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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一个更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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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能赚钱：为什么说太阳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

分享阳光，照耀未来

韩华电子宣传册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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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韩华精英赛重磅回归
· 韩华能源建造全球首座超大型氢燃料电池发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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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能赚钱：
为什么说太阳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

为了一个更好的明天

太阳能将占69% : 芬兰拉普兰塔理工大学（Lappeenrant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简称LUT）近日公布的一项研究

结果显示，2050年能实现100%可再生能源供电，其中太阳能光伏发电将占69%。既大胆又乐观的数据是怎么预测的？

其前提条件是什么？ 

LUT研究团队负责人Christian Breyer通过撰文介绍了可再生能源发电系统建模过程。他在文章中称，不管政治家或大

企业愿不愿意，光伏发电将在不久的未来成为最便宜的替代能源，也是不可忽视的能源，因此太阳能必将成为最大的赢

家。

阳光能赚钱

追捧石油并对太阳能持消极态度的人们也认同一个事实：太阳是地球万物的生命之源。然而，这一单纯的事实却让太阳能经过

很长一段时间后才得以享受应有的待遇。太阳包容一切，任何人都不可避免，那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但正因为如此，反

而无人关注。 

迄今为止，依靠太阳发展的产业不仅局限于能源领域。所有农家与农业以及粮食生产基本上靠太阳获取能源。不仅如此，服

装、足球与化石燃料产业也与太阳有关。太阳为地球上的一切供给能源。仅一小时到达地球表面的太阳能足以供应地球一年所

需能源，只要是想在物理学得A的大学生尽皆知。 

而也正因如此，光伏发电因未能发挥实质性机遇而以失败告终。光伏发电长期被视为“缝隙”能源，也就是补充煤炭、天然气、核

能等主要能源的“替代”能源。在能源领域从事的所有人都深知自己行业所涉及的资源终究是有限的，总有一天在某个时刻，“替

代”能源将成为主流。 

众口一词的“总有一天”的“某个时刻”就是现在。近几年来，市场与政治界频频指出太阳能的不确定性，天然气与石油供应价格

持续走低，太阳能价格起伏波动大，但太阳能持续刷新纪录，不断发展壮大。欧洲太阳能协会Solar Power Europe数据显示，

2017年全球新增太阳能装机量达98.9吉瓦（GW），比2016年全球光伏累计安装总量303GW增长29.3%（见表）。包括传统能

源与替代能源在内，光伏发电占新增投资规模的34%，占比均高于其他能源，印证了太阳能产业过去十年来持续呈增长态势。

图1：左为2016年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总
量；右为2010-2014年各类电源的新增装
机比重。来源：芬兰拉普兰塔理工大学

尽管许多事实证明，光伏发电成本每年降低，性能日益提升，人气越来越高涨，但定期分析展望未来世界能源供应结构的全球

分析师却不断低估太阳能的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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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着更乐观的方向

模型适用方式

对太阳能的发展潜力坚持保守态度不仅仅只有IEA。最近，中国政府决定缩小中国境内光伏发电补贴；GTM Research预测光伏

电池组件价格将于2018年下半年降低34%。这一预测是否准确还有待观察，而这种负面展望在太阳能领域已是司空见惯。 

在这种情况下，芬兰拉普兰塔理工大学研究团队眼看着可再生能源建模结果，连参与研究的研究人员当初也对此怀疑了一下。

采用将地球依据时间与空间精密测量的数据建模的结果显示，2050年能实现100%可再生能源供电，其中太阳能光伏发电占

69%。 

研究人员对数值过高感到了惊讶。验证建模结果就花了六个月的时间，此后还经过了20次的建模更新，但每次得出来的结果都

是太阳能将占可再生能源供电的69%。 

时至今日，我们明确知道为何得出这种结果。 

LUT模型计算的是以最低成本提高新能源供电能力的投资方案。不事先指定投资哪个技术领域，而且结果会取决于要新增装机量

之地区的资源质量。比方说，向资源丰富地区建议采用光伏发电技术。

LUT所适用的模型将全世界划分成145个地区，采用了自2005年起积累的实际气象数据。在各地区50公里处每小时测量一次，并

套用能够满足各地区、各时段最大电力生产量的发电量数据。此外还考虑了电力线、电能存储、生物质能及水力发电等调度式

发电（dispatchable generation）等选项。 

当然，模型还考虑了技术效应、收益率以及财务指标。换言之，考虑发电设备全寿命周期的资本开支与运营成本后，寻找了能

以最低成本满足电力需求的解决方案。现有的发电设备直到寿命耗尽，会照常运转，执行任务直到能源转换结束。 

太阳能占能源供应总量69%的数据是在145个地区反复多次分析模型后得出的结果。普及率达69%，易言之，使用光伏发电最

经济、最有效的地区最多。光伏发电在能源领域占上风还需要走很长的路，但随着相关成本降低，对光伏发电的学习加速，生

产电力后的存储技术持续进步，普及率有望呈现井喷式增长。预计到2030年，光伏装机容量一年超过500GW，远远高于目前的

100GW，与之相反，煤炭相关的累计装机容量将逐年减少，预计到2030年降至1293GW。燃气轮机将在未来十年内持续增长

后，随着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增加而呈现下降趋势（见下表）。

国际原子能机构（IEA）作为权威性国际机构，定期发布各种能源发展现状与未来展望的报告。IEA所积累的数据已证明太阳能

数十年来保持了增长势头。2017年11月发布的最新报告指出，以2015年全球数据为依据，太阳能的净成长率超越煤炭，与风力

和其他可再生能源一同占据2017年新增装机量的三分之二。 

IEA通过本身的数据分析，可以展望光伏发电发展前景明朗，但是IEA依旧对太阳能持极度保守的态度。 

举例来说，2017年仅一年新增太阳能装机量100GW，因此IEA会预测今年的发展情况与往年相似。尽管多年来太阳能产业持续

新高，IEA报告却预测太阳能装机量会同比缩水。近十年来，光伏发电平均年增长率保持在44%，但IEA的前瞻性报告“可持续发

展情景（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cenario）”也只提出每年新增140GW的预测值。可若回顾20年来的太阳能发展走势，应该

能够且一定要提出比现在更明朗的展望，这样才能确保太阳能产业的现实性。

图2：各发电燃料的全球累计装机容量与
净发电量；2010-2050年能源转型期间，
以5年为单位的装机容量与各能源存储方
式的净产量。燃气轮机燃料从2015年的化
石燃料转换到2050年的生物甲烷及电制气
（power-to-gas）。来源：芬兰拉普兰塔
理工大学

模型所定的成本最低起70欧元/MWh，成本涵盖投资、折旧、资本、存储费用以及发输电削减（curtailment）等相关费用亏

为什么如此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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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存储技术的关键角色

既有发展也有演进

太阳能势不可挡

仅看数据，目前每年新增100GW的光伏发电设备，而只有逐年增加并到2050年达2TW，才能如地图所示，光伏发电覆盖整体的

69%，满足全世界发电及运输领域的能源需求。

想坚信光伏发电会以失败告终的人们可能会一直提出疑问：没有太阳的时候怎么办？而且他们即使听完“因为有价格合理的存储

技术，因此不成问题”的回答，也会充耳不闻。价格合理的能源存储技术确实已成大势所趋。因为没有存储设备的支持，难以提

高光伏发电的普及率。因此，确保低成本存储技术可谓提高光伏发电普及率的首要课题。首要课题若得不到解决，光伏发电普

及率最多只会停留在20-30%左右，但采用电池方式的存储技术，普及率能提高至70%。 

如今，锂离子电池技术同光伏技术发展速度不断加大学习力度，取得快速发展。如同其他所有技术，市场本身的发展以及顺应

潮流不断加大的技术学习力度，带动成本急剧下降。而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太阳能没有原材料供需问题；锂离子电池在原材

料供需方面会遇到一点点困难。锂离子电池一般使用钴作为材料，而目前全球大部分的钴来自刚果（金）。但问题在于刚果的

政治形势和社会治安非常不稳定。 

全球锂资源储量约可使用20至30年。LUT模型还考虑存储介质的增长率，因此需在转型期的某一时刻寻找用于电池生产的替代

物质。与此同时，该模型还以再利用相当部分的锂电池作为前提条件，因此电池回收利用必不可少，所有人万万不可忘记。

光伏发电已在主要发达国家的可再生能源产业占有重要比重，但普及率仍低于天然气。在德国，光伏发电供应年均电力需求的

7%，意大利为10%，美国加州与夏威夷的光伏发电各占20%和25%。 

顺应逐渐增加的消费趋势，利用太阳能发电、存储和消费的方式也不断升级。如前所述，为确保能源供应网的灵活性，电池是

关键。据预测，太阳能还有可能影响到采暖能源。供暖需求大部分集中在寒冷的冬天，而冬天太阳的辐射较弱。24小时不间断

需要取暖的绝对需求大部分发生在工业领域，这一需求不分季节存在一整年。因此依托合适的存储技术，太阳能在供暖方面做

出贡献的空间应该会很大。目前正藉由模型展开研究，而供暖方面的光伏发电有望增长到太瓦规模。

在光伏产业发展方面，曲折与逆转是非常合乎自然的一部分。老练的水手都知道，眼见水流平缓之时，就要穿戴好救生衣。业

界专家也是如此。在太阳能发电产业，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是理所当然的。然而随着技术不断进步，产业基础不断巩固，产

业会愈加成熟，因此即使遇到突发状况，也能够稳定应对。而且随着应对外部环境考验的能力增强，就能更容易展望未来。 

然而，这并非一日之功。LUT模型是没有反映未来经济危机、环境灾害、错误决策等影响的科学实验。虽不是能预测未来的巫师

之玻璃球，但可以确定的是可不偏不倚评估未来能源系统的工具。因此该项研究只提供数据，未对模型予以更多阐述，并主张

太阳能将在2050年左右成为最容易扩大规模、所需成本最低的电力供应来源。

图3：2050年主要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为
启动能源系统，掌握各地区各时段的天气状
况也非常重要。来源：芬兰拉普兰塔理工大
学

对韩华Q CELLS来说是机遇

目前已在很多国家，光伏发电已实现或接近实现平价上网（grid-parity，光伏发电的成本达到煤发电的成本，即可以达到与煤发

电上网电价相同的价格。）因此不管现在还是未来，要在清洁能源方面积极展开游说。因为这样才能让决策者重视光伏发电。

为此，在世界舞台引领光伏发电发展的企业要以负责任的态度扮演角色。在全球能源转型方面，跨国企业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

损。依据2015年数据所定的成本持续降低，2050年的光伏发电成本会降到52欧元/MWh。也就是说，到2050年随着光伏发电设

备增多，全球能源系统成本将会下降。 

该模型采用了每个时段的测定值，因此最终得出的数据也非常稳定。这意味着该模型根据全年按每个时段测出的电力需求，提

出了足够以最低成本供应电力的方法，而且最终得出2050年光伏发电装机总量将达22太瓦（TW）的数据（参见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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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an Breyer，太阳能经济学教授

Christian Breyer是芬兰拉普兰塔理工大学太阳能经济学教授。主要研究专长在于从

国家乃至全球角度综合研究实现100%可再生能源生产的可再生能源系统之技术与经

济性。他的团队曾发表多篇有关在全球重要地区实现100%可再生能源生产的研究

论文。有关二氧化碳排放之负面影响的研究也是通过他的团队奠定了学问的基础。

他就职拉普兰塔理工大学之前，曾任职位于柏林的Reiner Lemoine Institut和韩华Q 

CELLS。他是ETIP PV与IEA-PVPS的会员、EU PVSEC与IRES科学委员、能源观察集

团（Energy Watch Group）的可再生能源主席、IPCC评论家。

从环保角度需采用可再生能源，需要传递光伏发电终究是实现盈利之决策的讯息。谷歌、宜家家居与韩华等跨国企业，要加大

努力使用决策者能够理解的语言来推广可持续发展能源系统。这一努力需要有科学依据，以及环保运动团体、卫生机构与其他

社会运动团体的支持。总而言之，比任何能源更干净、更便宜、更受欢迎的太阳能之命运取决于来自各方的努力。现在就是将

这些努力付诸实践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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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华宣传片

分享阳光，照耀未来

韩华通过“快乐阳光”公益活动，支持太阳能发电，
实现可持续发展，让我们一起来观看韩华集团2018
广告视频。

点击这里观看视频 : 
https://www.hanwha.com/zh/happysunshine

https://www.hanwha.com/zh/happysuns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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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韩华精英赛重磅回归
新闻资料

观众满怀着期待观看2018韩华精英赛

在职业球赛第一次打出一杆进洞的韩华Q CELLS高尔夫球队球员
Lee Jung-min拍获奖纪念照

8月30日至9月2日，韩国女子职业高尔夫球（KLPGA）巡回赛--韩华精英赛
2018成功召开。Lee Jeong-eun捧得冠军杯，成为本赛季第一个冠军，也是
她在大赛获得的第一个冠军。本场比赛在主办方的精心筹备下圆满收官。

始于2017年的韩华精英赛已与其他国际高尔夫球赛事并肩而立。为纪念
新的启程，大赛名称由"韩华金融精英赛"改为"韩华精英赛"，比赛地点也由
金海湾高尔夫度假村（Golden Bay Golf & Resort）改为Jade Palace Golf 
Club，这里具备由国际高尔夫巨星"大白鲨"格雷格‧诺曼设计的精品高尔夫
球场。

为选手提供最佳打球环境

为了让选手发挥出色取得优异成绩，韩华精英赛提供了最佳的练球环境。以
14亿韩元创KLPGA巡回赛总奖金最高纪录的韩华精英赛，全面开放球场供
选手不限时间练球，还提供了休息空间。

为球赛观众也提供了贴心的便利服务，如：来回Jade Palace Golf Club的免
费大巴与列车，向乘坐公共交通的球迷提供门票打七折优惠等。

韩华Q CELLS高尔夫球队发挥出色

在今年的韩华精英赛中，韩华Q CELLS高尔夫球队球员共8名参赛。其中，
Lee Jung-min在职业球赛中第一次打出一杆进洞，获得路虎揽胜星脉
（Range Rover Velar）。内莉·科达（Nelly Korda）在第二轮18号洞打出信天
翁球，获得奖金。

韩华Q CELLS高尔夫球队自2011年建队以来，在LPGA、KLPGA、JLPGA、LET
等赛事共拿下25胜。通过此次获胜，不仅推广了韩华Q CELLS作为全球第一
太阳能电池片生产商的企业地位，还有望取得可观的品牌效益。

· 2018韩华精英赛隆重开幕，奖金创KLPGA巡回赛之最
· 韩华Q CELLS高尔夫球队球员Lee Jung-min和内莉·科达（Nelly Korda）获奖

韩华高尔夫球赛事回顾

韩华精英赛以1990年代引领女子职业高尔夫球发展的"首尔女子高尔夫球
公开赛"为开端，吸引了梦想走上国际舞台的LPGA、KLPGA、JLPGA之国际
选手。

韩华还为众多年轻有为的韩国球手提供走上国际舞台的机会，其中最著名
的选手就是韩国女子高尔夫传奇朴世莉。朴世莉从1995年到1997年在国际
赛事连续三年蝉联冠军，在全球高尔夫球坛掀起了一场朴世莉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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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华能源建造全球首座超大型氢燃料
电池发电厂

新闻资料

韩华能源建立一座50兆瓦（MW）规模的氢燃料电池发电厂，进一步巩固综
合能源供应商的地位。这座发电厂坐落于韩国瑞山大山工业园区，是一座全
球首次在石油化工产业园区提取副产氢气并用作燃料的全球最大氢燃料电
池发电厂。

该项目占地面积2万多平方米，共投入约2.3亿美元。预计2020年6月竣工并
投入运行，届时发电量达40万MWh，能够满足17万户家庭的用电需求。

· 韩华能源加大可再生能源投入力度，实现产品组合多元化
· 建造全球首座副产氢燃料电池发电厂

韩华集团高管参加韩华能源全球首座氢燃料电池发电厂开工仪式

氢燃料电池发电厂在生产电力的过程中，不产生氮氧化物、硫氧化物和粉尘
等可吸入颗粒物的主要物质，采用可吸入颗粒物过滤器，过滤细颗粒物，是
一座绿色发电设备。用作燃料的副产氢气年产约4万吨水，能够供应位于大
山工业园区的韩华道达尔使用。

以项目开工为契机，韩华能源的业务范围在现有的热电联供能源、光伏发电
的基础上，扩大到氢燃料电池发电，进一步巩固综合能源供应商的地位。

韩华能源氢燃料电池发电厂利用新可再生能源--氢燃料生产清洁能源

* 1美元=1118韩元

韩华能源代表理事柳斗馨表示，此次氢燃料电池发电厂的动工，有助于将业
务范围扩大到新可再生能源，为地区经济发展注入活力，今后将凭借所积累
的工作经验，进军新可再生能源事业。

韩华能源为推进该项目，将携韩国东西发电、（株）斗山、SK证券成立特殊目
的公司--大山绿色能源公司，负责发电厂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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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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韩人寿荣获中国财经峰会“2018杰出品牌形象奖”

近日，在第七届中国财经峰会上，中韩人寿以其正道经营、活力进取的品牌
形象和市场表现斩获“2018杰出品牌形象奖”。作为国内商业领域最具影响
力的盛典之一，本届峰会以“开启新时代中国经济新征程”为主题，吸引了众
多重量级嘉宾等共聚一堂，更遴选出新常态下推动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的
人物和企业典范。 

中韩人寿自成立以来就确立了正道经营和打造受中国老百姓喜爱的精而美
的保险公司的经营理念。正道经营的中韩人寿将“打造重疾险专业提供商”
确定为公司的差异化市场策略方向，强化寿险的保障功能。

自2014年来，中韩人寿重疾险业务发展迅速，其保费收入和在个险渠道业
务占比始终保持良好的势头。随着重疾险业务的快速发展，从中韩人寿获
得重疾理赔服务的客户也愈来愈多。成人达己，发生风险事故后获得赔款才
是保险意义所在，2014年至2017年，重疾险理赔占中韩人寿理赔金额的比
例高达75%，为江浙两地客户治疗疾病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成己为人，
中韩人寿为客户给付重疾保险金，扩大了其品牌影响力，进而促进业务健康
发展，为更多客户提供风险保障服务。 未来，中韩人寿将坚持以精而美的

中韩人寿全方位参与“7.8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活动

今年是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组织开展“7.8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活动的第六
年，在刚刚结束的公众宣传日期间，中韩人寿总公司与各分支机构近千人不
畏日晒、不惧风雨参与了“7.8保险扶贫健步走”活动，合计捐赠超过8000公
里步数，生成各省扶贫项目。杭州西湖、温州世纪公园、徐州音乐厅广场……
中韩人在各地重要区域留下了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并且在当地起到了很好
的保险形象宣传作用。

同时，中韩人寿总公司及各级机构通过开展“发现保障背后的故事”保险开放
日活动，走进各个社区、走进企业，与民众分享“保险理赔那些事儿”，向民众
普及保险知识与理念，详细介绍从报案、申请到立案、审核，再到通知、结案
的全过程，以及需要准备的资料和注意事情，让客户亲身体验快速理赔，让
更多人了解如何实现"守护美好，从一份保障开始"。

中国

Hanwha Life

Hanwha Life

中韓人寿

中韩人寿

公司作为战略目标，坚守正道为本的经营理念，继续致力于打造“重疾险专
业供应商”，不断优化重疾险产品体系，克臻优品，同时持续改进客户服务，
至善价值，力争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优质健康保障，成就广大客户的优越人
生。

此外，中韩人寿总公司与各级机构也跟着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下发的"给7.8点
个赞“手指舞视频，积极学习手指舞动作，并在抖音APP录制与传播，通过转
发朋友圈的方式为“7.8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加油打气。同时，也在公司职场
与机构营业场所进行海报、展架、宣传片展示，让更多人了解“7.8全国保险公
众宣传日”，了解保险行业的价值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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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班

塞班世界度假村让全球食客的味蕾更香甜

塞班世界度假村新设面包蛋糕部门，将为客户每天提供当日现烤面包、蛋糕
和饼干。

此次推出的主打甜品包括摩卡蛋糕、白云蛋糕、蓝莓海绵蛋糕、核桃派、巧
克力挞和蜜糖酥等。

面包与甜点从2018年8月起供应，可以在塞班世界度假村内所有自助餐厅品
尝，也可以在纪念品商店购买。面包店开业之前，面包蛋糕部门员工花3个月
的时间，经严格培训认真学习了法式烘焙技术。

Cho Jiyong糕点师为了此次培训特地从韩国飞去塞班。她表示：“所有员工
都全力以赴学习了烘培技术，希望塞班乃至世界各国的食客在此品尝新推

Hanwha  Hotels & Resorts

塞班世界酒店

出的甜品，和家人、朋友度过美好时光。”

韩国

韩华道达尔任命11位新任“HTC Master”

8月25日，韩华道达尔大山工厂举办“HTC Master”任命仪式，由韩华道达尔
代表理事金熙哲*向11位现场最高专员颁发刻有新职务的姓名牌，以资鼓
励。

韩华道达尔HTC Master制度是旨在激励现场专员不断进取的制度，只有获
得技能匠、技士资格证等3项以上者，才能获得HTC Master称号。该制度不
仅鼓励员工自我发展，还能给晚辈们树立榜样。

自2007年实施该制度以来，HTC Master引领公司发展，尤其在安全运营石
化工厂方面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截至今年，韩华道达尔共培养出102名HTC Master。这对公司还是对该项
目而言，都是重大成果。韩华道达尔今后也将全力支持项目实施，培养更多
HTC Master。

Hanwha               Petrochemical

中韩人寿召开中长期战略规划项目启动会

7月30日下午，中韩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韩人寿”）在中韩双方股
东大力推动下召开了中长期战略规划项目启动会。中韩人寿韩中双方股东
代表、中韩人寿经营班子成员组成的中韩人寿战略规划项目工作小组参加
会议。中韩人寿战略规划项目工作小组对此次中长期战略规划项目的准备
情况作了简要回顾，向所有参会人员介绍了此次中长期战略规划项目的背
景及意义。随后，PWC（CN）金融行业合伙人带领的咨询团队介绍了战略规
划项目的背景、开展情况和工作计划。

韩华生命首席副总裁洪正杓表示，股东方面共同的愿望是通过战略规划的
编制，形成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助力中韩人寿实现第二次飞跃发展。韩华
生命承诺，将以此战略规划编制为契机，齐心协力，为中韩人寿未来的发展

Hanwha Life

中韓人寿

提供大力支持。国贸集团总经理孙建华强调，中韩人寿在当前的发展中享有
“天时、地利、人和”，启动中韩人寿的战略规划项目，就是希望在专业人员协
助下，在双方股东的关心下，在中韩人寿经营团队的努力下，共同谋划中韩人
寿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股东双方将继续发挥各自资源优势、专业优势，一如
既往地支持中韩人寿的保险事业，成为公司经营团队的坚实后盾。

*现任韩华Q CELLS CEO

韩华道达尔



11

韩华简介

韩华电子宣传册2018

请下载韩华电子宣传册2018，
看看韩华集团的各种消息。（PDF版本下载）

欢迎下载2018年韩华电子宣传册 :  https://www.hanwha.com/zh/2018hanwha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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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