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潜力合作伙伴
相关企业清单

分类 企业名称 主要品种 网站 位置

太
阳
能

韩华Q Cells 模块、EPC www.hanwha-qcells.com 首尔、忠北

LG电子 模块、咨询 www.lge.co.kr/kr/business 首尔、庆北

OCI 多晶硅 www.oci.co.kr 首尔、全北

OCI Specialty SlimRod、晶圆 www.ocis.co.kr 忠南

现代能源解决方案 模块、逆变器、EPC、O&M www.hyundai-es.co.kr 首尔、忠北

S-Energy 模块、EPC www.s-energy.com 首尔、全北

Hansol Technics 模块、逆变器 www.hansolsolar.com 京畿道、大田

韩华化学 多晶硅 hcc.hanwha.co.kr 首尔、忠北

新盛E&G
Cell、模块、咨询、 

建设工程、O&M
www.shinsungeng.com 首尔、全南

现代能源 建筑施工 www.hyundai-energy.co.kr 京畿道、忠北

Top Solar 建筑施工 www.topsolar.kr 首尔、庆北

N Electric 建筑施工 www.nelec.co.kr 全北

Top Infra 建筑施工、咨询、O&M www.topinfra.co.kr 全南、光州

OCI Power 逆变器、EPC、咨询、O&M solar.oci.co.kr 首尔、全北

Wonik IPS
RIE 

(等离子蚀刻 :  
Reactive Ion  Etching)

www.ips.co.kr 光州

太
阳
能

SKC
聚酯薄膜、PVDF膜、EVA/
POE Sheet、Back Sheet

www.skc.kr 京畿道、大田

DASS Tech 逆变器、监测系统 www.dasstech.com 首尔、全南

SFC Back Sheet www.sfcltd.co.kr 首尔、全北

Astronergy Solar 
Korea

模块、逆变器、建筑施工、
O&M

www.astronergy.co.kr 京畿道

S-power O&M www.s-power.com 首尔、仁川

Topsun
模块、建筑施工、咨询、

O&M
www.topsun.kr 京畿道

Willings 逆变器、建筑施工 www.willings.co.kr 首尔、京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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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企业名称 主要品种 网站 位置

风力

CS Wind 风塔 www.cswind.com 忠南

太熊 主轴、塔法兰、轴承等 www.taewoong.com 釜山

Dongkuk S&C 风塔、EPC、O&M www.dongkuksnc.co.kr 庆北

Unison
发电系统、风塔、 

EPC、O&M
www.unison.co.kr 首尔、庆南

Hyunjin Materials 主轴 www.hjmco.co.kr 釜山

新罗机械 旋转轴承 www.shillacorp.co.kr 忠南

斗山重工业 发电系统、EPC、O&M www.doosanheavy.com 庆南

CS Bearing 轴承 www.samhyun-eng.com 庆南

Seohan ENP 主轴、法兰、轴承、齿圈等 www.seohanenp.com 庆北

Speco 风塔 kr.speco.co.kr 忠北、墨西哥

Anytek 发电系统(小型) www.anytek.com/ 首尔

风力

Jac Coupling 联轴机 www.jacoup.co.kr 釜山

Human 
Composites

叶片
www.humancomposites.

com
全北

晓星重工业 发电系统
www.

hyosungheavyindustries.
com

庆南

燃料
电池

斗山 FuelCell

燃料电池 发电系统、 
电池堆、重整器、

MEA(Membrane Electrode 
Assembly）

www.doosanfuelsell.com 忠北

Posco Energy 燃料电池发电系统 www.poscoenergy.com 忠南

S-fuelcell 燃料电池发电系统 www.s-fuelcell.com 首尔

CNL Energy 燃料电池发电系统 www.cnl.co.kr 京畿道

G Philos 燃料电池逆变器 www.g-philos.co.kr 全南

东进世美肯
MEA 

(Membrane Electrode 
Assembly）

www.dongjin.com 京畿道

相关协会

企业名称 网站 主要角色

韩国能源公团 
新可再生能源中心

www.knrec.or.kr/knrec/
index.asp

有效扶持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开发及供应、产业
化的专门机构

韩国新可再生能源协会 www.knrea.or.kr
保护新可再生能源产业共同利益及实现共同发展

的行业团体

韩国光伏产业协会 www.kopia.asia 保护光伏产业共同利益及实现共同发展的行业团体

韩国风力产业协会 www.kweia.or.kr 保护风力产业共同利益及实现共同发展的行业团体

韩国地热协会 www.kogea.or.kr 保护地热产业共同利益及实现共同发展的行业团体

韩国生物能源协会 www.kbea.or.kr
保护生物能源产业共同利益及实现共同发展的行

业团体

森林生质能能源协会 www.biomassenergy.kr
保护森林生质能产业共同利益及实现共同发展的

行业团体

韩国废弃物协会 www.kwste.or.kr
保护废弃物产业共同利益及实现共同发展的行业

团体

韩国润滑油工业协会 www.kloia.or.kr
保护润滑油产业共同利益及实现共同发展的行业

团体

全国生活废弃物协议会 www.k-inc.or.kr
保护生活废弃物产业共同利益及实现共同发展的

行业团体

韩国氢产业协会 www.h2.or.kr
保护氢、燃料电池产业共同利益及实现共同发展

的行业团体

韩国能源技术评价院 www.ketep.re.kr 包括新可再生能源的能源政策研究机构

韩国能源技术研究院 www.kier.re.kr 包括新可再生能源的能源政策研究机构

能源经济研究院 www.keei.re.kr 包括新可再生能源的能源政策研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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