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Hanwha

01

04

03

02

2019年12月

韩华新闻

通过智慧解决方案，打造智慧型生活
· 让我们更智慧：利用AI安防摄像头，提升安防效果
与工作效率

新闻资料
· 韩华投资证券公司启动越南法人——“Pinetree（松
树证券）”
· 韩华Systems正式进军“空中出租车”市场

· 韩华Aerospace公司与美国通用电气签订3亿美元规
模的最尖端航空发动机零部件供应协议

· 韩华道达尔连续5年入选世界一流产品

韩华专栏
· 2019韩华《新闻编辑室》的一年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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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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智慧解决方案，打造智慧型生活

让我们更智慧：利用AI安防摄像头，提升安防效
果与工作效率

AI安防摄像头即使在嘈杂拥挤的场所，也能独立追踪个体及其属性

城市变得更加繁华，大马路上人山人海，车水马龙。若城市人口持续增

加，混乱的状态势必更加严重。

那么，该如何解决这棘手的问题呢？

答案就是人工智能（AI）。

全方位追踪所有动作

AI安防摄像头能区分多种物体及其属性

城市的大街小巷很多都安装了安防摄像头，用它来监控城市路况，感知事

故，从而保持道路交通的顺畅。

然而，随着城市的膨胀，无数的摄像头所捕捉的信息量过于庞大，以致于

难以管理。如今，人们使用安防摄像头运营体系内的AI算法，对大量的信

息进行有效处理。

AI安防摄像头基本上是通过图像将个体大致分为“人物”、“人脸”、“车辆”和

“车牌”等类型。

AI安防摄像头即使在嘈杂拥挤的场所，也能独立追踪个体及其属性

从更深化的性能方面来看，摄像头AI算法可以快速清晰地识别个体的多种

属性。韩华Techwin主打产品——Wisent P系列摄像头采用AI算法，即可

立刻识别人物，甚至着装的颜色。不仅如此，还能捕捉此人是否戴眼镜或

拿着书包等详细信息，并将这些有关属性的信息与视频一道存储到元数据

（metadata）当中。

当我们查看视频时，图像识别功能和元数据存储带来很大的方便。在人群

中寻找某一个个体时，无需再一一查看和分析视频，只需输入其属性和要

查看的时间即可，安防系统即可利用影像管理软件（Wisenet SSM），在

对元数据进行过滤后迅速查出与搜索词相符的结果。

不仅是安防领域，还能有效管理店铺

零售店也可有效利用AI安防摄像头。

为了捕捉盗窃信息防止被盗，很早以前便在店铺内开始使用安防摄像头。

现在，与韩华Techwin产品“Wisenet Retail Insight”解决方案相结合的AI安

防摄像头可帮助店主仔细了解店中的各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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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城市管理一样，AI安防摄像头还可统计和分析顾客的分布。摄像头内

的AI算法首先会对搜集到的数百万张图片进行分析，像人一样准确识别个

体的属性。这样设计出来的算法，可为店主提供不同年龄和性别的客户何

时造访过店铺，他们（她们）对哪些商品感兴趣等信息，店主可依据这些

信息对店铺的运营做出各种决策，从而帮助店主按照流行趋势合理地对店

铺进行经营管理，能有效提高销售业绩。

“Wisenet Retail Insight”AI安防摄像头能分析所观察到的对象并提供有价值的商业信息

该功能可适用于多种方式。如服装店，在店门口安装该摄像头，可确认营

业时间之内到访顾客的人数，实时分析的信息可让业主了解顾客量最多的

时间段。与此同时，还可帮助店主分析某个时间段当中顾客过多或过少的

原因。

摄像头录下的视频可如实反映有人气的陈列区，可在制作客户热图

（heatmaps）时使用。还可利用热图，将不同年龄段的顾客喜爱的产品陈

列在特定的区域，从而观察销售的变化。若店主能有效利用这些信息，并

战略性地布置产品，必定会吸引目标客户的关注。

利用AI监控摄像头还可以有效安排员工的工作地点。摄像头及管理软件能

够帮助店长了解在店中的哪些地方是最需要人的。通过这些信息，可调整

员工的位置，为客户提供更便利的服务。

最近，韩华Techwin为在 Wisenets摄像头内加入“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功能，正在开发新的芯片集。

AI提供的洞察力已经改变了安防系统的运营方式。无论是商店还是街道，

使用AI安防摄像头观察四周，第一时间掌握是否需要人手的时间，从而缩

短了问题解决的时间。为了改善安全和工作环境，韩华Techwin今后也将把

力量集中在最尖端技术的研发上，不断改善AI安防摄像头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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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 a look back at 2019's most popular Hanwha Newsletter articles.
Revisit the stories that got you engaged: www.hanwha.com/zh/bestof2019

2019最受欢迎的
新闻内容
为大家介绍2019新闻编辑室内容当中
浏览量最高的内容

2019年新年贺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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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CELLS在PVEL和DNV GL发布的
2019光伏组件可靠性记分卡中 荣获最佳
性能奖

韩华集团成立67周年会长致辞

韩华参加达沃斯论坛
积极探索走向“无限企业”之路

韩华的企业理念与核心价值观

韩华精密机械公司携手印度IT巨头威
普罗（Wipro）正式进军13亿人口的
巨大市场

韩华生命保险公司举行进入越南市场
十周年庆典暨年度颁奖典礼

韩华PROUD.视频亮相
纽约时代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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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华专栏

2019韩华《新闻编辑室》的一年回顾

https://www.hanwha.com/zh/news_and_media/newsletter/monthlycolumn/2019-hanwhas-year-in-review.html
https://www.hanwha.com/zh/news_and_media/newsletter/monthlycolumn/2019-hanwhas-year-in-review.html
https://www.hanwha.com/zh/news_and_media/newsletter/monthlycolumn/2019-hanwhas-year-in-review.html
https://www.hanwha.com/zh/news_and_media/press_release/hanwhas-financial-divisions-seek-the-future-of-digital-finance-at-money-2020-asia.html
https://www.hanwha.com/zh/news_and_media/press_release/hanwha-pursues-a-limitless-future-by-expanding-global-network-at-2019-world-economic-forum.html
https://www.hanwha.com/zh/news_and_media/newsletter/monthlycolumn/hanwhas-spirit-and-core-values.html
https://www.hanwha.com/zh/news_and_media/press_release/hanwha-q-cells-earns-top-performer-recognition-in-2019-pv-module-reliability-scorecard-published-by-pvel-and-dnv-gl.html
https://www.hanwha.com/zh/news_and_media/press_release/hanwha-robotics-and-wipro-team-up-to-explore-cobot-market-in-india.html
https://www.hanwha.com/zh/news_and_media/press_release/hanwha-life-vietnams-10th-anniversary-celebration-and-end-of-fiscal-year-awards-ceremony.html
https://www.hanwha.com/zh/news_and_media/newsletter/monthlycolumn/chairmans-message-commemorating-hanwha-groups-67th-anniversary.html
https://www.hanwha.com/zh/news_and_media/newsletter/monthlycolumn/live-from-times-square-in-new-york-its-hanwha-proud.html
https://www.hanwha.com/zh/news_and_media/press_release/grand-opening-of-hanwha-q-cells-in-georgia-spotlights-western-hemispheres-largest-solar-panel-manufacturing-facility-responsible-for-650-jobs-and-a-daily-output-of-12000-solar-modules.html
https://www.hanwha.com/zh/news_and_media/newsletter/monthlycolumn/2019-new-years-message-from-chairman-kim.html
https://www.hanwha.com/zh/news_and_media/newsletter/monthlycolumn/2019-new-years-message-from-chairman-kim.html
https://www.hanwha.com/zh/news_and_media/press_release/hanwhas-financial-divisions-seek-the-future-of-digital-finance-at-money-2020-asia.html
https://www.hanwha.com/zh/news_and_media/press_release/hanwha-pursues-a-limitless-future-by-expanding-global-network-at-2019-world-economic-forum.html
https://www.hanwha.com/zh/news_and_media/newsletter/monthlycolumn/hanwhas-spirit-and-core-values.html
https://www.hanwha.com/zh/news_and_media/press_release/hanwha-q-cells-earns-top-performer-recognition-in-2019-pv-module-reliability-scorecard-published-by-pvel-and-dnv-gl.html
https://www.hanwha.com/zh/news_and_media/press_release/hanwha-robotics-and-wipro-team-up-to-explore-cobot-market-in-india.html
https://www.hanwha.com/zh/news_and_media/press_release/hanwha-life-vietnams-10th-anniversary-celebration-and-end-of-fiscal-year-awards-ceremony.html
https://www.hanwha.com/zh/news_and_media/newsletter/monthlycolumn/chairmans-message-commemorating-hanwha-groups-67th-anniversary.html
https://www.hanwha.com/zh/news_and_media/newsletter/monthlycolumn/live-from-times-square-in-new-york-its-hanwha-proud.html
https://www.hanwha.com/zh/news_and_media/press_release/grand-opening-of-hanwha-q-cells-in-georgia-spotlights-western-hemispheres-largest-solar-panel-manufacturing-facility-responsible-for-650-jobs-and-a-daily-output-of-12000-solar-modul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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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发电离我们更近一步

韩华Aerospace 收购美国航
空发动机零部件生产商

韩华为环保迈出坚实的步

韩华扩大石化产品生产规模稳固全球
市场领导地位

韩华步入东盟国家中冉冉
升起的新星——越南

塑料的环保性，却鲜为人
知！

编辑精选
为大家介绍在2019新闻编辑
室内容当中

新闻资料

韩华投资证券公司启动越南法人——
“Pinetree（松树证券）”

· 12月4日在越南河内举行“Pinetree（松树证券：前身为HFT证券）”开业仪式

· 打造智慧型数字化金融平台，争取2025年成为东南亚第一大数字金融企业

韩华投资证券公司总裁权熙百（中）参加在越南河内举行的“Pinetree（松树证券）”开业剪彩仪式

https://www.hanwha.com/zh/news_and_media/business_highlights/bringing-solar-power-close-to-home.html
https://www.hanwha.com/zh/news_and_media/press_release/hanwha-aerospace-acquires-american-aircraft-engine-component-manufacturer.html
https://www.hanwha.com/zh/news_and_media/newsletter/monthlycolumn/hanwha-steps-up-for-the-environment.html
https://www.hanwha.com/zh/news_and_media/business_highlights/hanwha-pumps-up-petrochemical-production-to-maintain-global-leadership.html
https://www.hanwha.com/zh/news_and_media/business_highlights/hanwha-eyes-vietnam-aseans-rising-star.html
https://www.hanwha.com/zh/news_and_media/hanwha-insight/rethinking-plastics-and-sustainability.html
https://www.hanwha.com/zh/news_and_media/business_highlights/bringing-solar-power-close-to-home.html
https://www.hanwha.com/zh/news_and_media/press_release/hanwha-aerospace-acquires-american-aircraft-engine-component-manufacturer.html
https://www.hanwha.com/zh/news_and_media/newsletter/monthlycolumn/hanwha-steps-up-for-the-environment.html
https://www.hanwha.com/zh/news_and_media/business_highlights/hanwha-pumps-up-petrochemical-production-to-maintain-global-leadership.html
https://www.hanwha.com/zh/news_and_media/business_highlights/hanwha-eyes-vietnam-aseans-rising-star.html
https://www.hanwha.com/en/news_and_media/hanwha-insight/rethinking-plastics-and-sustainabilit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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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华投资证券公司4日正式启动越南法人——“Pinetree（松树证券）”。

韩华投资证券公司在今年4月收购了HFT证券后，对其进行了重组改制，并
更名为“Pinetree（松树证券）”，争取2025年将该公司打造成东南亚第一
大数字金融企业。“Pinetree”意为“无处不在的树，作为成林前最先扎根的
第一棵树，象征着万古长青和坚韧不拔。

按照计划，“Pinetree（松树证券）”将打造智慧型数字化金融平台，在越南
金融市场为用户提供数字化的便捷而先进的投资机会，通过量身定制的个
性化金融服务方案，成就客户优越生活。此外，公司不仅只局限于从事证
券经纪业务，还将努力发展成为投资银行。为此，公司将继续申请相关的
经营许可，不断拓展业务范围。

韩华投资证券公司总裁权熙百（左）、韩华集团金融板块副总裁崔荣真（中）出席在越南
河内举行的“Pinetree（松树证券）”揭牌仪式，并公开公司标志

公司还计划今后将以越南为起点，在整个东南亚扩展业务范围，为用户便
利地提供东南亚各国的金融产品。并且，为了加强业务实力，还将与科技
金融和初创公司展开广泛的交流与合作。

为了祝贺Pinetree（松树证券）的开业，韩国驻越南大使馆、越南证券委
员会、胡志明交易所、河内交易所等政府机构以及进军越南的金融公司约
上百人前来出席了活动。

韩华投资证券公司总裁权熙百表示，将凭借着韩华投资证券的经验和经
营技巧，力争使Pinetree（松树证券）成为越南数字金融市场的先锋。并
承诺，将在技术和资本等方面不遗余力给予支持，为使Pinetree（松树证
券）发展成为越南代表性的金融企业而竭尽全力。

新闻资料

韩华Systems正式进军“空中出租车”市场

· 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对韩华Systems对空中出租车先导企业Overair的2500万美元投资项目予以最终批

准

· 为进军美国空中出租车市场，韩华Systems将参与“Butterfly”开发项目，争取2025年实现目标

· 以航空电子与ICT技术实力积极进军国内外相关市场

韩华投资证券公司总裁权熙百（中）参加在越南河内举行的“Pinetree（松树证券）”开业剪彩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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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韩华Systems（代表理事金渊喆）6日宣布，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
（CFIUS）对韩华Systems对空中出租车(Air taxi)先导企业——“Overair”
（原K4 Aeronautics）2500万美元（折合为约298亿韩元）的投资协议予
以了最终批准。

今年7月，（株）韩华Systems表示，为进军备受关注的未来型交通工具--
空中出租车市场，欲以股份投资的方式，与Overair进行合作。Overair是
为了发展空中出租车业务，从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eVTOL专门企业——卡
莱姆飞机公司(Karem Aircraft)中拆分出来的企业，也是全球乘车共享公司
“Uber”最近推出的Uber AIR空中出租车服务——“Uber Elevate”的核心伙
伴之一。

* Uber Elevate：空中出租车服务——“Uber AIR”商用化项目

以此次投资审批为契机，Overair公司正式开始推进“个人飞行器（Personal 
Air Vehicle，简称PAV）”——Butterfly的开发工作。按照计划，（株）韩
华Systems将参与Butterfly的开发，充分发挥技术与业务合作的协同效应。

Butterfly是一种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eVTOL概念的产品，通过采用低噪
音、高效率的“最佳速度倾转旋翼机(Optimum Speed Tilt-Rotor，简称
OSTR)技术，可制造出更加安静、安全、高效和环保的空中出租车，完全
符合都市移动工具的需要。开发机型条件为包括一名飞行员可供5人搭乘，
并以目前的电池功能，最高时速可达240km/h以上，续航距离可达100公
里以上。

卡莱姆飞机公司(Karem Aircraft)创始人兼Overair联合创始人安倍-卡雷姆
(Abe Karem)是中高度长航时无人侦察机和强击机——Predator原型的开
发者，是一名拥有14个机体设计经验的航空飞行器专家,他将在Overair公

司担任首席开发者的角色。Overair公司CEO本-提格纳(BenTigner)曾经担
任过卡莱姆飞机公司的总裁、尖端系统公司(Frontier Systems)的工程副总
裁、波音（Boeing）A160项目的首席工程师。

Butterfly将提供都市移动服务

今后，韩华Systems和Overair公司将以获得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简称FAA)的表单认证作为目标，研发符合民
用交通体系要求的Butterfly机体。韩华Systems还将在考虑今后是否要
扩大对Overair公司的投资的同时，在韩国国内也将继续探索“个人飞行器
（Personal Air Vehicle，简称PAV）”领域的商机。据悉，韩华Systems正
在参与由韩国国土交通部和产业通商资源部今年联合推进的“可选择驾驶空
中飞行器”(Optionally Piloted Air Vehicle，简称 OPAV)”的开发项目。

（株）韩华Systems代表理事金渊哲表示，为了促进与Overair公司的投资
协议得以兑现，最近通过企业公开（IPO）已确保了资金来源，为正式进军
“空中出租车”市场做好了准备。他还表示，公司将利用航空电子及ICT技术
实力，增强企业在该领域的竞争力，同时积极进行全球投资与合作，着力
扶持“空中出租车”业务，使其成为企业的未来增长动力。

新闻资料

韩华Aerospace公司与美国通用电气签订3亿美
元规模的最尖端航空发动机零部件供应协议

· 向世界三大航空发动机制造商——美国通用电气（GE）供应最新发动机零部件

· 包括 GE9X、LEAP发动机等在内美国GE公司用于制作主力发动机的46种核心零部件

· 在与全球航空发动机零部件供应商的激烈竞争中取胜

· 继11月初与罗尔斯-罗伊斯公司签订1.2万亿美元规模的协议后,又完成了一大壮举

· 进一步巩固了全球航空发动机零部件专业公司的地位

美国通用电气（GE）：1917年成立的美国航空发动机制造商，与美国普惠（P&W）和英国的罗尔斯·罗伊斯（Rolls-Royce）一起
并列为世界三大航空发动机制造商

韩华Aerospace公司透露，公司与世界航空发动机制造商之一美国通用电气（简称GE）公司签订了约3亿美元规模的最尖端航空发动机零部件供应
协议。



8

GE9X发动机、LEAP发动机详细的介绍见附件

1. GE9X发动机

2012年开始着手研发的波音777X专用发动机，是世界上最大的涡
轮风扇发动机。在风扇叶片机器外壳采用了碳纤维复合材料，从而
实现重量轻量化。不仅如此，还采用了最新技术，比如用三维打印
制作的燃油喷嘴，用轻便而抵抗性高的化工陶瓷复合材料的零部件
等。

2. LEAP发动机

是全球最畅销的发动机--CFM56发动机的性能改良型后续开发的
发动机，主要用于单走道(single-aisle)的发动机，安装在空中客车
320Neo等机型上。

3. 波音777X

是由波音公司提议的机型，能容纳400人以上，与其他公司的机型相
比，最高可节省12%的燃料消耗。以机翼为例，虽然比波音777机
型还要长，但采用翼尖小翼，不仅可以折叠，还能缩短其长度，无
需使用机场专用机位。波音777X将安装GE9X发动机二期。

4. 美国通用电气（GE）

美国通用电气航空(GE Aviation)成立于1917年，是美国航空发动机
制造公司。与美国普惠（P &W）、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Rolls-
Royce）一起并列为世界三大航空发动机制造商。该公司把民航客
机发动机作为主推事业，并且生产军用/工业用/发电用燃气轮机、
船舶涡轮发动机等。2018年销售额为306亿美元，营业利润为65亿
美元。航空（Aviation）部门总部位于俄亥俄州辛辛纳提，员工总
数为48000人。

附件

波音777X客机将与波音777-8客机（如图）一样，安装由韩华Aerospace供应的零部件——最先进的GE9X发动机 (图片来源：波音官网)

根据计划，将由韩华Aerospace公司供应的发动机零部件包括安装在美
国GE公司最先进的发动机——“GE9X”的高压压缩机（ High Pressure 
Compressor）外壳及其高压涡轮机及（ High Pressure Turbine）外壳等6
种零部件，以及用于制作LEAP发动机的高压涡轮机外壳类等40种零部件，
分别供应至2024年和2025年。

GE9X发动机是波音777X所使用的发动机，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涡轮风扇发动机 (图片来源：
GE官网)

韩华Aerospace公司表示， 通过此次协议，成功承揽了将从明年开始商业
化的美国GE公司最先进的发动机—— GE9X和被称为世界最畅销发动机的
LEAP的大规模零部件订单，从长远来看，不仅可以扩大事业范围，还能确
保未来发展动力，意义非凡。

公司有关人士强调说，产品不仅在目前属于韩国唯一的一家航空发动机零
部件智能型工厂的昌原工厂进行生产，还将在从去年开始投产的越南工厂
进行生产。这意味着韩华Aerospace的全球制造竞争力得到了认可。

就此次协议，业界人士说，这是继11月初与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 
（Rolls-Royce）签订1.2万亿美元大规模订单后的又一次捷报。韩华
Aerospace公司凭借着质量和技术实力，再次巩固了作为美国GE公司战略
伙伴的地位。

过去5年来，韩华Aerospace公司先后承揽了美国GE公司、普惠（ P& W）
和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Rolls-Royce）等世界三大航空发动机制造商
的发动机零部件长期供应订单，仅承揽金额即超过201亿美元。

韩华Aerospace公司有关人士表示，“通过此次供应协议，公司成为名副其
实的全球发动机零部件专业公司，在业界的地位进一步得到提高。今后也
将加强与世界三大发动机制造商的合作，持续扩大发动机事业的规模。”

韩华Aerospace公司于2015年与美国普惠公司签订关于最新型航空发动机
GTF的风险收益共享(RSP)协议之后，去年年底越南工厂开始投产，最近又
收购了美国发动机零部件公司EDAC。公司通过果断的投资，优化了航空
发动机零部件事业，不断巩固其作为全球航空发动机零部件专业公司的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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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资料

韩华道达尔连续5年入选世界一流产品

· “展示材料保护膜聚丙烯(PP)”入选2019年世界一流产品

· 在日本独占鳌头的市场环境下，通过实现技术的国产化，以34%的市场份额位居全球第一

· 实现表面缺陷最小化和透明度等级多样化等，凭借世界一流的质量，不断扩大市场范围

· 2015年光伏EVA首次入选后，连续5年共6个产品入选“世界一流产品”，证明了雄厚的技术实力

韩华道达尔常务Park Jiyong（右）和首席研究员Kim BongSeock（左）在2019年世界一
流产品颁奖典礼上手持“展示材料保护膜聚丙烯”认证书

在高附加值材料领域，韩华道达尔连续5年创造了“世界一流产品”，证明了
其全球最高水平的技术实力和产品的优秀性。

韩华道达尔的“展示材料保护膜聚丙烯（简称“保护膜聚丙烯”）入选由韩国
产业通商部主办、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KOTRA）承办的“2019年世界
一流产品”。

“世界一流产品”是指在全球市场份额排名前5名或者份额在5%以上的产品中
全球市场规模在年均5000万美元、出口规模年均500万美元以上的产品。

\“保护膜聚丙烯”作为一种核心原料，主要用于保护展示材料的表面，使其不受从制造工艺
过程中加工、移送等环节上所发生的灰尘和污染等影响

“保护膜聚丙烯”主要用于保护展示材料，使其不受展示器材的制造工艺过程
中加工、移送环节上所发生的灰尘和污染等的负面影响。该保护膜若表面
上存在很多缺陷，或不光滑，都会给展示材料的表面带来致命损失，因此
如何把缺陷最小化是技术实力和产品质量的衡量标准。

韩华道达尔“保护膜聚丙烯”的优点在于会把在生产膜材时产生的表面缺陷降
低到普通产品的1/20甚至更高的水平，是目前世界最高水平的产品。和竞
争对手相比，更容易控制表面透明度、粗糙度等物性，可以帮助客户实现
不同需求多种用途的产品开发。

韩华道达尔是全球领先的保护膜聚丙烯生产商，世界市场份额为34%

尤其是，该公司凭借着自主技术，取代了处于垄断地位的日本产品，2018
年以34%的全球市场份额稳坐第一宝座，不仅实现了材料技术的国产化，
更凸显了其技术的优秀。

随着展示市场的发展和材料的薄化，以及转向高功能性的趋势，保护膜的
技术实力显得更加重要，目前高附加值展示材料——“保护膜聚丙烯”的市
场规模约为年均2.8万吨，预计将以每年7%以上的速度持续增长。

另外，韩华道达尔继2015年光伏EVA之后，2016年、2017年和2018年，
瓶盖专用料“高密度聚乙烯（HDPE）”、 挤压涂层用EVA和汽车复合材料用
“无流痕聚丙烯(FMP PP)”和电气电子用“高抗冲聚丙烯(HIPP)”等均入选为
“世界一流产品”，连续5年创造佳绩。包括本次入选，韩华道达尔的“世界一
流产品”一共有6个。

韩华道达尔有关人士说，“连续5年入选世界一流产品，再次证明了公司在
高附加值材料领域的全球竞争力。今后也将凭借自主技术，不断创造更多
的能引领国际高附加值塑料行业的世界一流产品。”



10

Hanwha Life

中国

中韩人寿

中韩人寿福多多产品荣获最具投资价值保险产品

11月8日，“第十四届中国保险创新大奖”颁奖典礼在广西桂林举行，中韩人
寿凭借“福多多幸福家庭保险”产品计划（以下简称“福多多”，该组合由中韩
福多多年金保险、中韩附加百万守护医疗保险、中韩神农特药医疗保险组
成）获得最具投资价值保险产品。

福多多的设计初衷是为了更好地帮助中高净值人群在财富增长乏力、各投
资渠道风险重重的背景下赢下“财富保卫战”。

未来，随着中国市场消费者健康意识不断增强和人口老龄化程度逐步加
速加深的背景下，中韩人寿将着力开发长期保障型和长期储蓄型产品，以

健康保障和养老年金为重点，努力成为为客户提供风险保障、财富管理及
健康服务的守护全生命周期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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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nwha Engineering&Construction

伊拉克

伊拉克（BNCP）

伊拉克国土部长官访问比斯马亚新城开发项目工地

11月20日，伊拉克国土部长官Bankin Al Rikany访问了比斯马亚新城开
发项目的工地现场，该项目为伊拉克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居住设施项目，
Bankin Al Rikany长官受到了韩华建设伊拉克法人的热情款待。韩华建设
伊拉克法人比斯马亚新城开发项目的Kim Changsung常务还给伊拉克国
土部长官Bankin Al Rikany详细介绍了比斯马亚新城开发项目。

此次正式访问正值该项目接近尾声时期，为伊拉克人民提供生活居住设
施的战后重建工作也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

Kim Changsung常务为Al Rikany长官提供了现场导游，介绍了最新建筑
技术。 通过此次访问，可以说Al Rikany长官亲眼目睹了伊拉克人民未来
的家园。

现场观摩结束后，Al Rikany长官赞叹不已，他说，“无论设计、质量还是成
本上，都堪称完美!”

Al Rikany长官还将比斯马亚新城开发项目比喻称“盛开的鲜花”。他在离
开建设现场之前，向所有员工为此而付出的汗水和劳苦表示亲切的慰问，
并嘱咐他们坚持到底，有始有终，圆满完成施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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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wha               Petrochemical

韩华道达尔社长权赫雄表示，推进数字化转型的重点在于通过引进IT技
术，让所有员工具备数字化能力。

韩国

韩华道达尔

韩华道达尔提出数字化转型愿景

11月7日在大山工厂大厅举行了“数字化转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简
称DT）”愿景宣布仪式，韩华道达尔社长权赫雄和300多员工参加了该活
动。在当天的活动中，还向各部门的DT文化负责人办颁发了任命书。

所谓DT是指一种创新体系，意味着采用数字化技术有效改变之前价值链
上的工作方式，从而把企业的价值最大化。韩华道达尔通过DT，将构筑智
慧工厂及其系统。

韩华道达尔宣布了含有双重意义，即“Do New Action”和“Data & 
Analytics”的“Digital DnA HTC(韩华道达尔)”口号，还公布了基于DT的战
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