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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佳能（中国）开展了丰富多

彩的社会责任实践，大大提升了企业的

公众认知度和品牌形象。2016年是

佳能（中国）深化各项工作的一年：深

化社会责任的普及与应用、深化社会责

任管理框架的构建、深化社会责任信息

的传播和品牌形象的建设，成为主动应

用社会责任国家标准的代表和典范，打

造以满足社会需求为导向的可持续性

运营模式，最终获得经济、环境、社会

的多重价值。

共生观点 View

佳能（中国）有限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推进部

佳能（中国）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小泽秀树
携全体员工向大家送上新春祝福

观看祝福短片：

www.cano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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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佳能（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硕果累累

2015年是佳能持续创造感动的一

年，也是佳能（中国）企业社会责任

辛勤耕耘和不断收获的一年。从公益

文化项目“佳能影像发现丝路之美”，

到佳能（中国）CSR推进委员会正式

成立，从《佳能（中国）企业社会责

任报告2014-2015》发布，再到影像

公益再获“10大五星级企业品牌公益

项目”……佳能（中国）展开的一项

又一项创新责任行动，赢得了社会各

界的支持和认可，收获了来自政府、

专业机构和媒体等的多个重要奖项，

而这一切都源于佳能（中国）对企业

社会责任更深入的理解，并将之内化

于心，外化于行，为利益相关方带来

源源不断的优秀实践和感动。

社会责任发展指数持续提高

“金蜜蜂2015优秀企业社会责任
报告”奖

12月3日，由商务部《WTO经济导刊》与中国

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主办、瑞典驻华大使馆和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联合主办的金蜜蜂中国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国际研讨会隆重召开，国内外

政府机构、企业、行业协会、研究机构等300余位

代表齐聚一

堂。报告荣

获“金蜜蜂

2015优秀企

业社会责任

报告”奖。

11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

院发布《企业社会责任蓝皮书

（2015）》。佳能（中国）的社

会责任发展指数获得73.2分，较

责任管理日见成效

佳能（中国）代表参加发布仪式
佳能（中国）代表（左四）参加颁奖仪式

《佳能（中国）2014-2015企业社会责任报
告》评级证书

2014年提高1.7分，在外资企业

100强中排名第8位，在中国企业

300强排名第43位，社会责任管

理、环境、市场发展指数都有所

提升，社会责任管理与实践日益

完善。同时《佳能（中国）2014-

2015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简称

报告）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

学部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的四

星半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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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案例》

积极参与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研讨

12月9日，佳能（中国）的《发现丝

路之美传承民族文化》《关怀员工需求，

打造温暖大“佳”庭》《支持经销商发

展，共筑“责任共同体”》三个责任案例

分别获得商务部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

会外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优秀案例中

的“发展战略贡献”“员工好雇主”与“合

作好伙伴”三个奖项，佳能（中国）成

为入选《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履行社会责

任案例》最多的企业之一。其中“发展

战略贡献”奖是今年特设表彰企业发展

与中国发展战略一致的奖项，充分彰显

出佳能（中国）积极支持国家“一带

一路”战略，助力中国梦的实现。

9 月 2 3 日 ， 日 本 国 际 协 力 机 构

（JICA）中国事务所与北京师范大

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企业

社会责任实践中企业与社会组织的合

作》研究项目中期报告会召开，佳能

（中国）获评优秀案例并作为首位企

精彩聚焦

责任实践屡获好评

社会公益发展稳步提升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企业

社会责任研究中心发布的《企业公益

蓝皮书（2015）》中，佳能（中国）

获得企业公益发展指数评分79.68

分，在外资企业100强排名第3位，

在中国企业300强排名获得第6位，

同时获得“公益典范·最佳企业”

荣誉称号，从2009年延续至今的文

化遗产保护项目同时位列“10大五

星级企业品牌公益项目”。

聚集公益慈善能量

佳能（中国）企业品牌及社会责任部总经理鲁杰
（右二）领奖

“公益典范·最佳企业”证书

佳能（中国）
企 业 品 牌 及
社 会 责 任 部
总 经 理 鲁 杰
发 言

业代表发言，向80余位日本在华企

业的代表、优秀NGO组织代表及

媒体分享佳能（中国）的社会责任

理念及实践。

《企业公益蓝皮书（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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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佳能（中国）社会责任实践满满、收获满满、感动满满，在社会

责任管理、公益、环境、员工等多个领域屡获殊荣，获得内外部利益相关方的

认可和赞誉，这都是佳能“共生”理念的最好体现。2016年，佳能（中国）

将充满激情与活力、以信心与行动继续踏上社会责任实践之路。在新的一年

里，我们期待与各利益相关方携手，继续收获社会责任实践的丰硕成果，共筑

美丽中国梦。

精彩聚焦

影像公益添色彩
11月29日，由民政部民间组织服

务中心和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主办、南

方周末报社承办，以“公益正能量，助

力中国梦”为主题的“穿透力公益之

夜—2015首届中国公益微电影节颁奖典

礼”在清华大学举行，《佳能影像发现

丝路之美——华阴皮影》凭借影像技术

助力文化保护，荣获“优秀影片奖”。 2015首届中国公益微电影节老腔视频获得优秀奖

佳能（中国）代表参加颁奖典礼 “年度环境贡献奖”奖杯

佳能（中国）人力资源战略本部总经理李钧女士
（右五）作为代表领奖

年度最佳雇主20强

“年度环境贡献奖”

12月11日，“智联招聘·2015中国

年度最佳雇主”颁奖盛典在三亚财经

国际论坛举行。佳能（中国）再次荣

膺“2015中国年度最佳雇主20强”，

整体排名第17名，在外资企业排名第

3位，这是佳能（中国）连续第三年获

得“中国年度最佳雇主”的殊荣。近

年来佳能（中国）在人力资源战略方

面的杰出表现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

认可，接连获得“中国最佳人力资源

典范企业百强”、“最佳员工关系管理

典范企业”等多项荣誉。

从2011年开始，佳能（中国）在

全国各类网点设立墨盒回收箱，用以

免费回收处理墨盒，并进行无害化处

理，以及回收利用部分材料。12月

9日，佳能（中国）凭借墨盒回收活

动，在由中国经营报主办的第七届“全

球责任，中国行动”评选中，获得“年

度环境贡献奖”。

激发员工创新活力

发挥环保绿色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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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佳”彩 时值岁末，鉴往知来。2015年佳能（中国）持续强化CSR管理，建立起CSR推进委员

会，形成了由上至下、多层参与的CSR管理体系；紧密结合国家发展战略，发挥专业优势，

开展了一系列责任行动；充分利用CSR报告、专家交流会、CSR专刊等多种工具和渠道，

持续深入地开展利益相关方交流与沟通，传递“共生”理念。

以责任管理为根基

CSR管理是佳能（中国）实现“感动常在”的

前提和基础。2015年，佳能（中国）结合企业实际

情况，完善佳能（中国）2020可持续发展规划和目

标——以佳能影像技术、产品和服务贡献“中国梦”。

2015年5月，佳能（中国）建立起以董事长兼首

席执行官小泽秀树为委员长的佳能（中国）CSR推进

委员会，强化CSR管理框架，形成各业务部门共同参

与、共同发展的社会责任推进体系，促进企业管理提

升。在委员会季度会议的基础上，我们结合CSR最新

发展趋势，特邀CSR

专家分别开展了高层

CSR培训会和CSR

国家标准专项培训交

流会，持续提升每一

位 佳 能 人 的 C S R 意

识，将CSR管理理念

落到实处。

  佳能（中国）的“互联网+企业社会责任”

佳能（中国）紧跟移动互联时代趋势，创新CSR

传播模式，将传统的“平面”传播转化为“屏面”互

动，领先开发H5报告、CSR微刊等移动端传播工具，

及时发布CSR实践信息，让利益相关方实现更为轻松

便捷的阅读与分享，形成佳能（中国）CSR实践的感

动传递。

佳能（中国）CSR报告H5版充分发挥移动端的互动

特性，将平面报告的封面人物形象以立体的声音呈现，

同时巧妙地将“感动常在”的企业理念以互动方式呈

现，深化利益相关方对佳能（中国）CSR理念的认识。

在日常沟通方面，佳能

（中国）创新开发CSR微

刊，以图文并茂、简洁明

快的阅读模式，为读者呈

现CSR实践的精彩内容，

凸显佳能（中国）的影像

技术特点。

常态化、专业化的交流互动

佳能（中国）重视打造畅通、高效的利益相关方沟

通渠道，主动回应利益相关方期望和诉求。2015年，我

们进一步夯实并拓展内、外部沟通平台，实现利益相关

方沟通多元化、共享化。

我们坚持开展日常CSR的沟通与交流，及时与利

益相关方分享佳能（中国）最新的CSR实践，在提升

企业透明度的同时赢得利益相关方的理解与信任。借助

CSR报告的编制契机，我们对内、外部利益相关方开

展了多层面、大范围的调研访谈和问卷调查，从直接、

真实的反馈意见中发现未来CSR工作的努力方向。在

CSR报告发布会上，

我们通过与专家的面

对面沟通，不但了解

了CSR领域的最新趋

势，更得到了专家对

佳能（中国）CSR实

践的专业评价。

——佳能(中国)2015年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大盘点

佳能（中国）CSR推进委员会高层
培训会合影 CSR专家沟通会 CSR报告H5版

精彩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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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能（中国）举办经销商大会校园招聘宣讲会上应届毕业生与佳能（中国）员
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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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区域总部和东北区域总部

的成立、中欧物流“新丝路”线路

的开通、“Mr. Color色彩达人”等产

品和解决方案的推出，以及ATPP

服务模式的升级……佳能（中国）

用先进的影像技术及创新性的服务

解决客户困扰，为其带来工作与生

活模式的转型。对接移动互联时代

的发展，佳能（中国）会为客户创

造更加智能、多元、高效、便捷、

舒心的生活。

校园招聘宣讲会、多样化的

人才发展项目、国际人才交流项

目……佳能（中国）不断为员工

提升能力素质、开阔国际化视野

提供各个方面支持。同时，佳能

（中国）开展“员工开放日”等员

工关怀行动，并组织员工参与大众

体育活动，增强员工和家属对佳能

（中国）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打造

和谐温暖的大“佳”庭。

“ 为 绿 色 而 行 动 ” 是 佳 能 的

环境愿景，佳能（中国）将这一环

保理念贯彻到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

中，并积极开展产品节能环保认

证，参加中国节博会等交流活动，

组织开展“地球一小时”环保公益

活动等，最大限度降低环境负荷，

引导公众生活方式向绿色低碳、文

明健康的方向转变，营造绿色健康

的生活环境。

与伙伴打造“责任共同体”、

“命运共同体”是佳能（中国）一

直以来追求的目标。佳能（中国）

在2015年持续推进ZD（零不诚

实）文化，开展形式多样的经销商

大会，举办“精英汇”等活动，为

经销商伙伴提供专业性、针对性的

培训支持，同时深化与战略伙伴的

合作，以体系化管理和专业化支持

带动伙伴成长，共同打造高品质的

责任产业链。

佳能（中国）西北区域总部
首席代表中岛贵生致辞

中国节博会展会参观者体验
佳能打印机产品

客户 环境

员工 伙伴

责任
行动

精彩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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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ighting You Always（感动常在）”表达了佳能以感恩与关怀

之心为广大用户不断奉献的心愿。佳能不仅为用户提供先进的影像技术

和优质的影像产品，更全心全意关注并捕捉用户需求。通过每一次与用

户交流的点滴努力，为用户提供温暖、贴心的服务，让感动常在。

精彩聚焦

坚持不懈的追求——“感动常在”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佳能希望每一个人都能用手中的相机记录

工作生活中美好瞬间与感动温暖，并将这份感动传递给更多的人，让我们

每一个人留存感动，变得更加快乐和幸福。

负责任行动的真情流露

共鸣传递感动

2004年佳能开展“顾客满意”

的系列活动，时任佳能新加坡董事

长 的 小 泽 秀 树 也 在 思 考 还 应 该 有

比“满意”更强烈的东西。想起“非

典”期间，曾经有眼中含着泪购买

佳能产品的顾客，小泽先生知道这

是顾客对佳能负责任行动的真情流

露，这就是佳能一直追求的目标——

“Customer Delighting”。从2005年

开始，“Delighting You Always”成为

佳能亚洲营销集团的企业标语。在

中国，经过10多个提案的探讨，最

终将“Delighting You Always”翻译

成“感动常在”，大家觉得翻译得十

分贴切，有一个触动内心的感觉，能

够让大家产生更大的共鸣。

感动不分时间、不分地域，是每

一个人都在追求的一种情愫。十年

来，“感动常在”已经融入到每一

个佳能人的血液之中，佳能也为利

益相关方带来越来越多的“感动”

产品和服务，“感动常在”已经成

为佳能（中国）品牌的代名词，深

入人心。

2015年，正值“感动常在”标

语发布十周年之际，佳能在全亚洲范

围内开展了“感动常在”主题歌词征

集活动，最终由马来西亚员工亲自作

词的歌曲成功当选。佳能希望“感动

常在”主题歌曲不但能够增强员工认

同感和企业凝聚力，更能够像歌中唱

到的一样——“捕捉精彩瞬间，留存

美好记忆”，用美妙的歌声、优美的

旋律将“感动常在”的精神传播、感

染到更多的人。

佳能“感动常在”主题歌曲节选

Delighting You Always
Come and see, our beautiful world

Let’s capture moments
And preserve memories

Making them last forever

扫一扫，听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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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影像的感动，第八届佳能“感动典藏”摄影大赛圆满落幕

感动特别奖：

第八届佳能“感动典藏”摄影大赛十佳摄影师获
奖者与颁奖嘉宾合影

现场观众欣赏获奖作品

2015年12月1日，第八届佳能“感动典藏”摄影

大赛颁奖典礼在北京798艺术区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举

行。本届大赛吸引了超过18万人参与，共收到逾48万

幅高质量参赛作品，评选出专业组、大众组、打印组以

及特别感动奖等共14个奖项、93组获奖作品。中国摄影

家协会副主席王文澜、新华社摄影部副主任丁玫、以及

佳能（中国）执行副总裁小川一登等嘉宾出席了颁奖典

礼，并为获奖者颁奖。

自2008年第一届佳能“感动典

藏”摄影大赛举办以来，佳能将“传

递影像的感动”作为赛事的核心宗

旨。8年来，超过1100万人通过这一

平台分享并传递了他们眼中的感动，

激发出源源不绝的正能量。第八届佳

能“感动典藏”摄影大赛于2015年5

月5日正式启动，历时七个月圆满落

幕，这期间涌现了大量的优秀作品，

现在就随我们一起来感受影像传递的

故事与美好吧！ 获奖作品：

入选理由：“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年
迈的老母亲或许已经看不清报纸上的字，但
在为孩子缝补衣服时依然能缝的精致仔细。
一言一语尽是牵挂，一针一线满怀爱意。

曹静彬 《慈母手中线》

佳能（中国）执行副总裁小川一登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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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组——人文类金奖：

王中《水云间》

专业组——新闻类金奖：

张由琼 《古国之殇》

更多精彩内容请点击：http://www.canon.com.cn/contest

专业组——生态类金奖：

方平 《夕阳晚唱》

专业组——风景类金奖：

王晓东 《梦回紫禁城》 陶奕燃 《镜中窥铁》

高校专业组金奖： 青少年专业组金奖：

袁诗然 《雪国列车》

影像不仅仅是图像的

呈现，它记录的是每个画

面中的故事、故事背后的

情感和情感中的感动，它

传递的是多年后再次翻阅

这张照片时内心涌出的美

好感触。佳能一直以来都

致力于通过提供优秀的影

像产品、先进的光学技术

以及无微不至的服务，将

感动带给更多的用户。

佳 能 “ 感 动 典 藏 ” 摄

影大赛将会持续举办下

去，为用户搭建传递感

动的平台，为推动中国

影像文化的普及和发展

贡献积极的力量。

 佳能有言：

佳能（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专刊 9感动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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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感动瞬间”

感动视觉

——广州分公司再次出发送上“幸福大片”

全体参加拍摄活动的摄影师和畲族村民合影留念

左图：影棚和打印设备刚搭建好，大家从四面八方赶来，争着要成为第一个入镜的人，小朋友们身着印有
凤凰图案的民族服装，落落大方站成一排
中图：老人拿着一张自己的照片向旁人展示
右图：通过佳能彩色喷墨打印机，一张张洋溢着新春气息的全家福照片打印出来

当畲族群众拿着自己及家人的照片，接过挂历、文具、春

联等礼品在现场喜笑颜开的时候，浓浓的年味提前在畲族

村寨弥漫开来

“送幸福大片”是开始于2011年1月21日免费为当地村民拍摄“全家福”的活

动，随后逐渐延伸为新春送祝福、送温暖的活动。活动现已连续举办了6年，每年

佳能都和著名摄影记者、知名摄影家为大家拍摄“幸福大片”。

在为村民拍照、打印照片之

余，佳能（中国）还为村民们准

备了丰厚的礼品，为学生准备了

书包文具，为畲族群众准备了

150幅春联、60幅挂历，还有适

合老人在冬天使用的保温水瓶、

套装饭盒等。此外，摄影小分队

现场打印装裱镜框，送给村民们

的照片达200多幅。

“送幸福大片”活动再一次见证了影像的神奇魅力。相机和打印机不

但是记录村民欢乐面孔、感动瞬间的工具，更成为了传递快乐与幸福的纽

带，透过一张张照片将“感动”、“幸福”传递下去。佳能的“送幸福大

片”活动也会持续举行，为社会送上温暖感动的正能量。

 佳能有言：

“看着大家拿着照片以及我们提供的礼物,个个喜笑颜开,我自己也觉得

心里暖暖的!”

——张紫霓  佳能（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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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佳能工厂是什么样子吗？佳能在华生产企业的员工通过一篇小

故事告诉我们，虽然天气越来越冷，但是工作和生活可是充满感动与温情

的，而这些温暖正是来自于佳能在华生产企业对员工的真诚关怀。佳能在

华生产企业不仅为员工提供完善的基础设施，更着力营造团结互助的工

作、生活氛围，让员工切身感受到如家的温暖。

在我们每天点点滴滴的工作中，其

实有很多让我们感动的事情。感动，不

是什么大恩大惠，也不是什么惊天动地

的事情，而往往是风平浪静中偶然的和

风细雨。一件事，甚至是一句话，也会感

动人的肺腑，如沁人心脾的甘泉。畅饮

甘泉，我们的内心会变得澄澈而又明亮！

其实佳能给我的感动挺多的，记

得那时我刚来到这个大家庭，看到整齐

明亮的宿舍大楼，门上竟写着：“辛苦

了，欢迎您回家！”看着这句话我感到

我的小感动
文 / 姚兰    佳能（中山）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特别的温暖，因为工厂给人的感觉总是

枯燥无味的，但看到这一幕让我有一种

家的感觉。

刚上夜班的我，身体有点不适

应，吃完宵夜后胃特别疼，本来想着

坚持下就没事了，可越来越疼。想起在

之前工厂的经历，这样的事就只能是请

假自己去看医生了。我找到班长说要请

假，她看我脸色不好，立刻放下手头的

工作，过来问我哪里不舒服，要不要去

医务室看一下。刚来这里的我，还不知

道有医务室。而班长在问过我知不知道

怎么走后，看我疼得厉害，就叫了一个

同事陪我去，当时我真的好感动！

在员工身体不舒服时，得到的不是

冷漠，而是关心。在这个陌生的环境，

在这个孤独的异乡，有一个企业，培养

着这么一群心中有爱的管理人员，我顿

时很庆幸自己进了一个这么好的企业，

突然电视里传来一句话：“佳能，感动

常在！”

自从有了第一台相机——500D后，对摄影的热爱就没停止过。一次偶

然的机会，投稿了一张乌兰布统拍摄的照片，就选中上了去年的台历。

谢谢佳能，感动常在！

——微博网友 尼采的视觉小屋

来自Canon佳能官方微博、官方微信粉丝的故事

大四的时候男朋友送了我人生中的第一部单反，佳能550D。几年间，

我俩带着我的550D和他的50D从南到北，从国内到国外走过了无数美

景。如今男朋友已经晋升为老公，我感谢这一路有他的陪伴，更感谢佳

能记录了我们的每一个美好瞬间。未来，我们会一直牵手旅行。佳能，

感动常在。

——微博网友 哦鱼鱼鱼

一年前购入70D套机，因为爱好，因为考学。佳能相机带给了我很多很

多，记录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希望自己高考顺利，摄影之路一路前行。

因为有佳能，因为感动常在！

——微信网友 流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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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能中欧铁路物流线路开通——打通“新丝路” 开启物流新旅程
2015年11月，佳能正式打通新一条全球化的物流线路——中欧物

流“新丝路”线路。与现有的海运及空运相比，中欧铁路物流线路提

高了运输效率、节约了运输成本、降低了二氧化碳排放，在促进佳

能“全球化”进程的同时，快速响应并满足用户需求，同时有效缓解

了物流过程中对环境的污染。

“佳能北大奖学金”连续18年为
优秀学子提供教育支持

2015年12月4日，佳能（中国）参加2015年

度“佳能北大奖学金”颁奖典礼，为20名来自数学、

物理等专业的优秀学子颁奖。佳能（中国）于1998年

捐款5000万日元作为“北京大学佳能奖学基金”本金，

微 评 ： 人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

源，佳能（中国）通过校企合作，为广大学生

科研治学提供资金援助和支持，同时为学生提

供就业和实习机会，激励学生将所思所学用于

社会实践，为优秀人才搭建梦想的舞台，为中

国人才的培养和发展持续贡献力量。

佳能眼底照相机助力糖网病等眼部疾病筛查
2015年12月9日至12日，佳能携免散瞳数字眼底照相机CR-2参展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第十九次全国学术会议，为糖尿病引起的眼

部并发症——糖网病的筛查提供高水平解决方案。凭借高品质图像处

理能力、即拍即得的成像技术、无痛无创的诊断体验等，佳能眼底照

相机获得众多糖尿病专家和医务工作者的肯定。

微评：佳能将领先的影像技术应用于糖网病等常见疾病的诊断，通过医疗技术和产品创新不断

为用户带来更加精准、高效、安全的诊疗体验，同时通过与国内医学界的广泛交流使眼底检查得

到更大范围的传播与推广，为我国糖网病的早期预防发挥积极作用。

微评：作为一家全球化生产、全球化销售的企业，佳能积极对接并支持中国“一带一路”发展

战略。中欧铁路物流线路的开通进一步推动佳能联通中国和欧洲市场，并实现更加可靠、高效、

低碳的全球性物流体系，满足用户日益多元化、高效率、低成本等多样性需求。

佳能中欧铁路物流线路首发式

颁奖现场合影（左四为佳能（中国）人力
资源战略本部总经理李钧）

并设立“佳能北大

奖学金”，旨在鼓

励学生在校期间开

展科研、提出具有

创新性的学术观点

和学术成果。18年

来，已为779名学

子提供支持。

佳能免散瞳数字眼底照相机C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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