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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华新闻

2019年2月Hanwha

韩华的企业理念与核心价值观

全球韩华消息

新闻资料

太阳能源，开辟新的道路

韩华的“开拓进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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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华参加达沃斯论坛积极探索走向“无限企业”之路

· 韩华能源获美国夏威夷大规模光伏储能电站订单
· 韩华新能源连续六年荣获EuPD Research授予的“顶级光
  伏品牌”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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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拘泥于现行的框架，通过变化和革新追求最好
将开拓进取的目标定为力争“最好”。为了成为行业的第一人，需要持之以恒地努力。

开拓进取的方法要通过变化和革新来实现。

变化和革新的开端始于公司成员积极的自我开发，

我们对这种努力将不惜一切给予全力支持。为实现共同的目标，

个人的力量需通过开放的思维凝聚在一起，体现为创意性的开拓进取。

开拓进取必须要保持积极向上和充满活力的心态。

沿袭过去的老习惯，只知道认真努力是不完整的开拓进取。

畏惧失败，逃避风险的消极姿态也是开拓进取最大的障碍。

韩华的“开拓进取”精神
韩华的企业理念与核心价值观

韩华由不同背景、不同专业的人员所构成。但全体人员都朝着韩华共同的目标阔步前进。

开拓进取、无私奉献、诚实公正，在这三大核心价值旗帜下，韩华人彼此取长补短，协力合作，朝着共同的目标前进。

韩华集团会长

金昇渊

以坚定的步伐，无畏困难，迎接挑战

 “韩华不安于现状，优化升级结构，提升一流韩华的未来竞争力。”

韩华在瞬息万变的时代浪潮中，着力顺应市场和消费者需求，取得了划时代的发展。

在数十年的历史长河中，开拓进取的精神依然熠熠生辉。

韩华将不断探索，追求创新，力争成为当之无愧的未来领袖。

www.hanwha.com/zh/chairmanmessage2019

韩华建设比斯马亚新城开发项目

韩华建设比斯马亚新城建设项目是伊拉克第一个
也是最大的新城开发项目，合同总金额高达101亿
美元，预计容纳约60万人。
由8个城区、59个街区、834幢楼构成的超大型新
城预计在2019年亮相。

韩华开拓进取，争创佳绩
韩华在各行各业始终朝着更高的目标迈进。
从在战争废墟上重建国家到把火箭成功送入太空，韩华本着领先世界一步的开拓进取精神，为新的历史时期拉开序幕。

www.hanwha.com/zh/bismayahcity

http://www.hanwha.com/zh/chairmanmessage2019
http://www.hanwha.com/zh/bismayah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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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航天运载器（KSLV）项目

韩华与韩国航空航天研究院测试用于将自主研制
的韩国型运载火箭KSLV-II送入低轨道的发动机。
韩国计划于2021年发射Nuri号（KSLV-II），而韩
国航空航天研究院目前正在进行用于该火箭的零
部件开发与试验。Nuri号可将1500公斤的最大有
效载荷送到轨道，比罗老号体积更大、更精致，
一级火箭就需要4台75吨发动机。

www.hanwha.com/zh/kslvproject

韩华人开拓进取的脚步永不停歇

 “我们不断求新求变，始终追求最好。”

韩华人不安于现状，不断求新求变，践行“开拓进取”精神。

 “开拓进取”的行动原则:
· 为了达到自己领域的一流水平，积极地进行自我开发。
· 充分运用开放的思考与创意，寻找新的方案和机会。
· 坚信我能做到，设定富有挑战性的目标并努力达成。

让我们看看践行开拓进取精神的韩华人！ www.hanwha.com/zh/lifeathanwha

韩华全体员工秉承韩华精神，迎接挑战，奋勇前行！面向美好未来的坚定步伐永不停歇！

 “在(株)韩华/机械 美国法人 
享受挑战成功的喜悦。”

David Folz 
Hanwha Machinery America, U.S.A

 “我挑战精神十足， 勇于开创未来。”

Lin Jiaji 
Hanwha Q CELLS China

http://www.hanwha.com/zh/kslvproject
http://www.hanwha.com/zh/lifeathanwha
http://www.hanwha.com/zh/lifeathanwha
http://www.hanwha.com/zh/lifeathanw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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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华参加达沃斯论坛
积极探索走向“无限企业”之路

新闻资料

· 韩华Q CELLS首席商务官金东官、韩华生命保险首席创新官金东元、韩华Aerospace代表理事申铉宇、韩华资产运用

代表理事金容铉等高管参加分论坛与50多场商务会议

· 韩华从2010年开始连续十年参加达沃斯论坛，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谋求韩华集团提升全球竞争力的方案

· 在达沃斯各处大力宣传“韩华”与“韩国”品牌

韩华集团从2010年开始连续十年参加达沃斯论坛。在本届论坛上，为了让

韩华集团抢占未来先机，进而发展成为“无限企业”，积极探索转型的方向。

2019达沃斯论坛从1月22日起在瑞士召开，韩华Q CELLS首席商务官金东

官、韩华生命保险创新官金东元、韩华Aerospace代表理事申铉宇、韩华资

产运用代表理事金容铉等高管参加论坛。

韩华集团参加以“第四次工业革命”为主题的达沃斯论坛的重要分论坛及研

讨会议，围绕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全球经济格局转变方向，展开了深入的

探讨交流。

不仅如此，还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政治和经济界全球领袖举行50多场商务会

议，面对革命性变化的时代，积极探索了韩华集团提升国际化业务能力，进

而发展成为“无限企业”的思路和方法。

在达沃斯论坛期间，韩华集团还在当地大力推广了“韩华”与“韩国”品牌。

韩华集团包场达沃斯论坛主会场Congress Center（会议中心）附近的康坎迪亚酒店，
在酒店外墙悬挂“HANWHA”横幅，并在进入达沃斯的道路入口处大屏幕上播放了韩华广告视频

1月22日，韩华集团通过全球著名财经媒体《金融时报》打出广告，向全市

介绍了韩华开展绿色能源事业，为缓解气候变化和能源贫困问题而做出不

懈努力的形象。与此同时，还包场达沃斯论坛主会场Congress Center（会

议中心）附近的康坎迪亚酒店，在酒店外墙悬挂“HANWHA”横幅，并在进

入达沃斯的道路入口处大屏幕上播放了韩华广告视频。举办商务会谈时，

向会议对方赠送了用韩国传统包袱布包裹韩华集团宣传手册、将韩华集团

的主要事业形象化的书签和钢笔等的纪念礼品。韩华集团在康坎迪亚酒店

的会议室和餐厅与国际重要人士会晤时，准备由韩华旗下酒店——首尔广

场酒店（The PLAZA）厨师亲手烹饪的鲍鱼参鸡汤等12种韩式料理与茶点，

为向全世界传播韩国饮食文化做出了贡献。

韩华Q CELLS首席商务官金东官探索光伏发电业务推广及发展方案

韩华Q CELLS首席商务官金东官会见比利时国王、马来西亚贸工部部长等

来自世界各地的政界人士以及能源相关企业人士，就光伏能源等可再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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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推广与发展方向进行了深入交流。

1月22日，金东官首席商务官会见比利时国王菲利普（H.M. King Philippe）

和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部长达勒雷京（Darell Leiking），24日下午，

会见越南工业和贸易部部长陈俊英（Tran Tuan Anh）。

比利时计划到2025年前全面退出核电，到2030年将可再生能源比例提高

到20%。金东官首席商务官在与比利时国王菲利普的会谈中，就欧洲可再

生能源的市场走向和减缓全球气候变暖等国际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交

流。

在先后与马来西亚贸工部部长达勒雷京(Darell Leiking)、越南工贸部部长

陈俊英（Tran Tuan Anh）举行会晤时，就在东南亚地区推广光伏业务探讨

了合作方案。

1月22日，韩华Q CELLS首席商务官金东官会见德国能源区块链开发公司

Grid Singularity首席运营官Ana Trobovich。双方在会谈中，就利用IT技术

和区块链应对未来能源及电力市场转型等事宜交换了意见，并探讨了韩华

Q CELLS作为可再生能源的领跑者要扮演的角色。

韩华生命保险创新官金东元探索海外投资及创新战略

韩华生命保险创新官金东元自2018年12月起负责韩华生命保险公司的海外

1月22日，韩华Q CELLS首席商务官金东官（右）在达沃斯论坛期间，会见比利时国王菲利
普（左），就欧洲可再生能源的市场走向和减缓全球气候变暖等国际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
入的交流

1月23日，韩华生命保险创新官金东元（左二）在达沃斯论坛期间， 与向东南亚初创企业
进行投资的风投基金B Capital的创始人拉吉·甘古利进行了会谈

1月23日，韩华Q CELLS首席商务官金东官（左）、韩华生命保险创新官金东元（右）在达
沃斯论坛上与新加坡经济发展局主席马宣仁会晤，双方就企业的使命在于创造可持续经
济发展达成了共识

业务和未来创新业务，在本次论坛探索了关于海外投资及数字化创新战略

的全球发展新趋势。他还与正在开发创新技术及数字化技术的企业举行了

会议。

1月23日，韩华生命保险创新官金东元与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

（BlackRock）首席行政官劳伦斯·芬克(Laurence D. Fink)会面，双方就美

国特朗普政府的经济政策对全球资产管理领域所带来的影响展开了深入

的讨论，并对全球经济未来走势交换了意见。

当天还与向东南亚初创企业进行投资的风投基金B Capital的创始人拉吉·

甘古利（Raj Ganguly）进行了会谈。

随后会见新加坡经济发展局（EDB）主席马宣仁（Beh Swan Gin）,就对需要

创新的新加坡企业进行投资的方案交换了意见。双方就企业的使命在于创

造可持续经济发展达成了共识。会谈时，韩华Q CELLS首席商务官金东官

也陪同出席。

韩华Aerospace: 摸索走向全球航空发动机公司之路

韩华资产运用：探寻金融产业的国际趋势和投资战略

韩华Aerospace代表理事申铉宇出席波音、空中客车、洛克希德·马丁等世

界著名航空制造商参与的分论坛，与航空产业相关公司举行商务会议，摸

索了全球航空产业转型方向，以及将韩华Aerospace发展成为全球航空发

动机公司的战略思路。

韩 华 资 产 运 用 代 表 理 事 金 容 铉 也 相 继 与 霸 菱（B a r i n g s）、黑 石

（Blackstone）等世界著名资产管理公司开展了商务会议。不仅如此，还参

加由黑石集团、苏黎世保险等世界级金融机构的最高管理者以“不平衡全球

化时代的金融产业角色”为主题交流的分论坛，在了解全球金融产业发展

趋势的同时，集中力量探寻了未来的投资战略方向。

韩华集团在达沃斯论坛紧跟全球变革浪潮

韩华集团于2010年首次参加达沃斯论坛。当时，韩华Q CELLS首席商务官

金东官陪同韩华集团会长金昇渊首次参加达沃斯论坛，如今已过去了十

年。

有评价称，韩华通过达沃斯论坛，与世界著名企业高管和重量级人物开展

交流，紧跟全球变革浪潮，而这一系列活动为韩华Q CELLS引领全球市场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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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2012年达沃斯论坛上，金东官首席商务官为响应达沃斯市与世界经济论

坛倡导“绿色增长”的环保理念，表示了捐赠光伏系统的意愿。2013年12月，

完成了在达沃斯会议中心屋顶安装280千瓦（KW）规模太阳能发电系统的

项目。

2013年，金东官首席商务官被选为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青年领袖”。

“全球青年领袖”是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组织的重要奖项，每年在全世界的

经济、学术、政治等领域评选出40岁以下的杰出人物。

金东官首席商务官还踊跃参与达沃斯论坛的官方论坛。自2014年起至今，

以讨论嘉宾为身份受邀出席与能源相关的分论坛，为可再生能源的未来

发展提出建议。值得一提的是，从2016年到2018年连续三年与全球绿色

发展署（Global Green Growth Institute，简称GGGI）联合举办探讨全球

能源政策的论坛。全球绿色发展署是最积极支持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的国际机构。

韩华生命保险首席创新官金东元继2016年和2017年之后，今年第三次出席

达沃斯论坛。在前两次论坛上，金东元首席创新官探索了科技金融与金融

行业的新秩序。通过与青年创客的会议，努力寻找亚洲未来发展动力、韩国

初创企业的培育及走出去战略。

金东元首席创新官于2016年被素有“亚洲达沃斯论坛”之称的博鳌亚洲论坛

上入选青年领袖，以正式嘉宾受邀出席青年领袖圆桌会议。



7

韩华能源获美国夏威夷大规模光伏储能电站订单
太阳能源，开辟新的道路

· 光伏装机容量52MW、储能系统电池容量208MWh，是迄今韩国企业海外订单中储能容量最大的单笔合同

韩华能源（代表理事柳斗馨）中标美国夏威夷电力公司（Hawaiian Electric 

Company，HECO）的光伏+储能发电站建设及经营项目，将建造装机容量

52MW、储能容量208MWh的光伏发电站。

韩华能源将在美国夏威夷瓦胡岛兴建52MW光伏发电+208MWh储能系

统的发电站，拥有20年的经营权。这一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整体规模包括

项目开发费用和建设费用，约达1.4亿美元。

韩华此次在新能源产业发展蓬勃的美国市场所签订单是迄今韩国企业海外

订单中储能容量最大的单笔合同，因此意义非凡。

韩华能源去年2月向夏威夷电力公司递交关于购电协议（Power Purchase 

Agreement，简称PPA）的投标申请书，经招标程序中标后，正式签订了购

电协议。

此次共有7家公司入围中标候选单位，包括全球最大的独立电力公司——

美国爱依斯电力公司（AES）等多家世界级储能系统供应商。由此证明了韩

华能源作为储能领域的强者，不仅在韩国市场，在海外市场也获得认可。

韩华能源代表理事柳斗馨表示，“光伏+储能”是引领未来能源产业的创新

技术，韩华能源将迅速应用这项新技术，力争在韩国乃至全世界成为能源

领域的领跑者。

韩华能源旗下子公司174Power Global负责该项目的开发、筹资、发电站运

营等光伏发电项目整体工作。174Power Global在北美光伏市场逐渐成为

行业佼佼者，购电协议累计订单1吉瓦、项目开发累计订单约9吉瓦。

韩华能源计划争取到2020年确保10吉瓦以上，发展成为全球第一光伏发

电公司，同时致力于成为提供光伏电站运营维护和储能解决方案服务的综

合能源专业公司。

夏威夷光伏+储能电站概况

· 项目名称 : Hoohana项目

· 项目地点 : 美国夏威夷瓦胡岛

· 发包单位 : 夏威夷电力公司（HECO），由韩华经营20年

· 项目规模 : 光伏电站52MWac/67MWdc + 储能容量208MWh

· 项目计划 : 2021年底竣工及投入商业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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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华新能源连续六年荣获EuPD Research
授予的“顶级光伏品牌”荣誉

太阳能源，开辟新的道路

韩华新能源（Hanwha Q CELLS Co., Ltd.以及Hanwha Q CELLS & 

Advanced Materials Corporation的统称），全球最大的太阳能电池和组

件制造商之一，近日确认被国际公认的研究机构EuPD Research授予“顶级

光伏品牌”荣誉。该荣誉标志着韩华新能源连续六年被评为欧洲领先的太

阳能品牌之一，同时也是连续四年在澳大利亚获此殊荣。

EuPD Research顶级光伏品牌奖项评选依据全球光伏安装监测（Global 

PV InstallerMonitor）调查，该调查汇集了来自主要太阳能市场的太阳能

安装商意见。 韩华新能源在德国、瑞士、奥地利、意大利、法国、荷兰、英

国和比利时等欧洲国家荣获2019年顶级光伏品牌。因此，凭借提供卓越产

品和服务质量，韩华新能源被评为在欧洲太阳能市场中的主流活跃品牌。

在欧洲之外，澳大利亚安装人员再次认可了我公司的品牌实力和持久吸引

力。

六连胜的成就验证了韩华新能源对质量的承诺

韩华新能源第六次荣获EuPD Research颁发的顶级光伏品牌殊荣，作为

欧洲最值得信赖和最受尊敬的太阳能公司之一，进一步巩固了其美誉度。 

EuPD Research全球光伏安装监测调查了每个国家的100多名安装人员

（比利时有75家），并被公认是一种准确而独立的方法，在这些竞争市场中

用以评估哪些太阳能公司始终能赢得安装人员的信赖。

这些来自太阳能行业核心企业的反馈对终端用户而言至关重要，因为它不

仅重视品牌实力，还重视品牌声誉和产品质量。连续六年获得顶级光伏品

牌，韩华新能源在质量和服务方面验证了在行业内无与伦比的始终如一。

该荣誉紧随EuPD Research之前披露的数据，证实韩华新能源是2018年德

国排名第一的太阳能组件供应商，而德国仍然是欧洲最大的太阳能市场。

EuPD Research首席执行官Mark A. W. Hoehner表示：“在过去几年中，只

有少数公司能够始终如一地达到‘顶级光伏品牌’的地位。 近十年来，我们

锁定这些顶级品牌，使安装人员和终端用户能够将最可持续和最可靠的合

作伙伴与其他区分开来，这样的标准是欧洲采购决策的主要驱动因素。”

韩华新能源首席执行官金熙喆 (Charles. Kim )先生补充道：“再次获得此项

殊荣令人鼓舞振奋！欧洲和澳大利亚的太阳能安装商对产品的质量和服务

有更高的要求， 我们很高兴能一如既往地满足他们的需求并超越他们的

期望。我们已经成为欧洲许多重要市场的市场领导者，EuPD Research的

再度认可无疑将推动韩华新能源继续努力增加在整个欧洲市场的占有力。”

再获荣誉提升韩华新能源不断增长的品牌美誉度

顶级光伏品牌2019 奖项记入过去一年中韩华新能源获得越来越多的荣誉

和奖项的清单。这一荣誉的获得再次验证了公司致力于生产高质量产品、

尖端技术和卓越服务的承诺。

· 韩华新能源连续六年被评为欧洲光伏顶级品牌，连续四年被评为澳大利亚光伏顶级品牌

· 奖项评选综合参与安装人员的建议，以公司卓越的产品质量，服务和美誉为基础授予

· 韩华新能源首席执行官金熙喆 (Charles. Kim )先生表示：“再次获得此项殊荣令人鼓舞振奋！欧洲和澳大利亚的太阳能

 安装商对产品的质量和服务有更高的要求， 我们很高兴能一如既往地满足他们的需求并超越他们的期望。”

· 在去年5月发布的最新DNV GL光伏组件可靠性记分卡中，韩华新能

  源被评为“2018年最佳性能奖”。

· 韩华新能源的Q.PEAK DUO-G5半切电池组件去年6月在慕尼黑获得

  2018 Intersolar光伏大奖。

· 创新的Q.Flat-G5屋顶安装系统在去年9月荣获了Solar+Power最佳

  BOS创新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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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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举行2019年迎新晚会

1月25日晚上，韩华化学(宁波)有限公司在大榭国际大酒店隆重举行了
2019年迎新晚会。全体员工欢聚一堂，在精彩的节目表演中共同迎接新的
一年。晚会现场还表彰了8名T/A优秀员工，对他们在大修期间的优秀工作
表现予以肯定。

韩华高新材料北京法人新年新景象

韩华高新材料北京法人从2019年开始新增加了一项活动。 在上午或者下
午的工作间隙，抽出10分钟左右的时间一起做广播体操。广播体操是中国
一项延续多年的，适合全民的运动健身方式。 中国的中小学生在每天课间
的时候都会聚在操场，一起做广播体操。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让大脑在得到
充分休息的同时让肌肉也可以得到放松。

中国

Hanwha Chemical

Hanwha Chemical

韩华化学（宁波）有限公司

韩华高新材料（北京）有限公司

韩华高新材料（北京）有限公司

韩华化学(宁波)有限公司十周年客户答谢会圆满落幕

2019年1月，韩华Techwin参加2019年阿联酋迪拜安防消防劳保展会
（INTERSEC），展现了全球顶级安防解决方案供应商的地位。韩华
Techwin展出多种系列产品，通过现场演示证明了公司具备足够的能力满
足全球安防行业需求。

INTERSEC是全球最大的安防展会之一，共有1300多家企业参展，为来自
全球各地的客户展现自己的实力。

韩华Techwin在展区的正面和中央区展示了AI安防解决方案，该产品能够
在交通流量较大的地区自动识别和追踪人和事物，具有较高的准确度，可

韩国

Hanwha Techwin

因为长时间的端坐在电脑前工作会使人的身体及大脑产生疲惫感，工作效
率也会降低。为了缓解工作的疲惫感，提高大家工作的兴致和工作效率， 
北京法人借鉴中国学校的做法，从2019年开始在工作之余集体做广播体
操。通过这样的集体运动方式让员工的身体得到锻炼，对韩华也更有归属
感，在新的一年可以更团结一心的去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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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视频 (https://youtu.be/bTLbNLNomJQ)  >

完全满足对自动化和高效率的市场要求。

此外，还专为互联网基础设施薄弱的中东地区展示了防尘住房、自动防尘
器、远程监控等技术，赢得了参观者的极大关注。

韩华Techwin有关人士表示：“INTERSEC是一年中最早举办的国际视频安

防展览会，对相关行业具有重要意义。除在展览会上介绍的产品及解决方
案之外，将对视频安防行业的最新热点——网络安防、AI解决方案持续
进行研发投入。”

墨西哥

越南

与墨西哥学生分享“韩华故事”

2018年11月16日，韩华高新材料（墨西哥）有限公司质量经理Jang 
Sungbae应特拉斯卡拉大学的邀请，在商务和外贸会议中心为在校生发
表了演讲。

Jang Sungbae向100名学生以“韩国文化的成功案例”为主题介绍了从中
小企业发展成为大企业的韩华发展历程，以及从战争废墟中发展成为经
济强国的韩国发展史。

韩华Techwin新工厂正式启用

坐落在越南北宁省桂武工业区的韩华Techwin新工厂正式投入生产。公司
计划通过该工厂强化全球生产能力，降低生产成本，改善区域物流体系，从
而不断加强与东南亚客户的商务关系。

2017年4月，越南政府为吸引韩华等跨国企业对越南境内进行投资而放宽了
投资限制。在此背景下，韩华Techwin决定了投入1亿美元建造新厂的计划。

韩华Techwin欧洲公司代表表示，现在公司迎来了非常重要的时刻，期待新
工厂及新员工做出重要贡献，让公司在不断发展的市场中具备竞争力。

Hanwha Advanced Materials

Hanwha Techwin

他表示：“非常高兴能有机会向学生们介绍韩华的发展给韩国历史带来的
影响，希望此次演讲有助于墨西哥人增进对韩国的认识。”

韩华Techwin越南

韩华高新材料（墨西哥）有限公司

https://youtu.be/bTLbNLNomJ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