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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履责道路上，佳能（中国）
秉承“共生”的理念，不忘初心，
支持行业伙伴，为员工创造良好
工作环境，取得了一项项丰硕成
果。在生物多样性、促进经济发
展、共建和谐消费环境等方面贡
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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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川异域 风月同天
第31届“佳能杯”日语演讲比赛成功举办

12月2日，第31届“佳能杯”日语演讲比赛在大连成功举办。大连市市长陈绍旺、佳能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执行董事小泽秀树等嘉宾亲临现场，共同见证了比赛盛况。

大连市市长陈绍旺为大学日语专业组获奖选手颁奖

“佳能杯”日语演讲
比赛是一项坚持举办了31
年的日语演讲赛事，在本
届赛事的决赛现场上，12
名晋级决赛的选手面向
500余名观众进行了精彩
的日语演讲。经过评审组
的综合评分决出了获奖选
手。获奖选手们当天进行
了分享表演并接受颁奖。

自1990年开始，佳能
大连以中日友好城市——
大连为基地，连续多年开

展“佳能杯”日语演讲比
赛，为此成立专门项目组
负责预赛、复赛及决赛的
运营和资金支持，并在决
赛现场负责会场企划、运
营、接待和对接等整体统
筹工作。迄今为止，活动
吸引了超过16万人次参赛
者，并支持90余名优秀获
奖选手赴日短期研修，已
成为促进中日两国民间文
化交流的标志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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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给全
球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沉重打击，
中日两国作为“一衣带水”的近
邻和合作伙伴，彼此给予了宝贵
支持。“佳能杯”日语演讲比赛
在疫情背景下依然坚持举办，充
分体现了疫情无法阻断两国人民
友好交流沟通的愿望，也承载了
佳能多年来对中日友好关系的期
盼和支持。

‘佳能杯’日语演讲比赛
在大连已经举办了31届，感
谢佳能在疫情中仍然守望相
助，给予大连经济、教育等
各方面发展大力支持。

佳能很荣幸能够在大连市政
府以及广大院校的全力支持下，
将‘佳能杯’日语演讲比赛举办
至今。这一赛事推动并见证了中
日民间文化交流不断向前发展。
即使今年情况特殊，佳能也希望
积极开展更多社会贡献活动，为
增进中日两国友谊贡献力量。

——佳能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执行董事 小泽秀树

——大连市市长 陈绍旺

“佳能杯”日语
演讲比赛已成为大连
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中
日文化交流活动。该
项赛事不仅为广大日
语学习及爱好者搭建
了一个互相交流切磋
的平台，更培养了大
批优秀日语人才，为
增进中日两国民间文
化交流贡献力量。

现场观众认真聆听参赛者演讲参赛选手为现场观众献上了精彩的日语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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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共生 春华秋实
——佳能（中国）位列2020社会责任发展指数外企十强

11月13日，以“凝心聚力，共担责任”为主题的“第三届北京责任展暨《企业社会责
任蓝皮书（2020）》发布会”在京召开，国务院国资委、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北京师
范大学、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韩国驻华大使馆、行业协会代表、优秀企业代表等
各方嘉宾共200余人出席本次展会。

会上，百人论坛秘书长、
中国社科院教授钟宏武发布
《企业社会责任蓝皮书
（2020）》。《企业社会责任
蓝皮书》作为连续12年开展的
研究，2020年进一步优化评价
指标，对国有企业100强、民
营企业100强、外资企业100强、
中央企业以及20个重点行业企
业的社会责任管理水平与社会
责任信息披露特征进行了系统
分析和评价。

在此蓝皮书社会责任发展指数评
价中，佳能（中国）获得67.3分，在
外资企业中排名第8位。

佳能（中国）代表（右四）上台领奖



由北京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北京宣武青少年科技馆、北京
动物园、北京爱鸟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2020北京秋季观鸟月”观鸟摄影大
赛颁奖典礼在北京动物园科普馆举行，20个观鸟及摄影奖项现场揭晓并颁奖。自然飞羽鸟
类主题摄影展也同期在北京动物园科普馆开幕。

用影像记录自然生态 用镜头延长春天
——“北京秋季观鸟月”活动

影展为期一周，展
出获奖及优秀鸟类摄影
作品80余幅。作为
“2020北京秋季观鸟月”
系列活动的支持企业，
佳能（中国）通过组织
鸟类外拍、观鸟科普等
形式活动积极参与其中，希望用影像这一特
殊形式，拉近公众与自然生态的距离，倡导
公众拍鸟、观鸟、爱鸟、护鸟，推动自然保
护事业发展。

获奖作品欣赏

颁奖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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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佳能一直积极致力于面向公众进行拍鸟、观鸟、爱鸟、护鸟相关活动的推
广和生态环境保护事业的建设。特别是针对大中学生群体，开展了多种多样的生态影像记
录活动，鼓励学生群体从小培养拍鸟、观鸟、爱鸟、护鸟的兴趣意识。未来，佳能也希望
能鼓励更多人拿起相机，拍摄记录鸟类以及更多生态主题照片及视频，借助自身优秀的影
像产品和技术，在这一领域持续做出贡献。

作为“2020北京秋季观鸟月”活动支持企业，
佳能也在活动期间，支持了北京圆明园、北京野鸭
湖湿地公园拍鸟观鸟等相关主题活动。佳能（中国）
深刻认识到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除了支持此次
“2020北京秋季观鸟月”活动外，佳能在公司内部
也多次组织员工进行观鸟，建设专门的网页介绍观
鸟、拍鸟相关信息。此外，佳能还利用世界环境日
等契机，在公司内举办鸟类摄影比赛、环保知识问
答等各类宣传活动，营造良好的环保氛围。

“观鸟月”活动参与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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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日，佳能（中国）有限公司正式宣布推出全新智能IT解决方案——“佳创空间”
（Smart Workspace Solution）。基于“笑脸识别”的特色技术，“佳创空间”可以实现
笑脸门禁和考勤、笑脸测温、笑脸会议室预约、笑脸访客登记及笑脸打印5大基本功能，可
以提供充分满足用户需求的解决方案。

“笑脸”面对后疫情时代
——佳能发布“佳创空间”智能IT解决方案

“佳创空间” 构建了高度定制化的智能化空间管理体
系，适用于各类规模的企业、政务大厅、医院、学校、银
行等机构，以及餐厅等商业服务场所。

基于“感动常在”的企业文化，佳能始终提倡“大笑”
“大健康”的理念，在后疫情时代更希望能够带给大家欢乐
和健康。因此，在“佳创空间”智能IT解决方案中特别融入
了笑脸识别的全新体验，希望能够用笑容让大家放松身心，
获得健康，从而营造更加愉快的工作氛围，提升效率。并让
用户能够从工作和生活中感受到更多的快乐与感动，创造更
多正能量、“佳”能量。



在近日举办的2020广州马拉松赛中，
佳能（中国）作为本届赛事的支持商，举
办了以“佳能粤跑悦健康”为主题的系列
活动，通过体验悦跑拍摄、组建佳能跑团
等方式，传递佳能“大笑”“大健康”的
企业文化，将积极、健康的“佳能量”注
入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中。

本届广马赛事期间，佳能充分发挥影
像技术优势。观众在佳能展区可以体验到
包括EOS R5/R6全画幅专微、EOS M50 
Mark II微单、PowerShot ZOOM新概念单
眼望远镜相机等在内的新款佳能影像产品，
同时，观众还可在现场的创意拍照墙进行
打卡拍照，并通过佳能PIXMA TS8380喷墨
照片一体机、SELPHY CP1300小型照片打
印机等输出精美的广马主题相片作为留念。

佳能影像助力广马 传递“大健康”

佳能展台观众专注体验EOS R5等影像新品

此次佳能赞助2020广

州马拉松赛，向华南
消费者传播了影像文
化，传递佳能“大笑”
“大健康”的企业文
化，同时也为推动华
南地区全民健身普及
和体育运动推广做出
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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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能香港义务清除有害薇甘菊 保护生物多样性

佳能秉持 “共生”的企业理念，积极履行社会企业责任，
并且尤其关注环境保护。自2003年起，佳能香港已成为世界自然
基金会香港分会 (WWF-HK) 的会员，身体力行参与了各项WWF-香
港举办的大大小小不同的绿色减碳活动，除了希望利用企业的影
响力去推动公众一同关注环保外，更希望可以由内部着手，鼓励
及教育员工一同实践绿色生活。

其中一项措施就是通过接触大自然来加强环境保护的意识，
因此佳能香港企业义工队于10月17日响应了WWF-香港的义工服务
邀请，共有24位员工及家属到访其管理的米埔自然保护区，合力
清除有“植物杀手”之称的外来入侵性攀藤植物——薇甘菊，认
识及了解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及其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植物杀手”一直威胁着保护区内的湿地系统，它在香港没
有天敌，因此生长速度惊人。薇甘菊的存在是绝对威胁本土植物
的生存，进而影响该地的生物多样性及生态平衡，破坏力不容小
觑及忽视。WWF-香港职员表示，现时最安全及无害地控制薇甘菊
的方法是依靠人手定时清除，以减慢它蔓延的速度，佳能香港企
业义工队对获邀可以身体力行维持米埔保护区内生物多样性出一
分力表示欣慰，并对自身实行绿色生活的决心有所提升。



来自马来西亚伯乐大学学院的三名优秀学生，获得了2020年“佳能种子基金”的奖学金。这是佳
能马来西亚连续五年开展此项目。

这项基金旨在为学生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是佳能马来西亚和马来西亚伯乐大学学院于2016年
建立的5年学术合作计划的一部分。除了这项资助外，佳能马来西亚还致力于为伯乐大学学院校区提供
佳能的最新产品和技术，以继续提升学生的学习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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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能马来西亚连续五年资助优秀大学生

“在佳能，我们的企业理念是
“共生”，意思是‘为共同的
利益而生活和工作在一起’，
是我们回馈社会的指导原则。
今年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具有挑
战性的一年，特别是对那些还

——佳能马来西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Andrew Koh

在坚持学业的人。与过去的几年一样，我们很高兴与马来
西亚伯乐大学学院紧密合作，帮助才华横溢的学生实现他
们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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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7日，佳能大连代表一行三人前往普兰店
区乐甲满族乡中心小学，代表公司为老师和学生们
送去了20台电脑台式机及100把折叠椅。

公司通过大连团市委希望办得知普兰店区乐甲
满族乡中心小学迫切需要电脑用于老师办公及学生
微机课，于是马上决定将闲置的20台电脑捐献给该
校，并将100把椅子送给学校，用于学生运动会及
美术写生。

捐赠仪式上，学校领导代表老师和学生们对佳
能大连的援助表示了衷心的感谢，同时表示要孩子
们心存感激，努力学习，最后回报社会，贡献国家。

仪式过后，佳能大连代表还为同学们上了一堂
生动的环境保护及摄影技巧小课堂，学生们一双双
热情、阳光、充满好奇的眼睛彰显了他们对新鲜事
物获知的渴求。

佳能大连今后会继续在社会贡献、援助教育的
道路上前行。

佳能大连办公设备有限公司援助普兰店小学校

环境保护小课堂 摄影技巧小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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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能珠海有限公司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2020年新冠疫情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持续性影响。为了确保急需
输血救治的患者能得到及时的血液供应，公司响应珠海外商投资企业
协会的倡议，积极组织员工参与珠海市第五届“爱无边·情无限”无
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公益活动。活动两天，135名员工共计献血
38450毫升，体现了佳能员工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和担当。

佳能（苏州）有限公司工会筹建第二个妈妈驿站

为了给哺乳期的妈妈们一个安全私密、干净舒适的环境，佳能（苏州）
工会特地筹建了第二个妈妈驿站。新妈妈驿站内，用软帘沿墙隔出若干个
“格子间”，可同时容纳18位妈妈。每个“格子间”内都配备了单独的电
源插座、小桌板和舒适的软椅。布帘拉上，就是一个独立的“小房间”，
给妈妈们提供了一个安全而又私密的空间。与老驿站相比，新驿站内还专
门设置了内部清洗台，便于妈妈们清洗用具。清洗台右侧就是专门给妈妈
们准备的热水炉，满足妈妈们给奶瓶高温消毒的要求，左侧的无霜冰箱又
可以保证宝宝们的“口粮”安全无忧。新驿站内，还特地设置了两个小圆
桌，在此等候进入“小房间”的妈妈们可以稍事休憩，交流育儿经，翻阅
育儿书籍等。新妈妈驿站于2020年10月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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