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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华新闻

2018年10月Hanwha

回忆我们走过来的一点一滴，
庆祝我们将要走的每一步

全球韩华消息

新闻资料

· 韩华集团成立66周年会长致辞
· 请你分享一下自己的Hanwha PR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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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株)韩华机械部门参加IMTS 2018推出新款定制化机床
· 坐拥顶级海景、尽享奢华休闲：
  "韩华度假村巨济贝尔维帝（BELVEDERE）"盛大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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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华集团成立66周年会长致辞
回忆我们走过来的一点一滴，庆祝我们将要走的每一步

韩华大家庭成员们！

上周周末，由集团主办的烟花节照亮了秋日夜空。望着夜空中五彩缤纷、和
谐绽放的各式烟花，不由得想起66年来为绽放韩华之花而顽强拼搏的韩华
人。我向此时此刻仍在韩华大家庭的屋檐下志同道合，展现骄人风采的所有
同仁表示深深的谢意。同时，向躬行实践"实业报国"精神的创始人与韩华前
辈们，以及所有伙伴公司与韩国国民表示诚挚的感谢。

66年前，韩华人凭借挑战精神在韩国产业历史上迈出了划时代的第一步。曾
在恶劣环境下实现火药国产化的创业精神，奠定了在沙漠建设大规模新城
的发展底蕴；在能源转型时代，衍生为在世界各地传播绿色能源的坚强使
命；成长为一股保护人类安全、开拓数字金融未来的热忱。尽管一波波新的
"浪潮"与"革命"致使世界动荡不安，而我们要一如既往地坚持不屈不挠的创
业精神，继续将其发展成为一流竞争力。

今年8月，集团对内外公布了旨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中长期经营计划，并透
露未来5年内在核心业务领域进行投资、创造工作岗位、实现互利共赢的方
案。这是集团在动荡多变的国内外市场环境下不断进取，迎难而上，百尺竿
头更进一步的战略思想，也是向社会作出的承诺，更是夯实韩华未来发展基
础，开启营收100万亿韩元时代的意志。

“创新是没有终点的旅程”，这句话近来让我更加感同身受。即使是最受推崇
的创新榜样，一旦忘却企业本质，不与时俱进，必然被淘汰，这就是残酷的
现实。

今年年初，我曾强调要改善企业整体体制，以应对瞬息万变的外部环境。基
于此，我们进行了集团经营组织重整，强化子公司的独立经营与责任经营。
我们要顺应21世纪的产业结构，持续创新发展硬件与软件实力。要确保主

董事长 金 昇 渊

导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人才，同时更新价值观与行为规范，优化组织文
化。除各公司的经营活动之外，每个人都要践行新时代精神，推动公司发展
成为全球创新企业。

创新将来自于"多样性的文化"，而非同质性。
过去66年来，集团通过众多的M&A并购，夯实了未来发展基础。在此过程
中，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取得了相得益彰的效果。
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融合复合时代，能够以海纳百川之心接受新视野的
扁平化组织文化愈加重要。不同的想法，不同的经验，从中迸发出创意能
量，带动真正的创新。只有基于彻底开放性的实力主义，才能为更大的繁荣
增添底气。

我们要追求不怕失败，只怕满足于成功的"挑战文化"。
66年前，如果害怕失败，不想去冒险，不敢去尝试，今天的韩华也就不会存
在。与20年前、10年前的韩华相比，真有些感到今非昔比。曾经历过切肤之
痛，但在跌宕起伏的历史中，从未停止求新求变、挑战创新的脚步。我们要成
为从失败中汲取教训、将经验化为资产的组织，不能沉迷于过往的成功经
验，要焕然一新成为不断进取、不断突破的组织。硅谷也视失败为走向成功
的阶梯，以创新理念造就了今天的奇迹。让我们不断摸索改变韩华未来十
年的动力，确保创造未来价值的知识与原创技术。最耀眼的成果总是在别
人知难而退的道路上。

让我们建立不为胜利竞争而实现互利共赢的"合作文化"。
如今，"结伴"价值弥足珍贵。我们要建立在公平公正的竞争中作为一个团队
一起工作的文化，要建立不是踽踽独行而是成群结伴到达成功之终点的文
化。只有基于真诚的信任和信义，才能成为竞争对手无法模仿的核心力量。
目前在主要子公司新设的"共赢经营委员会"也是为了与工作伙伴建立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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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公正的合作关系，实现同步发展而做出的承诺。作为一个起步，一流韩
华将打击庸俗的"甲乙方文化"，构筑互利共赢的企业生态系统。

韩华大家庭成员们！

现在正值秋天，但我相信我们韩华的季节还是春天。在遥远的未来回顾过去
66年的成就，也许仅仅是无畏之旅的开端。在我们未来的道路上仍充满许
多工作有待完成、值得期待，着实令人振奋。尽管现在的经营环境艰难苛刻，
让我们以播下希望种子的农夫之心，为明日的辉煌做好准备。希望各位能够
一起重温66年前创业时代的初衷。

谢谢！

韩华集团会长
金昇渊
2018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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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wha PROUD.

回忆我们走过来的一点一滴，庆祝我们将要走的每一步

为庆祝韩华66周年，分享作为韩华人感到自豪的亲身体会

2018年10月26日至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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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华集团今迎成立66周年。

在过去的66年里，韩华通过脚踏实地确实发展，如今在美国《财富》
全球500强中排名第244位，走出韩国，在国际舞台上留下世界级企业
的足迹。

在如此辉煌的成功历史上有令人自豪的韩华人。

请说说你的故事！

作为韩华人，你在什么时候感到自豪？

请参与Hanwha PROUD.活动，分享一下自己作为韩华人感到自豪的故事。

我们将汇集所有应征作品制作成特别视频，
并投放到纽约时代广场大屏幕上。

为 了 与 更 多 全 球 韩 华 人 分 享 H a n w h a 
PROUD.瞬间，我们将选出最能表达公司愿
景与核心价值的6位，拍摄个人写真并制作
成海报。

我们将选定66位优秀参与者，赠送韩华精
品礼盒。

访问活动官方网站hanwhaproud.com >>

现在来分享一下你的故事！

http://www.hanwha.com/zh/hanwhaproud
http://www.hanwhaproud.com/zh-h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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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韩华机械部门参加IMTS 2018
推出新款定制化机床

新闻资料

(株)韩华机械部门现身IMTS 2018大力推广新款CNC数控机床

(株)韩华机械部门参加9月10日至15日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2018国际机械
制造技术展览会（International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Show，简称
IMTS）推出六款机床，其中包括全新亮相的新款CNC数控机床。在展会上
推出的新款机床受到了极大的关注，这款新品不仅可以根据用户需求进行
复合精密加工，而且还具备热变形补偿系统。

IMTS 2018吸引全球100多个国家2000多家企业参展，共接待观众11万人
次。(株)韩华机械部门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参展IMTS，已经有20多年
的参展历史。

(株)韩华机械部门在展会期间为了开拓汽车与医疗器械零部件市场，藉由高
精密机械产品大力推广了韩华雄厚的机床开发实力。

(株)韩华机械部门在展会上全球首次推出新款机床“XD26II-V”。CNC数控机
床是一种不需要人的介入，由计算机程序控制的自动化机床。比现有产品，
加工精度更高，采用强大的发动机，有利于加工异型复杂零件。

(株)韩华机械部门还推出了建立智能工厂的解决方案“Hi-CPS（Hanwha 
Intelligence CNC Prognostic System）”。Hi-CPS是基于云计算的自动化工

艺系统，可利用计算机和智能手机远程控制车间所有设备，有助于提高生产
效率和便利性。

(株)韩华机械部门利用人机协作机器人“HCR”，演示了将零部件自动供应给
XD38II CNC数控机床的系统。韩华精密机械藉由自主开发的人机协作机器
人“HCR（Hanwha Collaborative Robot）”，正积极开拓国内外人机协作机
器人市场。

(株)韩华机械部门代表理事金渊哲表示，(株)韩华不断供应能够满足客户需
求的高精度、高灵活性产品。今后将持续加大汽车与医疗器械零部件市场
的开拓力度，扩大客户群，力争在全球机床市场坐稳第一宝座。

· 新款CNC数控机床全球首次亮相
· 推出智能工厂建设解决方案与人机合作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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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拥顶级海景、尽享奢华休闲：
"韩华度假村巨济贝尔维帝（BELVEDERE）"
盛大开幕

新闻资料

10月15日，韩华酒店&度假村的"韩华度假村巨济贝尔维帝（BELVEDERE）"
正式开业。这是韩华的第16个度假村，不仅拥有巨济的绝美景色，还具备能
够尽享海洋度假村真正魅力的设施配套与项目。

提高水上运动与餐饮水平的顶级海洋度假村

巨济贝尔维帝是占地面积11多万平方米，总投入超过2700亿韩元的顶级
滨海旅游度假区。"贝尔维帝（BELVEDERE）"一词源自意大利语，意为"美丽
风景"。度假村内配备可一次享受度假休憩、美食佳肴和休闲运动的配套设
施。

客房数量470间，在大部分客房可以远眺海景。度假村拥有专属海滩与室
内、户外游泳池。室内空间使用大量环境友好型颜色与材料，打造成能够感
受大自然气息的现代简约风格。

· 高100米的空中无边际游泳池、大型儿童游乐区、采用当地新鲜食材的美味佳肴等，设施配套齐全的顶级海洋度假村
· 还提供豪华客房专属私人楼、与名厨携手推出的菜品、贴身管家服务

韩华度假村巨济贝尔维帝坐拥无敌海景

在此可以感受全面升级的餐饮体验。由名厨参与的意大利餐厅、在海滨露台
享用的海鲜自助餐、严选当地餐厅美味菜品的精选菜单等，可供选择的范围
大，而且基本上使用巨济当地新鲜土特产和时令食材。

在客房也能远眺海景

韩华度假村巨济贝尔维帝的儿童游乐区可谓韩国最大规模

为发挥海洋度假村的特色，在Marina Lounge提供游艇航行、跳岛游、游艇
民宿以及小帆船、皮艇、喷射快艇等多种多样的海洋休闲运动与游艇课程。

为"亲子游"游客设计的儿童游乐区可谓韩国最大规模。设施规模1120平方
米，设有蹦床乐园、以小企鹅Pororo为主题的游戏室、涂鸦咖啡馆、积木乐
园等，为不同年龄段的儿童安排了欢乐不断、趣味十足的游乐项目。

在私人空间畅享完美休闲时光的豪华客房

巨济贝尔维帝的东楼配备豪华客房98间和高档配套设施。以实现完美休闲
体验作为首要价值，彻底保障个人隐私，同时打造能够尽享大自然气息与自
由时光的空间。

豪华客房顾客可以享用高100米（21层）的空中无边际游泳池、贴身管家服
务、俱乐部休息室、代客泊车服务。在客房里可以用平板电脑进行远程入住
与退房，使用人工智能音箱实现语音控制。

巨济贝尔维帝还提供采事先预约制的私人订制综合服务。通过一对一专家
咨询，可以体验由瑜伽、冥想、SPA、芳疗等组成的私人订制项目，还能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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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1层高的无边际游泳池可以享受让人心旷神怡的无敌海景

均衡营养菜单和相当于七星级酒店的睡眠体验。

豪华客房的餐饮服务也堪称一流。由韩国名厨和知名餐饮企业负责整体餐
饮工作，设有能够享受精致茶点和早餐的高档酒廊和池畔酒吧。

韩华引领韩国酒店和度假村文化

韩华酒店&度假村代表理事文奭表示："反映最新旅游趋势的巨济贝尔维帝
正式亮相，我们将以此为契机实现第二次飞跃，进一步巩固韩国顶级休闲企
业的地位。"接下来，将在巨济贝尔维帝建造小规模豪华别墅村，继续在韩国
其他地区开展豪华酒店和度假村兴建项目。

豪华阳台客房配备私人游泳池，能够享受私人休闲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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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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华化学（宁波）有限公司迎接成立10周年

9月10日上午，韩华化学（宁波）有限公司成立十周年纪念式在大礼堂隆重举
行。金昌范代表理事特地从韩国发来了十周年贺词。贺词中，他对韩华化学
（宁波）在过去十年间所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并勉励员工居安思危，为下
一个十年的发展做好各项准备。纪念式之后，金东锡董事长一行陆续走访
了大榭管委会和周边企业，对他们长期以来对韩华化学（宁波）的关怀和支
持表示由衷的感谢。

韩华Q CELLS在波兰安装光伏发电站

不久前，韩华Q CELLS的EPC部门在波兰首次建造兆瓦规模的发电站，
取得了在波兰启动大规模光伏项目的壮举。这座发电站位于Smętowo 
Graniczne，装机容量为1兆瓦，根据韩华Q CELLS严格的质量、设计、工程和
建设标准修建而成。

在发电站竣工的同时，韩华Q CELLS还承揽了波兰境内30兆瓦规模的光伏
项目，从而将波兰境内公司的光伏组合产能提升至45兆瓦。这相当于RES系
统中标的所有光伏项目的15%。

韩华Q CELLS的光伏项目根据与波兰能源管制机构（Polish Energy 
Regulator，简称URE）于2015年签署的 价差合约（Contract for 

中国

德国

Hanwha Chemical

Hanwha Q CELLS

韩华化学（宁波）有限公司

韩华Q CELLS GmbH

Differences， CfD）协议，以每千瓦时（kWh）固定价格，在波兰全境启动50
座发电站。

韩华Q CELLS的EPC部门基于光伏市场的无限潜力和政府富有竞争力的拍
卖程序，看好波兰市场，积极展开活动。根据波兰光伏能源协议（Polskie 
Towarzystwo Fotowoltaiki）推测，目前波兰境内光伏市场规模为360兆
瓦，到2020年有望增至1.2吉瓦。

韩华Q CELLS与德国新兴豪门RB莱比锡的赞助协议延长至2019-20赛季

Hanwha Q CELLS

韩华Q CELLS GmbH

日前，韩华Q CELLS与德国新兴豪门RB莱比锡延长了两个赛季的赞助协议。
韩华Q CELLS的光伏能源解决方案品牌口号“Engineered in Germany”直
到2019-20赛季继续可以在德国RB莱比锡球队主场--红牛竞技场上看到。

RB莱比锡首席执行官Oliver Mintzlaff表示，与著名跨国企业保持伙伴关
系，对我们而言至关重要。韩华Q CELLS是结合世界级创新与本土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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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

韩华Techwin同时进军欧洲和北美

韩华Techwin参加了9月在北美和欧洲同时举行的安防展览会，很好地展现
了公司在安防技术产业的卓越地位。

在德国埃森举行的“德国埃森安防展”是在欧洲DACH（德国、奥地利、瑞士）
规模最大的安防装置展览会。作为北美的主要安防活动，“Global Security 
Exchange（GSX）”每年在北美的不同城市轮流举行。

此次“德国埃森安防展”有来自40个国家1000名以上的人前来参加，韩华
Techwin在展会上大量展示了荣获各种奖项的安防摄像头“Wisenet”系列、
多向摄像头、热成像摄像头、扫描摄像头等。

与此同时，今年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Global Security Exchange（GSX）”上

展示了易于安装、施工和后续管理的所有“Wisenet”系列产品和“Wisenet X 
Plus”。

韩华Techwin有关人士表示，欧洲和北美是很早就引领视频安防市场的先
进市场，此次公司参加“德国埃森安防展”，有助于巩固在欧洲市场的地位，
同时还通过参加“Global Security Exchange（GSX）”，有望进一步提升最近
保持发展势头的韩华Techwin在美国市场上的份额。

Hanwha Tecwhin

墨西哥

启明大学在校生体验墨西哥生活

日前，韩国启明大学的10名学生花一天的时间参观韩华高新材料（墨西哥）
有限公司，体验了韩国企业文化和组织生活。该观摩团由西班牙专业的学
生组成。高新材料（墨西哥）有限公司代表Yoo Sunpil向观摩团介绍韩华高

Hanwha Advanced Materials

韩华高新材料（墨西哥）有限公司

韩华Techwin总部

的完美伙伴。

韩华Q CELLS有望通过德国境内媒体大力进行品牌宣传。韩华Logo绣在球
门旁边的魔毯（CamCarpet）上，这会通过赛场内的360度LED广告牌上曝
光。韩华Q CELLS将是享受替补席独家冠名的唯一品牌。此外，在长期深受
EA体育支持的足球在线游戏FIFA’19上也会显示韩华Q CELLS品牌。
韩华Q CELLS首席技术官Daniel Jeong表示，与RB莱比锡的赞助协议，将成
为超越德国、欧洲，向全世界消费者宣传韩华Q CELLS的重要渠道。韩华Q 
CELLS和RB莱比锡既年轻又热情，相互建立了互补关系。非常高兴能够延长
与红牛的赞助协议。

新材料的基本知识后，在首席技术官Noh Hongrae的带领下参观了工厂车
间。观摩团参观结束后，与启明大学前辈，也是韩华高新材料（墨西哥）有限
公司的员工Lee Hanol进行交流，了解到物流业务和在墨西哥的日常生活。

英国

韩华Q CELLS让太阳能照耀伦敦住宅

Hanwha Q CELLS

韩华Q CELLS GmbH

作为在英国伦敦进行的住宅用光伏项目“共享太阳能伦敦计划”的一环，将
与英国太阳能开发商Solarcentury携手合作，为英国首都伦敦的创新住宅
太阳能项目供应广受好评的Q.PEAK DUO-G5半切电池组件。

今年三月开始启动的“共享太阳能伦敦计划”是由伦敦家庭团购通过“反向拍
卖”中标的光伏施工商系统的项目。拍卖结果，Solarcentury被选为伙伴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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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韩华Azdel引领汽车用复合材料市场

韩华Azdel产品开发者Peng Cheng参加了在美国密西根州Novi举行的第18
届ACCE（Automotive Composites Conference & Exhibition）。

在展会上，Peng Cheng介绍了韩华Azdel的轻型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
（LWRT）以及利用该材料的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潜力。

韩华Azdel获奖者参加颁奖仪式

在将于10月举行的韩华高新材料2018 Global Award颁奖典礼上，两位韩华
Azdel员工获奖。为韩华Azdel发展作出贡献的两位主人公是Mike Clay和
Justin Carwile。两位获奖者届时赴韩国参加颁奖典礼。

Hanwha Advanced Materials

Hanwha Advanced Materials

韩华Azdel

韩华Azdel

司，将为约600户家庭供应高输出功率的Q.PEAK DUO-G5太阳能组件，而
各户家庭可以次来节省10％到41％的电费。

该项目是伦敦市长3400万英镑的伦敦能源计划的一部分，旨在降低整个首
都的电费，而且还将通过“共享太阳能伦敦计划”在2030年前将太阳能光伏
装机量提高到1GW。
韩华Q CELLS英国销售负责人Sean Collier表示，通过此次项目，想让全世界
认识到户用光伏为既合理有稳定的能源。 

Solarcentury的“共享太阳能伦敦计划”项目经理Gary Watson表示，我们很
高兴赢得了这份备受追捧的合同。我们通过提供高效能Q.PEAK DUO-G5组
件，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越南

韩华生命保险（越南）有限公司举办“Love Hanwha，Love Your Car”活动 
进一步走近驾驶者

日前，韩华生命保险（越南）有限公司为了提升品牌知名度，举行了一场街头
活动“Love Hanwha，Love Your Car”。活动目的在于，在活动参与者的车辆
贴上贴纸，吸引大众的眼球。

在为期6个月的活动期间，韩华生命保险（越南）有限公司的员工和客户将
写有“I love Hanwha”贴纸贴在自己的车上，就能领取燃油补贴和特别礼
物。燃油补贴将根据驾驶者贴在有多显眼的地方来分等级补助。

不仅如此，将于10月举行由活动参与者参加的脸书摄影比赛。在公共场所

拍摄在车上贴好贴纸的图片，将它刊登在脸书上，然后把网站链接发给主办
方，就能有机会领取旅行包、枕头、雨伞等奖品。

到目前为止，已吸引约500名驾驶者参与，反响很大。越南是车流很多的国
家，是利用轿车进行品牌宣传的最佳地点。通过吸引大众眼球的汽车品牌宣
传活动，既可以提升品牌知名度，又能节省广告费的开支。

Hanwha Life

韩华生命保险（越南）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