机构合作，正为弱势群体
建造房屋。从2013年到2014年，在越南-韩国交流村建造133栋房屋；从
2015年到2016年，在Khanh Hoa、Nghe An、Ca Mau、Ben Tre、Da Nang、
Thanh Hoa、Dac Lac地区建造了30栋"爱心之家"。截至2015年12月，公司的
社会贡献活动支出达220亿越南盾，其贡献获得韩国领事馆、越南投资部、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的认可，荣获社会责任奖。

Hanwha Life

韩华生命（越南）有限公司

万户家庭使用的电力，有望成为德克萨斯州规模最大的光伏电站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