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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美好未来的解决方案
· 韩华生命的 DREAMPLUS孵化器推出，
  助推创业公司拓展全球市场
· 太阳能步入信息化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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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华Q Cells连续7年荣获EuPD Research授予的 
  “顶级光伏品牌（Top Brand PV) ”大奖

· 韩华Q CELLS为德国足球俱乐部莱比锡红牛队成功
  安装光伏发电系统

韩华专栏
· Meet the Team : 韩华思路信丁基泽

全球韩华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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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美好未来的解决方案

韩华生命的 DREAMPLUS孵化器推出，助推创
业公司拓展全球市场
新的开始总是不会 一帆风顺——特别是对一个创业公司来说。

一般来说，企业成立之后，都会努力去了解瞬息万变的市场需求，也会四方去寻找各种资源，但是不出几年宣告失败的创业公司比比皆是。

但是，如果在创业期，能够获得融资、导师引导、网络或专用办公空间等网络或专用办公空间等扶持，生存率便会快速上升。

从2016年开始，韩华生命的“DREAMPLUS”孵化器通过扶持创业公司和人才培养, 帮助创业公司推介其创新创意。DREAMPLUS利用韩华大覆盖的全球网
络，帮助创业公司发展与创新，对接相关产业和业务。因此，初创阶段的创业公司纷纷涌入坐落于韩国的DREAMPLUS，形成了繁荣发展的创业公司社
区网络。

目前，DREAMPLUS为了给创业公司更多发展机会，正在拓展至海外。

开拓亚洲新机遇

DREAMPLUS的全球拓展计划（GEP）旨在推动韩国初创公司进军美国、日本、越南、中国等全球市场。通过GEP，创业公司可以利用韩华的全球网络，

确保国外合作伙伴以及销路。

在2019年GEP所扶持企业中，韩国的4家企业获得了向越南的潜在投资者和合作伙伴直接进行推介的机会。

DREAMPLUS的GEP向初创企业步入全球市场，提供所必需的支持

其中，通过这次推介，移动多媒体平台开发企业FreecN以及移动显微镜

诊断应用开发开企业SmartM设定了在今年年内开设越南办公室的计划。

FreecN还在今年年初获得了韩华投资证券新技术金融事业部250万美元的

投资。

FreecN不断积累与 DREAMPLUS GEP合作的经验之后，为帮助快速发展的

其他企业，计划开发面向创业公司的视频内容。现在DREAMPLUS所支持

的其他创业公司，也计划制作可以共享他们故事和商务经验的视频。这些

视频不仅在FreecN所经营的freeCollege频道播放，也将上载到Africa TV的

视频流媒体服务上。在DREAMPLUS的支持下，FreecN希望将这些内容共

享给全球受众。

世界顶级飞机制造公司高度信赖的合作伙伴

DREAMPLUS与韩国内容振兴院（KOCCA）的加速器项目“LAUNCHPAD”

一起合作，帮助内容开发为主营业务的创业公司开拓日本市场。从2019年

7月开始，DREAMPLUS向LAUNCHPAD所扶持创业公司，在位于福冈的韩

华生命办公室提供办公空间、行政支持以及讲座，帮助这些企业开拓日本

市场。DREAMPLUS还组织社区网络活动，让LAUNCHPAD所属初创企业

与地区导师、企业加速器以及风投公司相对接。

得益于LAUNCHPAD和DREAMPLUS，目前正在考虑进入日本市场的初创

企业有3家。依托虚拟、增强和混合现实提供服务的教育科技公司Marvrus, 

为字幕自动制作提供AI众筹平台的Voithru, 还有就是各种商业活动的管理

平台公司xSync。

https://www.embroker.com/blog/startup-statistics#ss-3
https://www.ozy.com/acumen/can-an-incubator-increase-your-companys-odds-of-success/79735/
https://www.hanwha.com/zh/news_and_media/business_highlights/hanwha-dreamplus-where-disruptive-new-business-models-take-flight.html
http://freecn.tv/
http://afreecollege.afreecatv.com/
http://www.marvrus.com/
https://voithru.com/
https://en.xsync.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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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Sync在DREAMPLUS和LAUNCHPAD的帮助下，正在准备进入日本市场

xSync与向日本九州岛的企业提供全球化服务的草根网络——全球网络九

州（(Global Connect Kyushu)签署了合作备忘录。而Voithru除了获得 

DREAMPLUS的投资以外，还吸引了日本风险投资公司的关注与投资。

穿跃美国——从纽约硅巷到加利福尼亚硅谷

韩国贸易协会（(KITA)为了有意到美寻找投资与业务机会的韩国创业公司，

在曼哈顿市中心开设了“创业公司纽约办事处”。协会向创业公司提供电视会

议、共享办公空间、商务中心和休息区等设施。DREAMPLUS为了让其所

属创业公司能够利用贸易协会创业公司纽约办事处的设施，与贸易协会签

署了合作备忘录。

DREAMPLUS在旧金山运营孵化器，帮助立足于美国的创业公司开拓亚洲市场

在美国西部地区，DREAMPLUS还向有意开拓亚洲市场的美国创业公司提

供韩华生命旧金山办事处的孵化空间。在这里，创业公司可以参与网络活

动以及宣传推介。DREAMPLUS还利用旧金山孵化器毗邻硅谷的优势，希

望此孵化器能够成为紧跟全球科技金融潮流的重要创新基地。

推动创业潮的创新生态

无论是什么样的创业，要想实现创意商用都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毅力。年轻

企业为了成功，需要承受巨大风险。所以，DREAMPLUS为了让创业公司

成功找到优秀导师和投资方，提供安全的平台，助力他们成功。

随着DREAMPLUS向全球拓展，现在向更多的创业公司提供实质性帮助。

作为具有生命力的创业生态，DREAMPLUS鼓励开放创新，扶持未来人

才，弘场企业家文化。同时，DREAMPLUS还与创业公司合作，切实帮助

他们稳步实现他们的目标，并共享成功的果实。

面向美好未来的解决方案

太阳能步入信息化时代
为了减少能源需求多的产业带给环境的不良影响，长久以来人类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尤其是IT产业，数据流量使用量的增加、向云计算的转化，以及对
超大规模数据中心的需求，使得IT产业的能源使用量约占全球的7%。

世界领先的科技公司为减排付出了不懈努力，作为对策，在今后10年内纷纷把可再生能源作为主要的能源来源。

太阳能驱动社交媒体

全天候运作的数据中心需要巨大的能源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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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交媒体巨头脸书（ Facebook）在利用更多可再生能源方面一马当

先。该公司已在美国拥有9家利用可再生能源驱动的数据中心。坐落于佐治

亚州牛顿县的第9家数据中心于2019年12月开业，完全依靠太阳能驱动。

大部分的电力来自位于厄尔利县的光伏发电站，该发电站采用了35万个以

上韩华Q CELLS的光伏模组——Q.PEAK DUO L-G5.2 。

这些光伏模组主要在位于惠特菲尔德县的韩华Q CELLS工厂生产。这样，

脸书就可以缩短运输距离，减少汽车的碳排放量，从而有效减少数据中心

的碳排放量。

效率才是关键

随着快速连接数据的必要性越来越凸现，在为超大规模数据中心提供电力

方面，太阳能是最理想的解决方案。光电池技术的日新月异，意味着太阳

能发电系统的高效率和可信度，并且在日照量不均匀的条件下，也可以有

效稳定地生产定量的电能。这是因为它能把白天产生的剩余光能直接转化

为电能储存起来以供晚间使用，从而确保数据中心全天候运作。

作为数据中心的电力解决方案，太阳能发电之所以深受欢迎，其原因在于

其成本效率。下一代光伏技术的研发，让我们能够以更加低廉的价格购

买、安装和维修太阳能发电设备，并能更加自由持续地使用太阳能发电，

从而可以更加合理的管理成本。

韩华Q CELLS正以巨大的资源投入开发全球最高效、最可靠的太阳能解决方案

作为全球最大的光伏企业，韩华Q CELLS为客户提供着卓越的光伏产品。

韩华Q CELLS拥有最尖端光伏技术——Q.ANTUM技术包括抗PID（电势诱

导衰减）、抗LID（光诱导衰减）等，并有效生产电池模组，从而可以为全

世界的客户提供清洁能源，获得减排的效果。

为可再生能源的未来做出努力

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可实现人类“零排放”发电的理想。如果世界主要科技

公司大规模使用可再生能源，可大大减少全球的碳排放。目前，脸书已

把100%使用可再生能源作为目标。据展望，到2020年全球碳排放可降至

75%。

为了更多地使用可再生能源，很多企业都做出了不懈努力。除脸书以外，

苹果、谷歌等100多家世界著名企业都先后加入了“RE100可再生能源倡

议”。加入“RE100倡议”的跨国公司为了减少全球碳排放，纷纷正在或者即

将把企业的使用能源100%转向可再生能源。

相约更好的未来——太阳能

没有能力投资于可再生能源的小规模企业，可以联合投资、购电协议、可

再生能源经纪人等方式，给他们多种选择余地，使其更加便捷地管理和使

用能源。

韩华的承诺

韩华通过提出切实可行的太阳能解决方案，致力于减少全世界的客户在经

营生产过程中给环境带来的不良影响，着力创造绿色和可持续的未来。韩

华Q CELLS的电池片和电池模组已成为全球生产效率、转换率和耐久性能

的标准，被誉为可降低化石燃料依赖度的最理想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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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watch the video, please go to : 
https://www.hanwha.com/zh/meettheteam-hanwhasolutions

Meet the team

韩华专栏

韩华思路信丁基泽

丁基泽责任研究员称自己是一个“问题解决者”，千方百计寻找最佳方案。

消费者开始要求生产不含邻苯二甲酸盐² 增塑剂¹ 的更为安全的塑料产品，随之化工企业努力寻找适当的解决方案。丁基泽研究员和他的团队埋头苦干，
实现技术突破，开发出了既有利于环境保护、也有商业潜力的ECO-DEHCH³。

丁基泽研究员在回顾他和他的团队在开发过程中遇到过的各种挑战、他们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以及荣获韩国最权威奖项时的喜悦。

Q1. 请您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在韩华思路信负责化学工程的责任研究员丁基泽。我自2005

年加入韩华思路信以来，已工作有15年左右。

现在主要负责环保型增塑剂ECO-DEHCH的开发，也参加研究所正在开发

的新工艺方面的研究。

Q2. 您一直从事哪些研究领域？

我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开发新工艺取代引发大量污水的老工艺，将污水发生

量降至原有工艺的1/50~1/100水平。在新工艺开发方面，不仅致力于提高

工艺效率，还把重点放在开发能够减少污水的工艺。

比如，正在研发污水中内含的有机化合物的回收工艺、电池材料和燃料电

池等下一代能源等环保领域。

在实验室进行研究的丁基泽研究员

Q3. 您平时也一直关心环保问题吗？

我从小就很关心环保问题。所以，最近看到越来越多的人重视环保问题，

我感到非常欣慰。

我平时也经常带我的孩子们去访问生态公园，参加清洁义工活动，尽量让

他们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Q4. 您因什么契机投身开发“环保型增塑剂”？

其实，围绕含有邻苯二甲酸盐增塑剂是否对人体有害，韩国国内和部分发

达国家一直是有不少争议的。因既有增塑剂的性能特别好，所以人们对

ECO-DEHCH是否可以在环保型增塑剂市场取得成功半信半疑。但是，随

着环保型增塑剂研究的进展，环保型产品的市场发展速度比我们的预测还

要快。

在环保型增塑剂研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生产成本太高。然而，通过试

点研究，我们终于把生产成本降低了50%，使ECO-DEHCH的商用成为可

能。之后，经过8年的不懈研究，我们终于推出了可以实现商用的环保型产

品——ECO-DEHCH。

既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环保理念、又对人体安全无害的ECO-DEHCH

Q5. 在8年的研究过程中，最难忘的经验是什么？

在研究ECO-DEHCH的过程中，我们遇到过催化剂的使用寿命太短的问

题。

https://www.hanwha.com/zh/news_and_media/newsletter/monthlycolumn/meet-the-team-hanwha-solutions-kitaeg-jung.html
https://www.hanwha.com/zh/news_and_media/newsletter/monthlycolumn/meet-the-team-hanwha-solutions-kitaeg-jung.html
https://www.hanwha.com/zh/news_and_media/newsletter/monthlycolumn/meet-the-team-hanwha-solutions-kitaeg-jung.html
https://www.hanwha.com/zh/news_and_media/business_highlights/hanwha-chemicals-eco-dehch-plasticizer-finds-a-home-with-wallpaper-manufacturers.html


6

因开发ECO-DEHCH而获得韩国最权威工业研究奖项的丁基泽研究员

Q10. 您认为塑料的未来会是怎么样？

Q9. 您认为，您的研究成果对可持续发展与环保方面起到什么样
       的作用？

Q11. 您有什么新的研究计划吗？

Q12. 象征您研究激情的 “火花” 是什么？

Q13. 让您擦出 “火花” 的燧石是什么？

Q7. 成功开发 ECO-DEHCH 的秘诀是什么？

Q8. 你因ECO-DEHCH的开发，荣获了IR52蒋英实奖和产业褒奖，
       当时你有何感想？

我认为，今后塑料产品也会实施环保型产品义务使用比例等管制。

届时，石化企业在生产化学产品时，如不生产一定比例以上的环保型产
品，将不准生产其他产品。先由生产化学产品的企业践行绿色环保理念，
其意义匪浅。

ECO-DEHCH的商用化蕴含着多种意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今后，石
化企业除了单纯的产品性能以外，还要重视绿色环保问题。我们韩华思路
信的ECO-DEHCH正在引领着这股化学行业的新潮流 。

最近，生物化学和生物降解聚合物（也称生物降解高分子）开发是环保研
究的大势所趋，我也对这些领域有计划进行研究。

今后，我们将以ECO-DEHCH开发为契机，加倍努力实现技术突破和商用
化，使环保型产品在市场上得到广泛普及。

我的“火花”是“持续追根究底、不断求解的激情和毅力”。我认为，所有问题
都有答案，也会有更好的答案。现在的技术也不是十全十美，因此需要我
们不断钻研，持续求解，埋头苦干，精益求精。

我的这种研究态度就是我的“火花”。

研究不可能由一个人完成。正因为有众多同事们、总部和研究所的大力支
持和声援，我们才能够成功开发ECO-DEHCH增塑剂。

正因为有他们的支持，我才能够以“激情和毅力”，埋头苦干，持续钻研。我认为，ECO-DEHCH的成功秘诀只有一个，那就是不断自我提问。

不因获得的一点成果而沾沾自喜，而是不断提出新的问题，继续思考，积
极寻找未解的答案。我有一个信念：“世界上所有问题都有答案”。

秉承这种勇于探索的精神，持续寻找问题和答案，终于成功开发了ECO-
DEHCH增塑剂。

作为研究环境技术的研究员，能够得到这种荣誉，当然很高兴，感觉就像
做梦一样。而且，这不仅仅是对研究成果的认可，更是对国内环保型产业
的发展潜力和其必要性的一种认可。同事们也像自己获奖一样，祝贺我，
让我非常感动。我还特别感谢开发团队的同事们、一直支持我们团队的研
究所和事业部门。

· ¹增塑剂 : 作为加工塑料时使用的添加剂，用于改善材料的可塑性和
  弹性。  

· ²邻苯二甲酸盐 : 常用增塑剂。但因其对人体有毒有害，世界各国政
  府基本上限制使用。

· ³ECO-DEHCH : 韩华思路信所开发的不含邻苯二甲酸盐的增塑剂。
  因它对人体无害，符合可持续性，可以广泛应用于建筑材料到食品
  塑料包装膜等各领域。

在推出产品之前，我们一直琢磨这个问题。我们没有放弃，不断寻根究

底，深入钻研，在此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共同的原因。而这个原因正是我

们在研究过程中一直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现象，而被我们忽视的。找到原因

之后，我们集中攻克，终于获得了催化剂寿命长于既有产品的可喜成果。

和同事们一起共同努力终于解决问题的那一时刻，真是令人激动。这是我

最难忘的经验。

Q6. 在研究过程中，您有没有想过半途而废？

在做研究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不少困难，这也是不可避免的。但因为有同

事们的信赖，一直能够坚持下来。8年来，我们团队总是相互信赖，互相鼓

励，锲而不舍，攻克难关，没有想过中途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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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华Q Cells连续7年荣获EuPD Research授予的 
“顶级光伏品牌（Top Brand PV) ”大奖

新闻资料

· 2020年，韩华Q Cells再次荣获了EuPD Research 授予的“顶级光伏品牌（Top Brand PV）”大奖，成为连续7年在欧洲

  获得EuPD大奖的三家光伏模组制造商之一。此外，韩华Q Cells还连续5年在澳大利亚获“顶级光伏品牌”称号。

 这表明，20年来韩华品牌已经通过市场考验，得到广泛认可，赢得了客户信赖

韩华Q Cells作为一家在光伏、储能和下游项目以及能源零售领域享有声誉

的综合性能源解决方案供应商，在欧洲连续7年蝉联EuPD“顶级光伏品牌”大

奖，成为连续获此殊荣的三家光伏模组制造公司之一。韩华Q Cells还在澳

大利亚连续5年评为“顶级光伏品牌”。

全球权威研究机构EuPD Research 授予的“顶级光伏品牌”大奖，是对

世界主要光伏安装企业进行《全球光伏安装检测问卷调查（Global PV 

InstallerMonitor survey）》之后，对于得到良好反馈和高度评价的企业授

予的奖项。

韩华Q Cells再度荣获“2020 顶级光伏品牌（Top Brand PV 2020）”大奖，

是对20年来韩华Q Cells持之以恒致力于改善光伏模组产品和服务的质量，

建立良好品牌认知度的高度认可。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即将落幕。此时此刻，韩华Q Cells将立足于20年来的

成果，紧锣密鼓地准备迎接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同时，还将不遗余力地

进行光伏普及，让世界上更多地区的人们认识到太阳能的重要性。 在实现

这一目标的过程中，能够获得EuPD Research授予的“顶级光伏品牌”大奖，

对韩华继续保持高质量产品和服务水平以及高透明度和良好声誉有着重要

意义。

EuPD Resea rch的《全球光伏安装监测问卷调查（Globa l  PV 

InstallerMonitor survey）》由全世界100多家安装企业参与，对光伏模

组、逆变器、批发商和储能设备制造公司的产品性能和服务，严谨公正地

进行评价后，最终评选出最为卓越的企业。这项评选活动，有利于促进整

个行业持续提高产品和服务水平，改善光伏能源质量，进而推动企业改进

效益。

作为未来核心业务战略，韩华Q Cells正在努力提高光伏模块的性能和品牌

认知度。2018年以来，韩华Q Cells变身为综合性能源解决方案供应商，

提出了更加灵活的储能解决方案。 最具代表性的产品有：Q.HOME+ ESS 

AC-G2 AC- 耦合电池以及 Q.HOME+ ESS HYB-G2 （按照客户储能需求可

以调整规模的模组系统）。上述产品已销往欧洲市场。比如在德国，无论

客户是否安装有光伏系统，与向客户提供100%绿色能源的Q.ENERGY一起

提供。另外，公司还在澳大利亚不断扩大供应综合能源解决方案类产品，

大力拓展ESS领域，推出了 Q.HOME，帮助住户和小微企业自我供应所需

要的能源。

韩华Q Cells的CEO金熙喆表示对于韩华Q Cells能够连续7年荣获“顶级光伏

品牌”大奖感到非常自豪。他还说：“作为可以提供可靠产品和服务的企业，

将踏踏实实地准备迎接未来10年。预计到2020年代，全球能源供应、消费

和共享方面的市场会出现大的变革，我们韩华Q Cells会全力应对市场的变

化，成为提供综合性解决方案的企业。”

他还表示：“这次因光伏模块质量获奖，让我们再度深刻认识到韩华Q Cells

在光伏模块领域要实现的高质量目标。随着公司的变革和发展，我们将依

托世界一流的光伏电池和模块研发设施，不断改善产品质量，实现更大的

创新。”

站在新十年的起点——进一步提高行业标准



8

韩华Q CELLS为德国足球俱乐部莱比锡红牛队成
功安装光伏发电系统

新闻资料

· 韩华Q CELLS作为德国莱比锡红牛队的官方合作伙伴，已经在位于德国莱比锡的红牛竞技场和红牛学院安装光伏发电

 系统，将为两幢建筑提供清洁能源

韩华Q CELLS是一家在太阳能、储能和下游项目业务及能源零售领域享有

声誉的综合性能源解决方案提供商，最近为其官方合作伙伴莱比锡红牛队

安装了两套光伏系统。

莱比锡红牛队在本赛季进入了欧冠16强，也是今年德国联赛冠军的强有力

挑战者，在赛场上光芒四射。最近，莱比锡红牛俱乐部在红牛竞技场行政

楼屋顶上安装了71.5 kWp平板光伏系统 Q.FLAT-G5。该系统将为球场生产

并供应清洁能源，就像俱乐部明星前锋蒂莫·沃纳一样，照亮整个球场。即

使赛场没有阳光照射，韩华Q CELLS光伏系统仍可以确保阳光般的光线继

续伴随选手们活跃的身影。

另外一套光伏系统将为最新RBL足球学校提供清洁电力。该训练设施被认为

是欧洲最先进的训练设施之一，除了一线球队以外，还有不少青训队都到

该球场进行训练。

莱比锡红牛学校的首席执行官Oliver Mintzlaff强调，“我们能够与世界顶级

能源企业——韩华Q CELLS成功完成首批两项合作项目，令人十分高兴。”

他还表示，“我们总是追求十全十美的合作伙伴关系。我们决定在训练设施

建立光伏发电系统之后，很自然地最先与我们的官方合作伙伴——韩华Q 

CELLS进行商讨。然而，我们之所以最终决定要和韩华Q CELLS一起合作，

是因为韩华Q CELLS所提供的解决方案确实拥有最完整的质量和性能。”

韩华Q CELLS 欧洲销售主管Maengyoon KIM常务理事表示，他对两家

之间成功的合作感到高兴。他还说，“莱比锡红牛队是一直追求最好成就

和最佳表现的球队，不仅在欧冠和德甲，还在基础设施项目方面追求完

美。”KIM常务表示，“我们非常乐意与莱比锡红牛队保持合作，为她提供体

现韩华光伏基因的性能最佳、量身订制的清洁能源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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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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CELLS美国法人在美国住宅用光伏系统市占率实现冠军

在新一年来临之际，韩华Q CELLS美国法人又传出了不少可喜的消息。全球
能源研究和咨询公司Wood Mackenzie发行的《美国光伏排行榜（US PV 
Leaderboard）》上，韩华Q CELLS在2019年美国住宅用光伏模组制造方面
的市占率占据了榜首。

Wood Mackenzie的《美国光伏排行榜》（US PV Leaderboard）是一份季
报，对光伏行业的安装企业、金融企业、逆变器制造企业和模组制造企业进
行排名。

根据最新的排行榜，2019年，韩华Q CELLS美国法人在美国光伏市场市占率
占26.8%，同比增长14.5%，这是自 Wood Mackenzie开始发行《美国光伏

排行榜》以来的最高纪录。

这也是韩华Q CELLS美国法人积极开拓美国住宅用光伏市场的结果。因为
是光伏行业专家对韩华Q CELLS品牌和产品质量所予以的高度认可，韩华Q 
CELLS的全体员工更是感到无比自豪。

韩华Q Cells 美国

Hanwha Q CELLS 

美国

韩华道达尔发表新的愿景口号和促销策略

最近，韩华道达尔更新了愿景口号和促销策略，以期积极应对瞬息万变的
经营环境和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变化，发展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
顶级企业。

新愿景口号是“化工和能源的尽责引领者（Responsible Chemical & 
Energy Leader）”。这体现了公司作为化工和能源行业领导者，将“安全、
卫生和环境”作为经营管理的最高价值，进而造福于客户、股东和本地社
会的崇高使命与坚强意志。

韩华道达尔树立了“卫生安全领域顶级企业”的发展目标——将基于韩华
基本精神——“讲道义、讲义气、守正道”，通过“三零（零停机、零故障、零

韩国

事故）活动”、“卓越运营”和“领先产品”，成长为拥有世界顶级竞争力的最
佳企业。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将加快数字转型，集中力量“提高产品竞争
力”、“加强核心业务竞争力”、“加强创新”。

韩华道达尔期待全体员工积极参与到这些变革中，成功实现新的愿景口
号和目标。

韩华道达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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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能够满足客户需求的保险产品，为客户提供量身订制式的解决方案。

韩华生命越南法人通过持续不断的创新与发展，为领先越南乃至整个东
南亚地区保险市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韩华Techwin广角摄像头在意大利博洛尼亚投入地区交通管理系统

韩华Techwin的广角监控摄像头被意大利博洛尼亚市政府采纳为交通监
控系统的重要部分。89部广角摄像头将用于博洛尼亚公路出入口监控车
辆通行。

广角摄像头通过高清视频捕捉和自动车牌识别功能，对进出博洛尼亚的
车辆实时进行监控。市政官员可以用系统发来的信息，制定交通管理策
略，有效管控市区车辆通行。

博洛尼亚数字基础设施和电信办公室主任Alberto Nuzzo表示：“我们的

已有平台和系统已经与韩华Techwin的广角摄像头系统成功对接。”他还
表示，“我们利用捕捉到的数据，有效改善了交通管理效率，这也有利于我
们通过分析数据与资料，树立今后的交通规划。”

英国

韩华Techwin 欧洲法人

Hanwha Techwin

越南

韩华生命保险越南法人收益突破一万亿越南盾

2019年底，韩华生命保险越南法人营收创下历史新高，突破一万亿越南盾
的大关。去年惊人的成就使韩华生命越南法人跻身于越南保险行业的前
列。

创下一万亿越南盾的纪录是在越南韩华生命非凡成长过程中的最新成果。
越南韩华生命于2009年以注册资本一亿越南盾成立以来，广纳本地优秀
人才，积极扩大销售渠道等，采取了积极进取的增长战略。现在，公司拥有
400名员工、42000名保险销售员以及覆盖越南各地的客服中心。

越南韩华生命总经理白钟国表示，为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越南法人将摸
索新的发展战略。尤其是，韩华生命将要通过与科技金融企业的合作，开

Hanwha Life

韩华生命保险（越南）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