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Hanwha

01

04

03

02

2019年10月

韩华新闻

不忘过去、朝向未来
· 韩华集团成立67周年会长致辞

韩华简介2019
· 2019韩华电子宣传册

新闻资料
· 韩华精密机械在德国构筑欧洲综合技术中心加快进     
军全球市场步伐

· 韩华Q CELLS将携首款“零间距”太阳能组件亮相
2019年SPI美国展会

· 韩华Q CELLS位于佐治亚州的工厂盛大开业，这座西
半球最大的太阳能组件制造厂创造了650个岗位且每
日生产1.2万片太阳能组件

全球韩华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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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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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过去、朝向未来

韩华集团成立67周年会长致辞

董事长 金 昇 渊

今天，我们迎来了集团成立67周年的清晨。

天高云淡，秋意渐浓。在感受季节变化的同时，让人不禁想到，世间万物

又何尝不是这样呢？一切都在顺应自然规律，人生和企业亦是如此。

我们在反反复复的成功和失败之中，不断学习和历练，从中获得成长和发

展，此乃万物之法则。过去的67年里，韩华也积累了众多宝贵的经验，并

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包括亚洲金融危机在内的危急时刻，多少企业从衰落

最终走向销声匿迹。而韩华人则齐心合力，手牵手肩并肩，以“必死则生”

（“以死抗争”之意）的信念，反而让企业化危机为机会，更上一层楼。在黑

暗中重新站起来，为寻找希望之光而奋勇前行，这就是韩华的底蕴，正是

这种精神造就了今天的韩华，使之在世界舞台上傲然挺立。

借此机会，我谨向在过去的岁月里同舟共济的各位韩华人表示衷心的感

谢，并希望今后的日子里我们仍然能够并肩前行。

在全球激变的时代，我们要牢记前辈韩华人代代相传的历史使命。动荡不

安的国际形势和国际贸易秩序的重组，要求我们的角色更加强大。越是这

种时候，越能唤起我们以“事业报国”的热忱，让公司发展成为一个能够给国

民带来梦想、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福利的企业。本着“唯有经历黑暗，才能感

知光明”的信念，让我们乘风破浪，一起扬帆起航!

各位韩华人！

让我们以“永远的挑战者”的精神，打开韩华新的黎明。

目前，打破现有工业生态圈的创新的挑战者不断涌现，他们采用引领数字

文明的非凡创意和技术实力，在国际市场上树立新的成功标准。一般企业

至少需要10年以上才能达到的目标，他们只用1年即可实现。67年前，韩

华也曾在一条无人问津的道路上披荆斩棘勇于挑战，以实现火药国产化为

开端，在各项业务领域不断谱写新的篇章，为国家经济发展夯实了基础，

成为了韩国人的骄傲。

此时此刻，我们迫切需要的是转变思想、转变观念，尽快跨越新的时代、

迈向新的征程，不忘初心，开拓进取，敢于创新。换言之，牢记当初曾经

让我们心潮澎湃的“黎明精神”，挖掘商机，开拓市场，吸收人才，扩大事业

间的协同效应。为创造出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产品和技术而奋斗不息，才能

让韩华成为这世界上必不可少的企业，打开韩华的明天。

我们还要超越“永远的胜利者”，走向“永远的同伴者”。

我们要超越竞争的时代，为构筑共赢时代的生态圈做出贡献。韩华的存在

理由和利润追求方式都要改变。消费者、客户和合作公司并非是我们的收

益来源，而是我们生存的根基。基于这种经营理念，有条不紊地去推进未

来投资和雇佣计划等各项工作，为社会的共同繁荣做出贡献。

以执着的精神不断研发核心技术，实现科技自立的航空航天事业；成为生

活和产业基础的化学事业；在绿色能源领域发挥全球领导力的太阳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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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实践自主国防使命感的军工事业；让人们的生活更加富裕的金融事

业；建立社会基础设施，为人们的生活提供特别体验的建筑以及服务事业

等等，我们肩负着重大的使命，必须要为此竭尽全力。我们还要时刻思考

可持续发展的未来，秉承“结伴远行”的韩华精神去和世界沟通。

最后，要让“安全第一”的理念扎根员工心中。

安全经营不分行业和领域，在韩华所有的工作现场都必须成为率先遵循的

首要规则。收益再高，如不能确保安全，就没有理由继续将此业务开展下

去。因此，我们要对各工作现场实施仔细的考察和监督，让员工在业务执

行的整个过程中严守基本程序和原则，确保万无一失，实现安全管理常态

化。安全之路没有捷径，安全问题上容不得半点疏忽。近来，韩华集团旗

下化学板块子公司，他们通过数字化转型，致力于提高生产效率，构筑更

加坚固的安全系统。希望这能成为其他公司的良好先例。

各位韩华人！

正所谓“土能浊河，而不能浊海；风能拔木，而不能拔山”。任何困难和逆境

都无法阻挡韩华人前进的脚步。我们不要被眼前的短期业绩所眩惑，要为

新时代的到来做好准备，在砥砺奋进中实现伟大的飞跃。

时间是公正的，明天会来到每个人的身边，但伟大的明天只会光顾那些有

准备之人。

谢谢！

韩华集团会长

金昇渊

2019年10月9日

韩华简介2019

2019 韩华电子宣传册

点击查看韩华电子宣传册，了解更多最新消息。
点击下面可下载PDF版本

https://www.hanwha.com/content/dam/hanwha/download/Hanwha_Profile_2019_z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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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资料

韩华精密机械在德国构筑欧洲综合技术中心加
快进军全球市场步伐

· 在德国法兰克福附近建造技术中心，展示公司主要产品

· 在韩国国内精密机械制造商中第一家进军欧洲市场，主打产品为SMT贴片机、瑞士型走心式数控机床和人机协作      

机器人

· 通过提供世界领先的技术和服务，一跃为全球精密机械专业制造企业

韩华精密机械欧洲综合技术中心开业典礼上的 韩华精密机械公司代表理事Lee Ji-nam（左
四）和韩华贸易欧洲法人长Gu Ja-bong(常务)

韩华集团旗下精密机械专业制造公司韩华精密机械公司（代表理事Lee Ji-
nam）3日表示，最近韩华在德国法兰克福附近创办了技术中心，加快了进
军欧洲市场步伐。

由此，韩华成为第一家在欧洲地区创办SMT（表面贴装技术，surface 
mount technology, 简称SMT）贴片机、瑞士型走心式数控机床、人机协
作机器人相关技术中心的韩国精密机械企业。

韩华精密机械公司计划将此技术中心当作在欧洲吸引大型项目和新客户的
前瞻基地，并为当地客户提供世界领先的技术和服务，如教育培训运营、
样品加工、周期时间计算等，并以此为据点，致力于发展成为全球精密机
械专业企业。

8月30日在德国法兰克福附近的墨菲尔登-瓦尔多夫开业的欧洲综合技术中心全景

尤其是，该技术中心为地上2层，总建筑面积711m²，具备产品陈列室、

培训室、办公室和会议室等，将在中心内部展示和运营主要产品群——产

业用设备（SMT贴片机）、人机协作机器人（HCR）、工作机（数控机

床）等10多台设备。

韩华精密机械公司通过此次技术中心的开业，有望在欧洲市场上多创造

3000万欧元（约合400亿韩元）的销售业绩，占公司销售总额的15%以

上，将加快进军全球市场的步伐。

当日在德国法兰克福附近墨菲尔登-瓦尔多（距离法兰克福机场有10分钟车

程）举行的欧洲技术中心开业典礼上，韩华精密机械公司代表理事Lee Ji-

nam、（株）韩华贸易欧洲法人长Gu Ja-bong(常务)、韩华集团欧洲地区

全球网点法人长和分公司总经理等主要负责人出席了该活动。

活动中，韩华精密机械公司代表理事Lee Ji-nam表示，“非常高兴能在第四

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大本营——德国建立技术中心，这对加快进军欧洲市场

的步伐、扩大欧洲市场的销售和推动韩华集团旗下精密机械板块之间的技

术互动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另外，韩华精密机械公司是韩华Aerospace的子公司，在集团内主要负责

生产电子及机械领域的制造设备，大致包括贴片机、人机协作机器人、工

作机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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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资料

韩华Q CELLS将携首款“零间距”太阳能组件
亮相2019年SPI美国展会

· “零间距”太阳能组件产品原型Q.PEAK DUO BLK ML-G9 以及Q.PEAK DUO XL-G9.2将作为Q CELLS高效组件系列的新

成员，亮相于2019年9月24日-26日在美国盐湖城举办的SPI展会

韩华Q CELLS(或称“该公司”)，全球最大的太阳能电池及组件制造商之一，

将在犹他州盐湖城举办的SPI国际太阳能展览会上，展示其首款“零间距”太

阳能组件。凭借其高效的优质太阳能组件，公司正致力于进一步巩固其在

美国住宅太阳能市场的领导地位。*

韩华Q CELLS将展示其高品质的太阳能组件及全新储能系统

长期可靠性，确保第25年时效能仍达初始功率的85%。此外，它的全黑外

观带来了极高的美学吸引力，是住宅和工商业建筑屋顶的理想选择。

此外，韩华Q CELLS还将在SPI展出Q.PEAK DUO L-G5.3 / BF，这是该公司

首款双面太阳能组件。 该双玻组件增加了白色网格，并且中间没有横梁，

确保了最高效率和400 Wp的功率输出，使其成为公用事业规模太阳能电站

的经济型解决方案。

韩华Q CELLS还将通过一体化品牌解决方案向美国市场推出其储能系统

(ESS)。 对新建及改造项目，Q CELLS的混合ESS逆变器系统Q.HOME+ ESS 

HYB-G1可以在直流和交流耦合配置下连接ESS系统。 该系统配备灵活的组

装式电池，可提供4.3至18.9 kWh的能量范围，可以覆盖大多数住宅应用。

Q.HOME + ESS HYB-G1将通过韩华Q CELLS的单个实体和服务，确定产

品故障的原因，解决最大的一项挑战——检修太阳能组件、逆变器、储能

系统。

对于活力十足的美国住宅太阳能市场和不断增长的商业及公用事业规模市

场，公司在SPI上展示的所有太阳能组件和储能系统都是满足其高效能需求

的理想解决方案。 所有韩华Q CELLS的DUO半电池组件都具有优化的遮挡

性能，这对于许许多多空间宝贵的屋顶电站尤为关键。 组件的上部和下部

可以独立运行，减少阴影的影响，即使在小型屋顶上也能提高能量输出。 

该系列太阳能组件还符合基于公司Q.ANTUM技术的高质量标准，包括出众

的抗LeTID(光和高温诱导衰减)，抗LID(光诱导衰减)及抗PID(电势诱导衰减) 

性能，以及热斑保护和可追溯的质量系统Tra.Q激光识别，以防止伪造。

Q.PEAK DUO BLK ML-G9和Q.PEAK DUO XL-G9.2是韩华Q CELLS首批“零

间距”太阳能组件，专为提高输出功率和效率而研发。 Q.PEAK DUO BLK 

ML-G9是一款由132片零间距的12主栅半电池组成的全黑组件。通过采用

更大尺寸的M4硅片和零间距设计，可以比常规的120片半电池增加12片

电池，从而Q.PEAK DUO BLK ML-G9可以提供高达380 Wp的最高功率输

出，以及高达20.2%的行业领先效率。凭借高功率、高效率以及时尚的全

黑外观，对于力求巩固住宅太阳能市场领导地位的韩华Q CELLS而言，这

款零间距组件原型可谓其产品组合的有力加持。

随Q.PEAK DUO BLK ML-G9共同亮相的将是产品尺寸更大的兄弟款“零间

距”组件——Q.PEAK DUO XL-G9.2--由156片半电池组成，可提供高达455 

Wp的最大输出功率，效率最高达20.6%，而组件尺寸仅仅是略微增大，尤

其适用于地面太阳能电站。

韩华Q CELLS展台(展位号1419)的额外亮点将是25年品质保证的Q.PEAK 

DUO BLK-G6 +。 Q.PEAK DUO BLK-G6 +采用更大尺寸的M4硅片制造，

最高输出功率可达345 Wp，是业内衰减率最低的产品之一，因此可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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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华Q CELLS通过在乔治亚州的道尔顿工厂确保了其市场领导地位

2019年2月，韩华Q CELLS开始在佐治亚州道尔顿的新工厂生产。该工厂

是西半球最大的太阳能组件制造工厂，拥有1.7GW的组件产能。韩华Q 

CELLS计划通过其在美国组装的高质量太阳能组件，继续努力满足客户的需

求。

韩华Q CELLS首席执行官金熙喆(Charles)表示：“毫无疑问，美国太阳能市

场将永远是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市场之一，也是韩华Q CELLS最重要的市

场之一。 这是Q CELLS致力于满足美国客户的需求的原因，也正是因此，

SPI是我们展示住宅解决方案的一个绝佳机会 ——特别是Q.PEAK DUO 

BLK-G6 +和新的零间距组件产品原型，Q .PEAK DUO BLK ML-G9。 基于

我们的新产品和道尔顿工厂，韩华Q CELLS将持续为美国客户提供更好的

产品和服务，同时我们将继续尽一切努力加强我们的市场领导地位。“

*资料来源:Wood Mackenzie Power & sustainable - U.S. PV Leaderboard 

- 2019年第三季度

新闻资料

韩华Q CELLS位于佐治亚州的工厂盛大开业，
这座西半球最大的太阳能组件制造厂创造了
650个岗位且每日生产1.2万片太阳能组件

助理杰弗里·凯斯勒[Jeffrey Kessler])、地方官员、地区经济发展组织以及包
括韩华Q CELLS首席执行官金熙喆(Charles. Kim) 在内的公司领导人出席了
会议。

佐治亚州道尔顿市，2019年9月20日—— 韩华Q CELLS (或“该公司”)，全
球最大的太阳能电池和组件制造商之一，今天为其道尔顿GA工厂——西半
球最大的太阳能电池组件制造工厂——进行了盛大的开业典礼——美国总
统特朗普的商务部代表、佐治亚州州长布莱恩·坎普(Brian Kemp)(商务部长

福我们在全国各地的客户。通过这座位于东南部的大型工厂的生产能力，
佐治亚州作为国家太阳能领导者的地位将继续提高，同时还将增加数百个
高技能制造岗位。这座充满活力的工厂标志着美国太阳能产业和整个太阳
能应用的重大增长，也代表着我们对地球更清洁、可持续的未来的投资。” 
- 金熙喆（Charles.Kim）, 韩华Q CELLS 首席执行官

韩华Q CELLS投资了近2亿美元建造这一工厂，明确目的在于服务美国市
场。韩华Q CELLS将从佐治亚州向美国消费者、企业和设施提供高性能、
高品质的光伏组件，其中包括位于亚特兰大东部的Facebook新建的数据中
心。

拥有了这座新工厂，韩华Q CELLS通过加速高端制造的增长，加倍致力于
佐治亚州和美国市场，使该州迅速成为全美国最大的太阳能市场之一。公
司将继续为新工厂的关键职位招聘人员。

这座占地30万平方英尺的工厂雇佣了650名当地工人，标志着美国太阳能
制造业的复兴，其太阳能组件年产能为1.7GW，几乎相当于胡佛大坝的
峰值发电量，道尔顿工厂将每年如此生产太阳能组件。佐治亚州目前是
美国太阳能装机量排名第四的州，未来五年，美国南部每年都将成为该地
区太阳能需求的主要来源。到2019年底，佐治亚州每天将生产12000片Q 
CELLS组件，这将大大满足美国太阳能产业日益增长的需求。

坎普州长和韩华Q CELLS首席执行官金熙喆（Charles. Kim）的发言如下:

“ 道尔顿和佐治亚州西北部现在是制造清洁可再生能源的中心。我感谢韩华
Q CELLS公司对这个社区的投资，感谢其在当地生产的一流太阳能产品，让
数以百计辛勤工作的佐治亚人民拥有了机会。我们非常自豪韩华Q CELLS
将佐治亚州作为他们的家。” -佐治亚州州长布莱恩·坎普

“韩华Q CELLS相信美国市场，并致力于在美国增强太阳能制造实力，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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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韩华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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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

韩华道达尔

韩国

Hanwha Chemical

韩华化学（宁波）有限公司

韩华化学(宁波)有限公司举行十一周年纪念仪式

9月9日上午，韩华化学（宁波）有限公司成立十一周年纪念式在大礼堂隆
重举行。纪念式现场金东锡董事长代表公司表彰了9名“十年奉献奖”和14
名2019年度优秀员工，随后与全体员工合影留念。

韩华道达尔增设生产设施

韩华道达尔在忠清南道大山工厂增设了乙烯生产设施，该工程目前已经完
工。本次增设工程为分解设施，投资为5400亿韩元，预计可实现年产31万
吨乙烯和13万吨聚丙烯。

通过本次增设工程，韩华道达尔可期待实现年产140万吨的乙烯和106万
吨的聚丙烯，并实现年销售5900亿韩元的效益增加。

本次增设工程的重点是工程和生产的经济性，增建设施跟现有的石脑油
分解设施相连接，可共享蒸汽、电气和用水等生产基础设施，实现了生产
线设计的最佳效果，与普通分解设施的增设相比，可节约25%的投资成
本，并使用了比以往使用的石脑油价格低廉的液化石油气（LPG）。

韩华道达尔为了满足国际性的需求，将不断扩大大山工厂的生产规模。本

次完工的燃气专用分解设施在内，到2021年将投资1.43万亿韩元，工程期
间投入的建设人力规模也将达到120万人。

韩华道达尔负责人表示，“等到增设工程完工以后，将在推进扩大合成树
脂事业产能的同时，以高附加值产品为中心进行生产结构重组工作，从而
把以苯乙烯单体、对二甲苯等基础馏分为主的产品结构扩至合成树脂，迅
速应对工业环境的变动性，有望实现稳定的效益创出。”

Hanwha               Petrochem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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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wha Q CELLS 

美国

韩华Q CELLS美国公司

韩华Q CELLS美国公司为区域发展做出贡献

韩华Q CELLS美国公司荣获“Trade & Industry Development”颁发
的2019“企业投资和区域社会贡献奖（CiCi Awards）”。这是因为韩华Q 
CELLS美国公司向乔治亚州的惠特菲尔德县投资1.5亿美元，并在道尔顿
市建设了36万平米的生产设施，为当地创造了数百个就业机会，搞活当地
经济等，其功劳获得认可。

“Trade & Industry Development”是对美国全域为当地区域社会的形成
和发展做出贡献的项目进行表彰，今年已迈入第14个年头。今年获奖的30
个项目当中有28个企业共投资了200亿美元 。

韩华Q CELLS美国公司副社长James Choi说，“非常高兴我们能给乔治亚
州提供技术。希望我们今后也继续扩大制造基础，为能够对可持续能源解

决方案做出更大的贡献，建立更长期的协作关系。”

韩华Q CELLS美国公司在获得“CiCi Award”奖项之前，曾被“Solar Power 
World”选定为6大太阳能EPC企业。每年发行的该奖项是为纪念和表彰美
国的公益事业、商业和住宅市场的太阳光开发商、承包企业、安装企业的
业绩，并以前一年安装的太阳能千瓦数值为标准进行排名。

韩华Techwin美国公司参加GSX 2019 展示最新影像安防产品受到关注

韩华Techwin美国公司参加了在芝加哥举办的“2019国际安防展”，并展示
了最新影像安防产品及方案而受到了关注。

国际安防展是世界最大规模的安全管理专门协会“美国工业安全协会
ASIS”每年主办的展会，聚集了全世界民间和公共部门的安全专家和业界
最优秀的安全产品和方案企业，旨在分享技术和发展趋势。

本次会展上，韩华Techwin美国公司展示了最新型的多元传感器摄像头的
产品阵容，多元传感器摄像头是一种一台摄像头上使用2个以上的镜头的
新型产品，拍摄时可微细地将镜头调向各个方向。和摄像头一起提供的韩
华Techwin最新综合管理系统Wisenet WAVE 4.0，可根据不同的使用环
境进行调节，性能稳定而使用便利，因而受到了用户们的关注。零售特殊
方案 Wisenet Q mini,，通过对店内顾客进行全方位监控，可向店员提供

相关的营销信息。尤其设计小而精致，适合于小型店铺使用。

韩华Techwin美国公司负责人指出，在“本次2019芝加哥安防展”上展示的
韩华Techwin最新视频安全产品及其解决方案，引起美国安防业界人士的
高度关注，再次稳固了韩华在美国可信赖的国际安全企业的地位。”

韩华Techwin美国公司

美国

Hanwha Techw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