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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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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华的企业理念与核心价值观

全球韩华消息

韩华走在金融产业的前沿

韩华坚持合规经营 走“诚实公正”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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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韩华金融类子公司亮相 Money 20/20Asia谋求数字金融
  产业的未来
· 在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扩大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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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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持续发展是所有企业的最高目标。但不能只注重发展本身而忽略了透明的程序和方式。

我们韩华具备了在艰苦逆境中仍能默默遵守基本和原则的优良传统，

而当前我们要面临的课题是通过我们的竞争进一步发扬这种传统。

履行承诺、负有责任、遵守基本和原则等等，这些在我们韩华的增长和发展中是不可或缺的词汇。

即使蒙受损失，也固执公正是我们引以为豪的精神传统。这种精神能够带动我们实现可持续发展。

韩华坚持合规经营走“诚实公正”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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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华始终不渝走"诚实公正"道路

 “韩华的所有企业活动要本着讲信誉的正道经营”

2018年，韩华在推动企业重组的同时宣布合规经营。
韩华成立独立的合规委员会，举办合规经营专题员工培训，力争提升合规经营水平。

www.hanwha.com/zh/hanwhacompliancecommittee

韩华走"诚实公正"道路的心态
韩华坚持“诚实公正”的意志渗透到我们的一举一动，还为所有人实现成功创造机会。

韩华生命保险（越南）有限公司以“诚实公正”提升企业价值

韩华生命保险（越南）有限公司的社会影响力获得认可，入选
越南工商会（VCCI）评选的2017年越南可持续发展企业十强
排行榜。韩华非常重视回馈当地社区。不管是经济、社会或环
境，韩华始终伸出合作共赢之手。

www.hanwha.com/zh/hanwhalifevietnam-csr

创造更加绿色的未来

可持续管理是韩华所追求的目标之一。从减少碳排放量到植树
造林，再到防止荒漠化，韩华全力以赴创造更加绿色的未来。

www.hanwha.com/zh/orangeisthenewgreen

http://www.hanwha.com/zh/hanwhacompliancecommittee
http://www.hanwha.com/zh/hanwhalifevietnam-csr
http://www.hanwha.com/zh/orangeisthenewg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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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视障群体 体现人人平等 重视“诚实公正”精神的韩华道达尔上海

韩华每年都为视障人士制作“爱心盲文日历”。
从2000年开始累计制作72万册，蕴含体现人人平等的韩华精神。

www.hanwha.com/zh/hanwhatowardsaccesibility

韩华全体员工都要接受严格的合规管理培训，以提升全员合规风险意
识。归根结底，坚守正道、践行廉洁自律要从自我做起。

www.hanwha.com/zh/compliancetraining

走"诚实公正"道路的韩华人

在韩华核心价值之一“诚实公正”的旗帜下，所有韩华人应充分利用各自的专业性，致力于实现双赢。

韩华人无论何时何地都要记住“诚实公正”精神。不管是在公司还是在家庭，我们都会尽职尽责。

 “诚实公正”的行动原则:
· 不被眼下的利益所动摇，按照原则正直行事。
· 公私分明，根据能力与成绩，公正对待每个人。

让我们看看韩华人铭记在心的“诚实公正”精神。

https://www.hanwha.com/zh/news_and_media/business_highlights/hanwha-promotes-accessibility-and-community-through-braille.html
https://www.hanwha.com/zh/news_and_media/newsletter/hanwha-worldwide/march-2018.html#jsGReportsLayer00
https://www.hanwha.com/zh/news_and_media/business_highlights/hanwha-promotes-accessibility-and-community-through-braille.html
https://www.hanwha.com/zh/news_and_media/newsletter/hanwha-worldwide/march-2018.html#jsGReportsLayer00
https://www.hanwha.com/zh/news_and_media/business_highlights/hanwha-promotes-accessibility-and-community-through-braille.html
https://www.hanwha.com/zh/news_and_media/newsletter/hanwha-worldwide/march-2018.html#jsGReportsLayer00
https://www.hanwha.com/zh/news_and_media/business_highlights/hanwha-promotes-accessibility-and-community-through-braille.html
https://www.hanwha.com/zh/news_and_media/newsletter/hanwha-worldwide/march-2018.html#jsGReportsLayer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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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华金融类子公司亮相
Money 20/20 Asia谋求数字金融产业的未来

韩华走在金融产业的前沿

· 韩华金融类子公司与金融科技跨国企业进行交流，力争扩大全球版图

· 韩华生命保险公司大力推广初创企业扶持项目“DreamPlus”，鼓励初创企业的积极参与

3月19日至21日，在新加坡滨海湾金沙酒店举行了“Money 20/20 Asia”全

球金融科技盛会，韩华生命保险公司社长吕昇柱、韩华生命保险公司首席

创新官金东元、韩华财产保险公司代表朴仑植、韩华投资证券公司代表权

熙百、韩华资产运用公司代表金容铉等韩华金融类子公司领导出席活动。

在此次大会上，韩华领导们掌握了在金融科技产业正在发生的数字化创新

及全球趋势。他们与研发最新技术和金融科技平台的全球金融科技领袖举

行了商务会议。通过一系列活动，韩华金融类子公司将带动较为保守的韩

国金融市场变革，顺应韩国政府的“新南方政策”确保未来竞争力。

韩华今年首次亮相“Money 20/20 Asia”，也是唯一参加大会的韩国金融公

司。由英国B2B媒体公司Ascential PLC承办的“Money 20/20 Asia”在全球

金融科技产业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来自世界各国的与会者互动交流，交

换意见，深受追求创新的企业青睐。从初创企业到谷歌、IBM等金融科技行

业巨头，超过1400多家科技企业前来参加，围绕金融科技产业的现状与未

来献言献策。去年3月在新加坡举行第一届“Money 20/20 Asia”之后，同年

11月在中国杭州召开了Money20/20中国大会。

在新加坡举行的大会上，韩华金融类子公司领导们与全球金融科技行业菁

英，就加密货币、支付标记化、平台生态系统、支付结算系统等金融服务生

态系统的多个主题展开了深入讨论，韩华在此提高了能够在第四次工业革

命时代发展成为市场领跑者的洞察力。

韩华资产运用公司代表金容铉（左二）和平安集团首席创新执行官罗中恒（Jonathan Larsen）（中）
探讨了双方建立合作关系的议题 / 韩华生命保险公司首席创新官金东元（中）和 OurCrowd CEO Andy Kaye（右)探讨了科技金融市场的未来

韩华生命保险公司社长吕昇柱（左三）与巴克莱（Barclay’s plc）首席创新官John Stecher
（右二）就巴克莱从金融转向金融科技等议题交换了意见

韩华金融类子公司与金融科技跨国企业进行交流，
力争扩大全球版图

韩华生命保险公司社长吕昇柱会见巴克莱（Barclay’s plc）首席创新官John 

Stecher，就英国巴克莱银行的初创企业加速器项目和新技术交换了意见。

韩华资产运用公司代表金容铉先后会见欧洲风险投资集团Speedinvest、

新加坡金融科技投资公司tryb Group等对最新金融科技技术进行投资的

全球领袖，重点讨论了数字化战略以及挖掘新人才的全球招聘网络构建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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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华财产保险公司代表朴仑植（左）与推出对话式人工智能平台实现客服自动化的
Kasisto开发团队进行了交流

韩华投资证券公司代表权熙百（左）和StashAway首席执行官Michele Ferrario（右）就
在金融科技产业发挥核心作用的智能投资顾问（robo-advisor）进行了交流

韩华财产保险公司代表朴仑植会见提供对话式人工智能平台的Kasisto联

合创始人Dror Oren，着力寻找合作伙伴，以加强韩华提供的服务与数字化

营销产品质量。此外，还与Microblink有关人士探讨了韩华财产保险公司加

强数字化服务的方案。Microblink是一家为移动和网络应用开发视觉技术

的公司。韩华财产保险公司目前与韩国SK电讯、现代汽车等行业巨头进行

合作，为韩国保险行业的数字化创新助一臂之力。

韩华投资证券公司代表权熙百着力寻找了能够在数字化资产管理等战略业

务加强竞争力的合作伙伴。权代表会见运用智能投资顾问（robo-advisor）

提供在线投资及资产管理平台的Stashaway首席执行官Michele Ferrario，

讨论了未来的合作可能性。另外，还会见在东南亚地区提供多种数字金融

服务的Grab Financial Group有关人士，就多种合作潜在领域交换了意

见，并探讨了目前金融科技产业正面临的挑战，以及韩华投资证券与Grab 

Financial Group未来开展合作的可行性。

韩华资产运用公司代表金容铉将力量集中于解读未来数字产业趋势和

寻找科技领域的投资机会。金代表会见平安集团首席创新执行官罗中恒

（Jonathan Larsen），就平安集团的金融科技与数字健康领域的投资战

略，以及韩华资产运用公司和平安集团建立合作关系等议题进行了交流。

与此同时，还会见新加坡风投公司Golden Gate Ventures探讨了未来开展

共同投资等的合作机会。

韩华生命保险公司首席创新官金东元高度关注金融科技领域，积极参加“世

界经济论坛”、“博鳌亚洲论坛”等世界级论坛。金东元首席创新官为了探索

数字金融产业的发展趋势及战略，参加了Money 20/20 Asia。会议期间，

先后与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公司Temasek Holdings（淡马锡控股公司）、

泰国最大的商业集团CP Group（正大集团），就亚洲金融科技市场以及相

互合作方案开展了深入讨论。他还会见国际众筹风险投资平台Ourcrowd有

关人士，探讨了具有发展潜力的新事业。

“Money20/20 Asia” 会场内韩华生命保险公司 DreamPlus展区全景

韩华生命保险公司大力推广初创企业扶持项目“DreamPlus”，
鼓励初创企业的积极参与

3月20日，韩华集团旗下金融类子公司在新加坡举行了“韩华DreamPlus

之夜”活动，旨在大力推广韩华生命保险公司的初创企业孵化器项目

DreamPlus。摩根大通（JP Morgan）、Golden Gate Ventures等金融及初

创行业有关人士100余人应邀出席，开展了互动交流。

韩华资产运用公司代表金容铉向参加“韩华DreamPlus之夜”活动的来宾表

示：“韩华将运用数字金融，积极开拓新兴市场。让我们成为携手走向数字

金融时代的合作伙伴！”

韩华生命保险公司的DreamPlus是推动初创企业发展的摇篮，韩华为

他们提供各种咨询和多方面的支持，帮助他们将创意发展成为商品。

DreamPlus总部位于首尔江南，在此萌生的创意和创新文化正利用全球网

络迅速扩大到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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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扩大国际合作
韩华走在金融产业的前沿

· 韩华生命保险公司在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强调金融业数字化转型

· 韩华与各界人士共论金融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韩华生命保险公司高管参加于3月26日至29日在中国海南省博鳌举行的博

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与中方的政治和经济界重要人士探讨了数字化时

代的金融业及投资战略。

韩华参加了自博鳌论坛成立后第一次举办的“中韩 CEO 对话”。这场论坛由

韩国金融委员会会长崔钟球和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共同担纲主

持，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成允模、KB金融会长尹钟圭、友利金融会长

孙泰升、韩国投资公社社长崔熙男、中国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

康、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等中韩两国重要人士出席并进

行了热烈的交流。

韩华生命保险公司社长吕昇柱表示：“传统金融公司若想快速、灵活应对日

新月异的科技发展、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和顾客需求，需要积极开展交流

与合作。要不断推进开放式创新，与各式各样的初创企业、PE/VC等投资

者、学术界和政府机构，乃至国际伙伴取长补短，携手发展。”

3月27日，韩华生命保险公司在海南琼海市博鳌镇的侨乡村庄沙美村会见海

南省副省长沈丹阳，就海南自由贸易港项目和投资机会进行了交流。

韩华生命保险公司社长吕昇柱（左二）在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期间会见海南省副省长沈丹阳（右二）

韩华生命保险公司还与京东集团和德国安联集团合资成立的京东安联财

险、在人脸识别方面拥有领先技术的商汤科技、海南航空集团、摩根大通

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等人士相见，就保险业在数字化时代的转型、利用大

数据创造新的金融价值、金融业投资战略等议题交换了意见。

此外，还出席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的企业代表对话会以及中韩午餐会

等活动，探讨了以亚洲为中心的发展及金融创新。

韩华生命保险日前参加在新加坡举行的全球金融科技盛会“Money 20/20 

Asia 2019”，与巴克莱、Speedinvest、tryb Group等金融科技主要企业商

讨了金融业的未来与合作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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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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韩华Techwin在韩国安防展SECON2019推出最新人工智能解决方案

韩华Techwin参加在韩国一山KINTEX举行的韩国国际安全博览会
SECON2019，向参观者展示了最新人工智能解决方案。从零售解决方案
到物业和城市管理，韩华Techwin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范围广，能满足顾
客的多元化需求。

在SECON2019参观韩华Techwin展区的参观者亲身体验了将在智能工厂
使用的全新人工智能安全帽等韩华的人工智能技术。参观者通过亲身体
验了解到人工智能如何提高工作效率，进而认识到韩华Techwin的技术适
用到业务的方式。

韩华Techwin有关人士表示：“今年也将持续开发人工智能新技术，扩大在
人工智能解决方案行业的市场份额。为提升产品竞争力，将对战略性市场
和未来发展动力给予大力投资。”

韩国

Hanwha Techwin

韩华道达尔社长权赫雄会见中国客户

韩华道达尔社长权赫雄会见了恒力、兴达等韩华道达尔的在华重要客户。
权社长与客户代表考察韩华道达尔中国工厂后，就全球石化市场发展现况
进行了交流。韩华道达尔希望以这种方式与所有客户建立更密切的友好
关系，今后将努力安排更多这种机会。

Hanwha               Petrochemical

韩华道达尔总部

韩华Techwin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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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

韩华生命保险（越南）有限公司发送近5千张健保卡供弱势群体获得医疗
服务

韩华生命保险（越南）有限公司为越南昆嵩省、林同省、金瓯省、平福省等
弱势群体和贫困群众免费发放4636张健保卡，供受惠者获得医疗服务，价
值约为14亿越南盾（折合人民币约40万元）。 

此次爱心捐赠活动是韩华生命保险（越南）有限公司在越南近期展开的公
益活动，公司自2009年起，累计发送50313张健保卡，并在越南修建160幢
房子和4所卫生服务站。此外，还向贫困生发放助学金和自行车，资助他们
顺利完成学业。

韩华生命保险（越南）有限公司每年展开的健保卡发放公益活动与胡志明
市贫困病人赞助协会（SAPP）携手进行，由韩国生命保险社会贡献委员会
赞助。

Hanwha Life

韩华生命保险（越南）有限公司

韩华生命保险（越南）有限公司总裁白种国表示：“身为保险从业人员，非
常了解为贫困群众提供医疗服务的重要性。我们将与SAPP持续密切合
作，向尚未受惠的群众发放健保卡，帮助他们提高生活质量。”

韩华生命保险（越南）有限公司为越南社区持续做出贡献的功劳获得认
可，2018年9月获颁胡志明市人民委员会授予的勋章。公司还获得越南工
商会授予的“十大可持续发展企业”称号，其多年支持公益活动获得韩国驻
越南总领事馆、越南计划与投资部、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的高度认可。

美国

韩华高新材料美国法人加强手部安全防护措施

韩华高新材料美国法人举行“安全之手”活动，确保公司全员熟知工厂车间
安全指南和工业灾难预防方案。

活动期间，负责生产工作的全体员工参加培训，了解到作业时，时刻注意
手部和脚步位置的重要性，提高了安全意识。

为了证明员工圆满完成培训，制作了旨在减少手部伤害的手模。

Hanwha Advanced Materials

韩华高新材料美国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