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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能送“幸福大片”进农村
2013 年 1 月 26 日，佳能（中国）广州分公司开展了送“幸福大片”进社会主义
新农村的社区服务项目。2011 年，佳能（中国）曾为粤北贫困山区群众拍摄“全家福”，
该活动在全国引起广泛关注。此次，佳能与广东新快报社、广东省摄影家协会联合主
办的“送幸福大片”摄影组一行 15 人再度携手启程，奔波 500 多公里，抵达广东茂名、
阳江等地为当地村民拍摄“全家福”，并在现场将照片打印出来，装进精心制作的相
框送给了村民们。

佳能产品入选第十三期节能和第十一期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
一直以来，佳能都重视节能与环保产品的研发，并将此作为重要的企业责任。
2013 年 1 月 31 日，财政部和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布了第十三期节能产品政府
采购清单，同时财政部和环境保护部联合发布了第十一期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
佳能近百个型号的打印机、复印机、多功能一体机、传真机、投影机产品再次入选节能
清单，打印机、复印机、多功能一体机、传真机、鼓粉盒产品再次入选环境清单，此次
入选也证明了佳能在产品特性及在环保节能领域的努力得到了政府的认可。

佳能（中国）官网移动终端
版正式发布
为了给佳能用户提供更便
捷的服务，更好地履行佳能的市
场责任，佳能（中国）于 2013
年 2 月， 正 式 宣 布 佳 能 移 动 终
端版官方网站已上线，移动终端
用户可直接通过佳能的官网网址
www.canon.com.cn 浏 览， 查 询
相关信息。该移动终端版官方网
站除了现有的购买指南、售后服
务等服务内容以外，2013 年陆
续还将推出利用移动互联网的特
性，通过判断客户地理位置推送
具有针对性的定制内容和服务的
功能，以期完善服务网络、提高
服务质量。同时，佳能还将在移
动终端版官网上传播企业社会责
任的内容，以宣传佳能的 CSR
理念。

“佳能交流空间 ∙ 北京”全新开业
为了让用户在更丰富的办公整体解决方案中获得高效、
便捷的体验，2013 年 2 月 25 日，佳能（中国）有限公司北京
交流空间全新开业，宣布将在 2013 年加速“色彩 + 方案”双
动力引擎商务市场战略实施，着力为用户构筑引领未来趋势的
“智慧办公室”，进一步帮助商业用户实现效率提升及整体成
本的降低。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王秀云、佳能（中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小泽秀树、佳能（中国）有限公司高级
副总裁渡边秀一、佳能（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高桥充夫等出
席了战略加速及全新佳能交流空间 ∙ 北京开业仪式。

佳能参加 2013CP+ 国际摄影器材与影像展览会
佳能一直致力于为用户提供学习影像技术、交流影像乐趣的平台，以传播影
像文化为己任。2013 年 1 月 31 日 -2 月 3 日，佳能参加了 CP+ 国际摄影器材与
影像展览会，以 “一切为创作而生”为主题，通过展示几乎全线的影像器材产品，
以及长达半个多世纪积累下来的各种光学镜头技术，为观众提供美妙、丰富的体
验。观众不仅可以亲手试用现场的产品，还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提供细致认真的介
绍。在展会现场，佳能提供免费的 EOS 摄影讲座，展示了佳能 CINEMA EOS
SYSTEM 拍摄的 4K 数码电影的片段，以及摄影家使用全新的 EOS M 拍摄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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