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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华为未来做准备

全球韩华消息

韩华专栏

新闻资料

· 2019年新年贺词
· 与韩华共同迎接新年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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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韩华集团创始人玄岩金锺喜先生荣登韩国经营学会
  “企业家荣誉殿堂”
· 来自全世界的故事——Hanwha PR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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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新年贺词
韩华为未来做准备

世界各国的韩华大家庭成员们！

各位望着己亥年新年的第一轮太阳都许下了什么新年愿望？尽管我们迎接

新年的地点都不同，但开启新年新征程的感怀应该相差无几。祝大家新年

快乐，万事如意！

全世界已走出第四次工业革命，走向另一个工业革命时代，各家企业抢占

未来先机的竞争愈演愈烈。现在我们所经营的行业还能存续到何时，我们

谁也不敢保证。如今，在与我们毫无相干的领域掀起的变化，有可能一瞬

间如海啸般席卷我们的主力业务。

可以断言，未来十年将面临比我们所经历的过去任何时候更激烈的变化。

因此，我们要抱着未来十年会决定韩华能否成为“无限企业”的迫切心情，

认真对待“此时此刻”。

各位韩华人！

让各事业部门拓展具有竞争力的全球化项目。

早在2007年，我在泰国召开全球战略会议时，大力敦促要积极开拓海外市

场。如今，虽然取得了培养世界级企业的成果，但从集团整体来看，依然不

尽如人意。我们要推进在盈利的同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化经营，而

不是华而不实的鲁莽挑战。像过去有些公司那样，在力所不及的领域急于

求成，致使公司承担损失；由于对当地市场的理解不够，未取得任何实质

性成果等的错误经历不能被重蹈覆辙。今后我们要从过往的错误中汲取

教训，强化各家公司的全球化业务能力，经过前期周密的分析和准备，提

升海外事业的竞争力。

我上个月去越南参加了韩华Aerospace越南工厂启动仪式。继韩华生命保

险之后，韩华Techwin、韩华能源也相继进军越南市场，不断扩大集团业

务板块。越南作为集团的核心全球前沿基地，在此创造成功神话。

让我们全力以赴确保成为企业发展动力“新引擎”的超级人才。

以创新能力引领未来新事业的人才发挥愈加重要的作用。我们要大胆地

引进外部核心人才，让各家公司寻找更大的商机，打开发展的突破口。与

此同时，我们要更有体系地培养内部人才，构建与外部人员相互配合的合

作体系，从而实现人员深度融合的最大化。

集团将全面加强合规管理，使合规管理体系与国际接轨。

韩华的所有企业活动必须基于“讲信誉”的正道经营。这是我在经营企业

时最为重视的信念。不要从内部观点，而要从外部严格的合规管理视角看

待和评估企业内部活动。基于此，去年成立的韩华合规委员会将力争做好

合规管理的守护者，以更加严格的标准监管集团的透明性。我强力敦促要

将顾客、合作公司同样看待为我们的伙伴，坚守携手挑战、分享成功的“结

伴远行”价值。

各位韩华人！去年年底，韩国自主研发的运载火箭“Nuri号”试射成功，终

于向航天强国迈出了重要一步。韩华的尖端技术也在这一历史性瞬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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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作用，着实让我们感到自豪。希望韩华和韩华人的力量如此能为可持

续发展的未来做出贡献，造福于人类，带给国民希望与自豪感。

回首来看，韩华的历史既是充满挑战和困难，也是克服挑战和困难的历

史。让我们把在眼前掀起的这股“变化之风”转变为让我们飞得更高更远的

“飞跃之风”，携手朝向充满无限机会的未来勇敢去挑战。

祝愿韩华大家庭成员们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阖家幸福。谢谢！

韩华集团会长 金昇渊

二〇一九年一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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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华为未来做准备

与韩华共同迎接新年的到来

来自全球韩华人的新年祝福送到！
请各位欣赏从世界各地送来的新年祝福，
共同迎接2019年的到来！

新的一年会有哪些惊喜，让我们拭目以待！

点击这里观看视频 : 
https://www.hanwha.com/zh/newyear2019-worldwide

https://www.hanwha.com/zh/newyear2019-worldwide
https://www.hanwha.com/zh/newyear2019-worldwide
https://www.hanwha.com/zh/newyear2019-worldwide
https://www.hanwha.com/zh/newyear2019-worldw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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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韩国火药株式会社成立后，时隔30年，还成功进军了机械、石油化学、

能源领域。

韩华集团创始人玄岩金锺喜先生
荣登韩国经营学会“企业家荣誉殿堂”

韩华专栏

韩华集团创始人金锺喜先生于2018年12月，荣登由韩国经营学会主管运营

的“企业家荣誉殿堂”。金先生始终不渝坚持“献身于韩国经济发展，为国民

经济发展发挥领导作用”的经营理念获得认可。

金锺喜先生将一生献身于国家和社会。他坚信火药产业势必为祖国的未来

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使命感，于1952年成立了韩

华集团的母公司——韩国火药株式会社，那时他已是而立之年。

韩国火药株式会社在韩国釜山最早成立之后，将其经营范围扩展到整个韩

半岛。自从1955年收购仁川火药工厂以后，金锺喜先生继续为国内火药生

产倾注了全部的心血。之后，他凭借着火焰般的企业家精神，在韩国国内首

次成功开发炸药，因而获得了“金炸药（Dynamite Kim）”荣誉称号。

金锺喜先生始终不渝地坚持“要为大业献身，而不是为个人”信念。得益于

1969年韩华集团创始人金锺喜先生（中）为了成立京仁能源（现为韩华能源） 
与 Union Oil签署合同

为了给学生提供最高端设施和最高水平的教员而成立天安北一高中，
出席建校纪念仪式的韩华集团创始人玄岩金锺喜先生（右四）

除此之外，金锺喜先生还是优秀的民间外交使节。他深知国际关系的重要

性，作为韩美友好协会的董事展开活动，与美国的政治、财界人士构筑了广

泛的人际关系网。与此同时，为韩国与希腊之间外交关系的发展也起到了

积极的作用，曾于1986年担任过驻希腊名誉总领事。

金锺喜先生平时非常关心人才培养，为了帮助在家境极其贫寒的条件下艰

难求学的青少年，曾于1968年成立了白岩文化财团，以扩大精英培训机会。

1975年成立北一学院，1976年开办韩国国内最高水平的私立名牌高中——

北一高中，实现了办学培育人才的梦想。

在危机四伏和困难重重的时刻，金锺喜先生用自己的私人财产来支付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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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资，为保护个人投资者尽到社会责任。在他的信念引导之下，韩华集团

更上一层楼，发展成为了韩国10大企业之一，并登上了财富500强。

金锺喜先生于1981年逝世，但韩华集团继承了金先生的遗志。如今，韩华集

团发展成为拥有57000多员工的跨国企业，在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世

界500强排行榜上名列第244位，坚持实践集团的社会贡献理念--“结伴远

行”。

韩华集团不断地求创新谋发展，就目前而言，通过大规模植树造林项目、光

伏能源设备捐赠、医疗服务活动等，继承了1952年金锺喜先生留下的经营

哲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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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wha PROUD.
来自全球韩华的故事

韩华专栏

通过Hanwha PROUD.活动，遍布全世界的526名
员工分享了 作为韩华人感到自豪的瞬间。

尽管国家、文化和个人背景都不同，
但在韩华大家庭里同样感到自豪。

请各位关注12则 Hanwha PROUD.故事。

这是在2011年工厂全体员工悼念911恐怖袭击遇难者的照片。
近20年来，我能与员工同甘共苦，为之感到自豪。

 “结伴远行”是我最欣赏的韩华经营理念。得益于此，越南的很多弱势
群体得到了帮助。我为“努力工作，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这一韩华精
神感到自豪。

每当安装太阳能电池板、提高能效时，能够创造一个更光明的未来，
我为之感到最大的自豪。同事，能够在一个替代既有能源生产技术的
太阳能行业担当火车头的企业工作，我感到无比自豪。

我为与全球员工团结合作的韩华感到自豪。尽管我们各自的文化背
景不同，但在“讲信誉、行道义”的韩华精神下，我们都是一家人。

我们公司运动会主要是一些趣味的活动，这样人人都能参与，拔河，
韩式足球，各种接力赛等等一系列的项目，通过这运动会，我看到了
同事们之间的相互信任，集体荣誉感和强悍的团结力。

Tracy Eib
韩华机械美国公司

Nguyen Thi Thu Hien
韩华生命保险（越南）有限公司

Sydney Dähne
韩华Q CELLS GmbH

Laura Ilg
韩华高新材料（德国）有限公司

郭 郭涛
韩华化学（宁波）有限公司

我们团队证明了“开拓进取、无私奉献、诚实公正”的无限潜力。为了
成功推进“Laguna”项目，与韩华Q CELLS、韩华Q CELLS美国公司、
韩华能源、174 Power Global等韩华集团旗下子公司展开了合作，来
自三个国家的员工组成一个优秀的团队结出了果实。

Mitch Crowley
174 Power Global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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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幸运能够在现场目睹韩华Q CELLS在2018年美国国际太阳能展
（SPI）荣获一等展馆奖的瞬间。这让我提高了敬业度和工作热情，很
自豪能够成为韩华这一优秀企业的成员。

英国安防展（IFSEC）是英国安防行业最重要的展览会。我们以正直
热情的态度努力展现了我们的成果，很自豪能够参与到参展筹备工作
中。

Ian Cook
韩华Techwin欧洲公司

Matt Brinson
韩华Q CELLS America

韩华 Universal Bearings让我有机会成长为一名优秀的人、公司成员
和领导者。在公司的大力支持下，培养了我的发展潜力。我在韩华不
仅积累了工作经验，获得MBA学位，还与同事们结下了珍贵的缘分。
我永远为韩华感到自豪。

我从2013年开始在韩华建设伊拉克公司PC部门担任比斯马亚项目的
土木工程师。能够在工作现场提高对建筑的理解，学习韩国文化，身
为一名韩华人感到自豪。

大家好！我是向应聘者提供就业机会、安排初创企业培训课程和顾客
研讨会的培训师。非常感谢韩华能给我与优秀的同事和客户一起工
作的机会。

Brendon Gendel
Universal Bearings LLC

Mohammed Jehad 
Hussein
韩华建设伊拉克代表处

Lan Le Thi
韩华生命保险（越南）有限公司

在恪守核心价值和企业伦理的韩华工作，每天都感到自豪。能在互相
尊重、倾听员工意见的S&P工作4年，让我倍感自豪。

Arjun Rawat
S&P World Networks DM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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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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十周年客户答谢会圆满落幕

韩华化学(宁波)有限公司于12月22日在宁波南苑环球酒店举行了隆重的
客户答谢活动。本次答谢会旨在回顾公司十年来的峥嵘岁月，分享十年成
长经历和喜悦，并展望下一个十年的新征程。答谢会上，曾任韩华化学(宁
波)有限公司第一任董事长的金昌范代表理事向各位来宾致以了诚挚的感
谢，并发表了致辞。在答谢会之前，金代表理事一行还巡视了宁波工厂。

中国

Hanwha Advanced Materials

韩华化学（宁波）有限公司

除了“韩华愿望清单（Bucket List Plan）”新品发布会以外，从11月7日至
11日在印尼雅加达卡萨布兰卡购物中心举行了印尼法人成立5周年活动
“Fantastic Korea Festival”。

此次研讨会的主题为“Dream More，Do More and Achieve More”，承
载着韩华生命保险争取到2020年发展成为全球十大保险公司的意志。培
训结束后，还进行“韩华奔跑吧兄弟”团队建设活动，增进员工之间的感情
与凝聚力。

随着公司的2020年目标宣布，全体员工坚定了实现公司目标的意志。

韩华生命保险向印尼年轻消费者推出结合保险与旅游优惠的保险商品

2018年10月，韩华生命保险（印尼）有限公司为印尼年轻人推出提供意外
险和其他旅游优惠的新款储蓄型保险——“韩华愿望清单（Bucket List 
Plan）”。

韩华生命保险（印尼）有限公司的储蓄型保险产品是针对印尼千禧一代提
供最高3%利率和在韩国的韩华旗下商店和著名旅游胜地享受VIP待遇和
折扣优惠的产品。

韩华生命保险（印尼）有限公司争取到2020年跻身全球十大保险公司行
列

2018年10月19日，来自印尼全国各地的韩华生命保险（印尼）有限公司员
工汇聚兰卡玛雅R酒店，参加为期两天的研讨会。本次研讨会安排了韩华
生命保险总部派遣讲师的培训和总经理演讲。

印度尼西亚

Hanwha Life

Hanwha Life

韩华生命保险（印尼）有限公司

韩华生命保险（印尼）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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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

越南

韩国驻伊拉克大使考察韩华建设伊拉克施工现场

2018年12月30日，韩国驻伊拉克大使张璟旭和韩国外交代表团一行访问
位于巴格达郊外的比斯马亚新城项目（BNCP）现场，在韩华建设李元周
常务的陪同下，考察了新城建设项目的进展情况。

韩华不断加强韩国和伊拉克两国关系，深受伊拉克政府的关注。目前，
韩华为了重建城市，加大投入力度，提升当地的影响力。伊拉克新城项目
（BNCP）是在韩华的全力支持下进行的单笔建设项目，其规模为伊拉克
历史之最。伊拉克新城项目将为约60万伊拉克人提供安居的住房。

韩华建设李元周常务向张璟旭大使介绍了比斯马亚新城项目和混凝土构
件预制（Precast Concrete，PC）工艺，张璟旭大使还慰问了在18平方公
里工地工作的员工。

韩华生命保险（越南）有限公司建造第四个卫生服务站

在韩华生命保险（越南）有限公司的赞助下在越南茶荣建造的第四个卫生
服务站于2018年11月29日正式启用。该卫生服务站是在韩华生命保险（越
南）有限公司的24亿越南盾、茶荣社区委员会、韩国绿色雨伞儿童基金会
以及越南的ActionAid等支持下得以完工。

该卫生服务站由妇产科等共9间治疗室构成，为弱势群体提供安全、卫生
的治疗服务。

韩华生命保险（越南）有限公司开业9年来，为企业社会贡献活动投入约
220亿越南盾，在越南和平（Hoa Binh）、北干（Bac Can）地区建造了社区
卫生服务站。与此同时，向弱势群体发放了45677张健康保险卡，还帮助修
建160栋住宅和两所学校，为贫困地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除此之外，韩华

Hanwha Engineering&Construction

Hanwha Life

考察结束后，张璟旭大使向员工表示：“在这里看到了各位离乡背井从数
千公里外远道而来，为了重建城市而付出的热情。由于韩国和伊拉克历史
相似，因此韩华在伊拉克所走的这条路更具非凡意义。”

生命保险（越南）有限公司积极展开社区贡献活动，比如捐赠自行车、提
供奖学金等。

韩华生命保险（越南）有限公司白种国总经理在接受社区媒体采访时表
示，韩华生命保险（越南）有限公司积极展开企业社会贡献活动，同时努
力创造能让员工踊跃参与社区活动的更多机会。

韩华生命保险（越南）有限公司

韩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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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韩华新能源德国
太阳能组件市场稳居市场份额第一

新闻资料

· EuPD Research数据显示，韩华新能源2018年占据德国太阳能组件市场最大份额

· 通过专注于适用住宅和商业解决方案的高效组件实现市场领导力

· Q.PARTNER销售网络搭建促进销售额提升，同时通过赞助德国德甲足球俱乐部莱比锡红牛提升品牌知名度

· Wood Mackenzie的数据也证实了韩华新能源2018年第三季度在美国住宅市场的领导地位

· 韩华新能源首席执行官金熙喆 (Charles. Kim )先生表示：“凭借卓越的技术领先地位和质量竞争力，我们将继续加速

 韩华新能源的市场占有率，不仅是德国，延伸至整个欧洲。”

韩华新能源（Hanwha Q CELLS Co., Ltd.（纳斯达克股票代码：HQCL）”

韩华新能源”或者”公司”），全球最大的太阳能电池和组件制造商之一，今

天宣布2018年其在德国太阳能组件市场取得市场份额第一，根据EuPD 

Research题为2018/2019年全球光伏安装监测的调查，韩华新能源2018

年在德国太阳能市场较其他公司获得了最大的市场份额。

这一业绩是稳步瞄准德国高端太阳能市场的结果，德国市场坚持采用高

效太阳能组件，并专注于以客户为导向的产品组合。

随着德国转型加速，太阳能的影响力不断增强

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数据，德国的太阳能光伏发电量占2017年总发

电量的6.1％，而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到33.6％。根据Fraunhofer的研究，

2018年可再生能源超过煤炭成为了德国的主要能源，提供超过40％的电

力生产。此增长趋势有助于推动德国能源转型（能源转型的目标是到2030

年可再生能源份额达到65％）,这促使了对高效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 - 特

别是在住宅和工商业太阳能光伏市场。

同样，因为太阳能光伏发电比煤炭或天然气发电更经济，自我消费市场而

不是实际用电量也在逐渐扩大。 

韩华新能源凭借其高效、优质的太阳能组件和解决方案巩固了其市场主

导地位，该产品具有卓越的性能，可满足德国太阳能市场的高品质需求。

对高效率，高品质和客户服务的需求

多年来，韩华新能源基于公司独有的Q.ANTUM技术提供高效优质太阳能

组件，可提高其太阳能产品的功率输出和长期稳定性，同时满足典型德国

消费者的严格采购标准。Q.ANTUM基于钝化发射极及背面电池（PERC）

技术，并提供了许多额外的优势，使该技术优于传统的PERC技术。额外优

势包括高性能组件输出和长期稳定性，这得益于出色的抗PID（电势诱导

衰减），抗LID（光诱导衰减）和抗LeTID（光照和高温诱导衰减）性能。

在欧洲的许多国家，特别是在德国，韩华新能源成功推出了Q.HOME产

品，针对户用市场的系统能源解决方案，结合了家庭所必要的能源管理功

能，包括储能。 在工商业（C＆I）领域，韩华新能源提供了Q.FLAT安装解

决方案，有助于减少安装时间和成本，从而为工商业和部分住宅客户提供

便捷、经济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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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韩华新能源强劲的技术实力，公司以Q.PARTNER计划扩大销售网络，

为德国太阳能市场的拓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Q.PARTNER计划提

供各种协作服务，例如太阳能系统安装人员的在线/离线培训教育，并为

合作公司提供有见地的营销资料。 仅在德国地区，就有640家合作伙伴公

司加入了该计划，与韩华新能源紧密合作，积极响应客户的各类需求。 目

前，公司80％以上的欧洲住宅和工商业销售通过Q.PARTNER计划进行，预

计随着欧洲住宅和工商业市场的稳步增长，Q.PARTNER在重点聚焦欧洲

高端市场方面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韩华新能源通过可视化体育营销成为欧洲消费者熟悉的品牌。 去年9月，

韩华新能源与德国德甲联赛领先的足球俱乐部莱比锡红牛签署了合作伙

伴延期协议。 根据协议内容，韩华新能源保留其现有权利，如在球门旁边

的CAM地毯，球场周围的LED围板，以及专有的球队长椅上做广告。 此

外，每逢莱比锡红牛主场比赛开始时，公司会获得额外权利，在著名的EA 

Sports出品的体育系列游戏FIFA《FIFA 19版》上推广Q CELLS品牌。

韩华新能源首席执行官金熙喆(Charles. Kim )先生表示：“在德国欧洲这

个主要市场获得最高的市场份额再次证明了韩华新能源强大的品牌影响

力。凭借卓越的技术领先地位和质量竞争力，我们将继续加速韩华新能源

的市场占有率，不仅仅是德国，延伸至整个欧洲。“

同时，根据全球能源咨询公司Wood Mackenzie Power & Renewables

于2018年12月发布的美国光伏排行榜报告，韩华新能源2018年第三季度

在美国住宅太阳能市场上取得了最大的市场份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