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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华的企业理念与核心价值观

全球韩华消息

新闻资料

· 韩华核心价值——“无私奉献”
· Meet the team：韩华Q CELLS Tino Wieczorek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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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华生命保险荣获《财资》“AAA地区奖”2018年度最佳资
本债券发行类保险公司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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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与公司、顾客、同事的缘分，为更大目标全力以赴
如今，韩华的成功与发展是无数人奉献造就的结果。每位成员付出的努力都成为克服困难时

期的原动力。我们要继续传承和发扬这种奉献的力量。当我们所有人都能够珍视尊重别人，

并坚持以人为本时，韩华将会蒸蒸日上。

无私奉献是从我们韩华珍藏的共同体价值中孕育出来的，是以相互信任为基础，将自我牺

牲、同事关怀、和谐团结等韩华文化打造成的，是不同于其他企业的优秀传统。

珍视以韩华的名义结下的所有缘分，这种珍惜激发奉献。与此同时，无私奉献不仅局限在维

持和加深已结成的缘分上，而是公司、同事和顾客，都要培养的价值所在。

韩华核心价值——“无私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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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华集团创始人

玄岩金锺喜先生

为大义无私奉献

 “切勿忘记要让公司的业务为国家和社会发展做贡献。”

金锺喜先生始终不渝地坚持“要为大业献身，而不是为个人”的信念。

金锺喜先生身为一名企业家，致力于发展韩华集团，为战后帮助国家重建家园不遗余力地付

出了心血与汗水。

在他的领导下，韩华引进了振兴国家经济所需的新兴产业，从而使韩国找到立足之地，成为

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如今，韩华依然秉承金锺喜先生的理念，以无私奉献的精神回馈全世界。

www.hanwha.com/zh/hanwhafoundersmessage

韩华Aerospace：
世界航空发动机制造巨头所信赖的合作伙伴

韩华Aerospace大幅提高研发与生产能力，大力投入推动航
空发动机技术的发展。得益于此，与全球知名航空发动机公
司建立和维持了稳定可靠的合作关系。

韩华无私奉献的精神
韩华凭借满足客户需求、与合作伙伴的共赢合作，以及社会贡献活动，始终全力以赴谋发展、铸辉煌、共分享。

www.hanwha.com/zh/aerospace-dedication

http://www.hanwha.com/zh/hanwhafoundersmessage
http://www.hanwha.com/zh/aerospace-ded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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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论坛 (WEF) 喜获ISO 20121:2012认证韩华Q CELLS捐赠太阳

能电池组件

顺应全球绿色发展倡议，韩华利用太阳能，为全世界降低对化石燃料的
依存度、减少碳排放而做出贡献。

韩华为达沃斯会议中心捐赠太阳能电池板，向每年前往瑞士达沃斯参加
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领导推广太阳能产业的发展可能性。

www.hanwha.com/zh/worldeconomicforum-dedication

韩华生命保险（越南）有限公司通过企业社会责任，向当地弱
势群体送上了一片希望

韩华化学(宁波)有限公司金东锡董事长获2018年宁波市茶花奖

韩华生命保险（越南）有限公司关注和支持社区发展。为数千名社会
弱势群体发放健保卡，为低收入家庭儿童捐赠自行车用于上下学，成
立慈善机构等，正开展多种社会贡献活动。

www.hanwha.com/zh/hanwhalifevietnam-dedication

韩华化学为加强社区建设、建立社区与企业的合作关系而做出的功劳
得到认可，获得中国宁波市政府授予的表彰。

www.hanwha.com/zh/hanwhachemicalningbo-dedication

韩华人不忘无私奉献的精神

 “我们为公司、顾客和同事做贡献，朝着更大目标前进。”

得益于韩华人的无私奉献，韩华克服了诸多困难和挑战。
让我们全力以赴继续发扬无私奉献的精神！

韩华致力于在越南和中国等地开展公益活动，积极为社会做贡献。全世界的韩华人应基于这一价值观，遵循以下原则。

 “无私奉献”的行动原则:
· 以集体为先，把集体目标放在第一位。
· 珍惜对顾客的承诺，为达到顾客满足做出不懈努力。
· 以命运共同体为前提进行协作，相信彼此的能力。

看看韩华人如何体现无私奉献的价值。

http://www.hanwha.com/zh/worldeconomicforum-dedication
https://www.hanwha.com/zh/news_and_media/newsletter/hanwha-worldwide/april-2017.html#jsGReportsLayer04
https://www.hanwha.com/zh/news_and_media/newsletter/hanwha-worldwide/december-2018.html#jsGReportsLayer00
https://www.hanwha.com/zh/news_and_media/newsletter/hanwha-worldwide/april-2017.html#jsGReportsLayer04
https://www.hanwha.com/zh/news_and_media/newsletter/hanwha-worldwide/december-2018.html#jsGReportsLayer00
https://www.hanwha.com/zh/news_and_media/newsletter/hanwha-worldwide/april-2017.html#jsGReportsLayer04
https://www.hanwha.com/zh/news_and_media/newsletter/hanwha-worldwide/december-2018.html#jsGReportsLayer00
https://www.hanwha.com/zh/news_and_media/newsletter/hanwha-worldwide/april-2017.html#jsGReportsLayer04
https://www.hanwha.com/zh/news_and_media/newsletter/hanwha-worldwide/december-2018.html#jsGReportsLayer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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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华Q CELLS Tino Wieczorek访谈
Meet the team

Tino Wieczorek于2005年在德国读完大学后加入了韩华Q CELLS，是一名资深员工。他从韩华Q CELLS成立初期开

始，参与了生产线扩建与自动化系统建设、马来西亚工厂建设等重要项目。

Tino目前在韩华Q CELLS的韩国重要生产设施担任team长，负责设备维修及工程工作。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回顾他与韩

华一路走来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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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no曾经工作的韩华Q CELLS德国塔尔海姆总部

在镇川工厂生产线工作的Tino

Q1. 请自我介绍一下。

Q2. 怎么加入韩华Q CELLS的？

Q3. 怎么在镇川工厂工作的？

Q4. 来韩国之前，在韩华Q CELLS都做了哪些工作？

Q5. 请介绍一下产品跟踪系统。

Q6. 在电池片设备技术部门具体做哪些工作？

Q7. 韩华Q CELLS的技术优势是什么?

大家好！我叫Tino Wieczorek，目前在韩华Q CELLS电池片设备技术team
担任team长。2005年加入韩华Q CELLS时负责的是测量仪器与光学设备，
在韩华工作快15年了。

其实，我当初没有打算加入韩华Q CELLS，但韩华Q CELLS在德国发展非
常快，太阳能又是个新兴产业，所以我决定去应聘了。当时恰好韩华Q 
CELLS在德国新建了工厂，生产线需要懂自动光学检测系统的人，而我正好
是读这个专业的，于是应聘韩华Q CELLS，开始了工程师的职业生涯。

我原本是在韩华Q CELLS德国工厂工作，2002年派驻马来西亚。在马来西
亚工作五年后，公司向我提出了在韩国工作的机会。当时韩华Q CELLS刚
刚在镇川建了一家新工厂。总之，我已经帮助了两家工厂成功投入运营。

在德国，我们的主要业务是扩建工厂规模，三年内建设了6条生产线，而且
每推进一个项目，提高了设备与产品的效率。在进行最后一个项目即建设
第六条生产线时，还推进了马来西亚工厂的设备标准化工作。我们在进行
设备“半标准化”项目的同时，开发了MES和产品跟踪系统。值得一提的
是，产品跟踪系统在韩华Q CELLS首次引进后，成为了光伏行业的标准。

*生产线：在生产工艺将原材料和零部件进行加工和组装，直至做出制品的一个流程。

*制造企业生产过程执行系统（MES，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tem）

最新产品跟踪系统能让工程师和我轻松检查设备、掌握零件的寿命、监控
不良率或分析缺陷。这些功能有助于我们部门的员工发展成为优秀的工程
师。韩华Q CELLS是唯一使用跟踪系统的光伏领跑企业，这使我们拥有了
更大的市场竞争优势。

电池片设备技术部门是除生产部门以外在制造与生产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的
部门。尤其是在质量方面，为实现韩华Q CELLS全球生产KPI目标做出重要
贡献。在具备超强研发组织的韩华Q CELLS，我们部门开发和升级更新制
造生产设备，以确保研发部门所开发的新技术得到成功应用。如果要采用
新技术，我们就会开发满足新技术要求，具备效率、可靠性和功能性的新
的设备。

我认为韩华Q CELLS的优势在于“自动化”系统，包括智能工厂，以及韩

https://www.hanwha.com/en/newyear2019-worldwide
http://www.hanwha.com/zh/meettheteam
http://www.hanwha.com/zh/meettheteam
http://www.hanwha.com/zh/meetthe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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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8. 介绍一下在韩华Q CELLS工作时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

Q9. 请用一句话来表达一下你心中抱有的烟火。

国和德国研发团队持续开发的新技术。

智能工厂基本上是基于信息技术的制造设施。智能工厂利用大量积累的数
据，以最有效的方式运用新技术。

我们的电池片设施每天产生大量数据，利用收集到的信息创建高效的自动
化系统是一项挑战。就韩国工厂而言，需要用比竞争对手较少的人力来创
造高效率的流程。

自动化系统可提高生产效率，再加上我们的质量管理和维修保养，生产出
全世界公认的高质量光伏组件。

我在韩华Q CELLS工作的14年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事情之一是在德国公
司上班的第一天，我们称之为“Q Day”，也是接触韩华Q CELLS企业文化
的第一天。在Q Day活动中认识到韩华Q CELLS具代表性的文化即“我们都
是一家人”。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和同事与CEO交谈，感受到重视实利
而非上下级关系的组织文化。

第二个印象深刻的是马来西亚工厂的Ramp-up期，即生产车间从第一次
启动设备到进入稳定运行的那段时间。马来西亚工厂的ramp-up期虽然较
短，但它使韩华Q CELLS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光伏制造商。

当然，我还记得在韩国成功扩建镇川第一工厂和第二工厂的时候。

我的烟火是“追求完美的卓越”。完美是没有缺陷的，在太阳能电池
生产现场追求完美就是我心中的烟火。而且卓越制造（Manufacturing 
excellence）又是韩华Q CELLS的口号。其实，很多人认为完美的质量需要
高水平的技术实力。但完美不在于技术而在于习惯，在于我们高效完成工
作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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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华生命保险荣获《财资》“AAA地区奖”
2018年度最佳资本债券发行类保险公司奖

新闻资料

· 在韩国保险公司中发行规模最大，2008年以后在亚洲地区的发行利差最低

韩华生命保险在每年由国际著名资产管理及投资杂志《财资》（The 

Asset）举办的“AAA地区奖”荣获亚洲最佳债券发行机构。《财资》高度评

价韩华生命保险于2018年4月发行10亿美元规模的境外混合资本债券，并

评选为“最佳资本债券发行类保险公司奖”。

此次发行是韩国保险公司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混合资本债券发行。《财资》

还指出，韩华生命保险的发行利差（200bp）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

在以美元计价的混合资本债券中最低”。韩华生命保险的债券发行成果在

“AAA地区奖”而非“国家奖”获奖，具有更深刻的意义。

韩华生命保险IR Part长 Choi Sang-wook（中）代表领奖

韩华生命保险表示，债券发行是在市场利率上升等发行环境困难时进行

的。尽管如此，当时需求剧增，大部分债券是由全球主要投资者购买的。

《财资》杂志总部位于中国香港，以印刷版和电子版杂志传播和倡导亚洲

金融产业最新管理理念和最佳实践。《财资》从2007年起举办AAA奖颁奖

典礼，评选在亚洲地区债券发行市场上表现最佳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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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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

韩华道达尔向瑞山地区学生颁发奖学金

韩华道达尔大山工厂举行“2019年地区优秀人才奖学金颁奖仪式”，为今年
考上大学的瑞山地区学生颁发奖学金。在仪式上，韩华道达尔向由瑞山地
区高中校长推荐的毕业生20名颁发了6000万韩元（53000美元）的奖学
金。

韩华道达尔代表理事Kwon Hyung-wook亲自为学生颁发了奖学金，祝贺
他们所付出的努力，并祝愿他们鹏程万里。

韩国

Hanwha               Petrochemical

韩华道达尔的奖学金项目始于2013年，旨在提高瑞山地区学生们的学
习热度，鼓励他们继续升学，成长为优秀的人才，为自己家乡的发展做贡
献。

韩华Q CELLS奔赴德国各地启动Q.PARTNER路演

韩华Q CELLS的欧盟营销组为推介Q.PARTNER项目，奔赴明斯特、索尔
陶、塔尔海姆、普福尔茨海姆和 奥格斯堡等德国多个城市展开了路演。

活动目的为在Q.HOME CLOUD与Q.ENERGY智能能源解决方案上市前，
与太阳能供应商与安装商建立更广泛的业务合作关系。韩华Q CELLS通
过路演向175名Q.PARTNER介绍了Q.HOME储能系统和即将上市的产
品。

加入Q.PARTNER项目的企业可以获得韩华Q CELLS提供的太阳能产品介
绍资料与营销材料，从而向自己的顾客更详细地介绍韩华Q CELLS产品的
优势。目前在欧盟地区约有千名以上的Q.PARTNER成员，而且其数量持
续增加。

韩华Q CELLS的欧盟营销组以此次路演取得成功为契机，计划于2019年上
半年在德国的其他城市继续开展路演。

Hanwha Q CELLS

韩华 Q CELLS 德国GmbH

韩华道达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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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韩华Techwin摄像机在ASTORS国家安全奖荣获金奖

韩华Techwin的Wisenet PNM-9000VQ多传感器摄像机以无死角的“四
只眼”镜头设计在ASTORS国家安全奖荣获“最佳IP视频监控解决方案”金
奖。

ASTORS奖是American Security Today每年颁发的享有声誉的行业奖
项。American Security Today是向读者介绍安防产品和技术最新消息的
数字出版物。

PNM-9000VQ摄像机是最前沿的全方位摄像机，一上市就获得市场的肯
定。一台PNM-9000VQ摄像机一次同时提供4个视频，适合监控机场和购
物中心等面积大、人流量多的地方。客户可以选择2MP或5MP传感器模
块，也可以搭配或混合其他镜头，根据需要使用。

Hanwha Techwin

韩华Techwin表示：“American Security Today是对产品的技术创新、互
操作性、对全球安防产业的影响力进行全面评价的媒体，而此次能够获奖
感到无比荣幸。”

韩华Techw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