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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能(中国)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在整个佳能集团的全球化发展蓝图中，佳能（中国）无疑是浓墨重彩的

一笔。佳能在了解中国、融入中国、扎根中国的风雨历程中，始终不忘初心，

为中国社会源源不断提供先进的影像产品与服务，创造价值和感动。时至

今日，佳能（中国）已经建成包括东北、华北、西北、华东、西南、华南6大区域

总部在内的31个分支机构。面临持续的“市场寒冬”，佳能员工与经销商等合

作伙伴团结一心，勇于挑战，终于保持了业绩的稳健。我要衷心地感谢每一

位朋友对佳能的支持与厚爱！谢谢您！

 目前，全球经济缓慢复苏，稳中有进。我们欣喜地看到，随着人民币国际

化进程加快，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设立，“一带一路”战略的启动，以中

国为代表的亚洲在国际经济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越来越不容小觑。另一方

面，随着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用互联网连接的IoT（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

技术的飞速进步，中国的产业格局和商业模式正在被不断重塑。中国近3亿

中产阶层的崛起更是直接带来了旅游、健康、娱乐等市场需求的激增。我相

信并期待，佳能定能凭借影像技术的核心优势，抓住时代的机会，挑战实现

新的突破与成长。

 所以，佳能在亚洲提出了“Closer & Connect（纽带）”的核心理念。

佳能将继续开发新市场、创造新用户，保持B to C业务领域稳步上升的同时，

加速推进B to B业务领域的增长。佳能更希望通过佳能博览会等一系列贴

近市场和消费者的品牌活动，将“感动常在”的企业口号和精神传递到中国

的每一个角落，传递到您的心中。

 佳能深知自己作为企业公民的使命和职责，秉承“共生”的企业理念，

佳能竭力回馈中国社会，制定“影像公益”战略，在环保、文化、教育、人道援

助等多个领域积极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佳能的付出换来了社会各界的肯

定与鼓励，也激励着我们在公益事业的道路上继续砥砺前行。

 回首过去的近20年，佳能（中国）始终满怀激情，顽强进取，经受住了重

重考验，是您的陪伴与支持让我们越来越好。我恳请您一如既往地关注和支

持佳能（中国），我们将以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回馈广大消费者，与中国社会

携手共进，共享未来。

董事长致辞

从2005年开始，“Delighting You Always(感动常在)”成为佳能

亚洲营销集团的企业标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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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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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能的企业理念为“共生”。

在这一理念之下，我们不拘泥于文化、习惯、语言、民族等差异，努力建设全人类永远“共同生存、共同劳动、幸福生活”的社会。

但由于贸易失衡、资源分配失衡、地球环境等等因素，目前地球上还存在着阻碍共生的各种失衡问题。

佳能通过共生的实践，致力于消除这些失衡现象。

作为一家真正的全球化企业，不仅与顾客、当地社会，还要与各个国家、地区、以及地球自然环境建立良好关系，同时承担社会责任。

佳能以“促进世界繁荣和实现人类幸福”为目标，朝着实现共生的方向正在不断努力。

佳能长达70余年的发展动力，

来自于创业以来代代相传的佳能企业DNA，

即“以人为本”、“技术至上”、“顽强进取”的精神。

作为创新型企业起家的顽强进取的性格，

以及凭借自身技术力量始终追求差异化的姿态，

渗透到了每一个角落，

始终不断地为社会提供新的价值。

而支撑它的就是实力主义、

健康第一主义等以人为本的姿态。

为了今后一百年、二百年的持续发展，

佳能会一如既往地将此企业DNA不断传承下去。

企业的DNA(基因)

共生理念

佳能
企业DNA

三自精神

2015佳能集团概况

营业额: 314.07亿美元

合并结算子公司: 317家

员工人数:189,571人

三自精神是佳能行动指针的原点。

从公司创业之初延续至今的“三自精神”

是指“自发、自治、自觉”。

对于在传承企业DNA的同时力争成为全

球优良企业的佳能而言，

至今也是最重要的指针。

自发 是指做任何事情都应采取积极、主

动的态度。

自治 是指自我管理、自我约束。

自觉 是指应充分认识自己的立场、角色

和作用。

以人为本

技术至上

顽强进取

全球优良企业集团构想

卓越·造不凡

KYOS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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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数据有效期截至2015年12月31日

* 各事业领域的营业额，由于存在部门之间的抵消-2.6%，所以总和不是100% 。

在总营业额中占比(%)各地域营业额

欧洲

美洲

日本

亚洲/大洋洲

日本

在总员工人数中占比(%)各地域员工人数

亚洲/大洋洲

欧洲

美洲

影像系统产品

在总营业额中占比(%)各业务领域营业额

办公产品

产业设备
及其它 13.8%

第一阶段
1996-2000

以实现“整体极佳”和“利润
优先”为目标，开展现金流经
营以及业务的选择与集中，
同时开始生产革新、开发革
新等众多经营革新活动

第二阶段
2001-2005

力争“所有主营业务世界领
先”顺应时代的潮流，推进产
品数字化，进一步增强产品
竞争力。遍及全世界的各集
团公司进行各式各样的经营
革新，进一步完善企业体制。

第三阶段
2006-2010

进一步巩固既有业务，扩大
新业务，推进新成长战略，为
了实现及时应对经营环境剧
变的实时管理，强化供应链
管理和IT革新。

第四阶段
2011-2015

经营方针转为扩大事业规
模，在优化财务状况的同时
积极采取并购措施，以构筑
成为未来飞跃发展新动力的
事业基础。

提出“实现战略大转型、挑战新发展”的
基本方针，制定了7项主要战略。

 构建成本率45%的新生产系统 
 强化扩大新事业和能够创造未来的业务
 抓住市场变化重新构建全球销售网络
 通过开放式创新增强研发实力
 建立能够适应全球性发展的、
 具有活力的世界三极体制
 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国际化人才
 进一步发扬佳能企业精神，
 使其成为新发展的基础

第五阶段
2016-2020

1
2
3
4

6
7

5

为了成为受到世界人民喜爱与尊敬的、真正的全球优良企业集团，佳能自1996年起推进中长期经营计划“全球优良企业集团构想”。 

第一、二、三、四阶段已经稳步实施，从2016年起开始进入第五阶段。佳能制定了七项主要战略，采取各种措施向本年度的目标发起挑战。



尽享感动(影像系统产品)

从何时起，我们渴望回忆过往的美好？

从发现感动的瞬间开始。

佳能从输入到输出的影像产品与技术，

帮助每一个家庭记录点滴生活，珍藏感动瞬间

激发•影像创作

珍藏•影像美好

CANON CHINA INTRODUCTION 4-5

产品·展精彩

ENJOY

佳能丰富多元的影像输入设备，让人们能够随时随地发现生活中的美，并用自己独特视角加以

诠释和创作，2016年佳能EOS 5D IV的诞生也成为佳能数码单反相机EOS 5D系列历史上的

一次重要的突破。为了进一步帮助摄影爱好者们互相分享交流，佳能还发布了一款集专业性与

趣味性于一身的影像信息应用“大影家”，开启人们通往“影像达人”的大门。

佳能帮助向往美好的人记录生活乐趣的同时，提供更方便快捷的家用打印设备。小型照片打

印机炫飞、喷墨打印机腾彩，都让爱生活的摄影爱好者们，镌刻身边的精彩瞬间，随时珍藏属

于自己的感动时刻。



轻松办公（办公产品）

从何时起，我们感受到工作可以如此便捷？

从智能、无线的办公操作开始。

佳能人性化的办公解决方案，全方位满足办公需求。

让工作轻松起来，佳能始终是职场人士的好伙伴。

追求•轻松办公

助力•行业办公

产品·展精彩

ENJOY
CANON CHINA INTRODUCTION 6-7

佳能深入了解中国商务办公市场，针对金融、教育、医疗、交通等不同行业客户推出

多种综合商务办公解决方案。结合中国本土市场需求，佳能推出多功能数码复合机

“色彩达人”等多种办公产品，与“智控打印”等软件产品结合，以智能、互联、高效管

控和高品质打印满足行业客户的多种使用需求。

一直以来，佳能都是创新型企业办公的优选。为了满足创

新型企业更灵活、便捷、快速和高性价比的商务打印需求，

佳能始终致力于通过技术创新不断完善和提高产品的性

能，为提高输出效率、易用性、管理性、性价比，不断优化

产品配置，为用户带来高质、高效、智能、人性化的打印体

验，从而提升办公效率和品质，成为创新型企业用户值得

信赖的办公伙伴。



多彩产业（产业设备及其他）

从何时起，我们发现了更广阔的世界？

从更美的一切开始。

佳能的影像科技支持着越来越多的行业。

商业印刷、艺术影像、专业影视制作、医疗设备、安防监控等领域，

推动行业发展，让全球共享影像成果。

开拓•全新视野
佳能早已全面进军数码印刷行业，一直倡导高品质的影像输出，旗下拥有商务印刷系统、

宽幅面打印系统等专业打印产品及解决方案，以软件和硬件相结合的强大力量，以及超

强的稳定性，实现了“数码印刷，优选佳能”的品牌承诺。在建筑、图书、广告等诸多领域，不

断满足行业用户的各种特定需求，在提升输出质量的同时，创造更多价值。

提升•专业品质

倾力•影像医疗

佳能凭借经年累积的医疗影像技术，以高品质成像、安全可靠、准确快速、极具人性化设计的

医疗产品，为医生和患者带去便利和保护，不断提升佳能医疗在业内的品牌影响力，为医疗水

平整体提高贡献力量。

产品·展精彩

ENJ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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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能通过EOS电影系统、业务级数码摄像机、广播镜头等多款专业影像产品、技术和更具创

新性的专业影像产品应用解决方案，凭借高画质、易操控、强稳定性等优势，为赛事拍摄和转

播、专业影视制作提供更多完善的解决方案。与此同时，在安防方面，佳能以搭载高倍数变焦

镜头和高性能图像处理器的安防监控摄像机，让人们的生活和整个社会环境更加安全、安心。

注册证号：国食药监械（进）字2014第2311763号
注册证号：国食药监械（进）字2015第2310377号

注册证号：国食药监械（进）字2015第2223502号



服务·悦体验

HEART
佳能提供的贴心优质服务，

是基于优质产品之上，

超越期待且考虑周全的全方位服务。

为了让您愉悦地体验科技盛宴，

佳能不断改变，创造更多精彩。

贴心的售后平台
佳能亚洲游客保障制度    佳能亚洲游客保障制度(ATPP):ATPP是为在中国大陆通过正规渠道购买佳能(中国)

有限公司出货的原装正品的用户在出游期间提供的增值服务。用户在购机后60个自然日内登录佳能(中国)官网

的ATPP客户系统进行注册登记之后，在产品保修期内，不仅可享受原有的大陆地区免费保修服务，在出游香

港、澳门、台湾、菲律宾、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韩国、印度尼西亚、越南、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时还可享受

“海外付费维修返回报销”的服务，以及出游日本、新加坡、中国港澳台地区等五个国家和地区时享受“海外故障

时出借备用机”的服务。

佳能(中国)在北京、上海和广州设有9个产品展示体验交流空间，直接向消费者提供佳能产

品体验、咨询并展示佳能形象与文化。其中影像消费类产品的交流空间还专门设置了数码课

堂、画廊、数码工作室、摄影图书馆、EOS炮阵等十数个特色分区，使消费者与佳能(中国)能

够“零距离”接触。

沟通零距离

官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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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能(中国)官方微信服务号
佳能服务

热线中心  佳能服务热线(4006-222666)，为消费者提供及时、专

业的咨询服务(限中国大陆地区)。佳能经销商还可以通过服务热线

第一时间了解订单物品的物流状态和到货时间。

维修网点  佳能(中国)设立了遍布全国的线下技术服务店、受理服

务店、销售服务点、快修中心、快捷服务站，部分地区提供有偿上门

取机服务。

官网支持  消费者可以通过佳能(中国)官网www.canon.com.cn

及时了解和查询关于佳能产品、市场活动、企业资讯等权威、详尽

的信息。

官方微信服务号  关注佳能(中国)官方微信服

务号，消费者即可通过微信进行服务网络查询、

服务及产品维修预约、在线咨询、产品购买等。

佳能(中国)面向全国推出e管“佳”服务平台，即线上售后服务平

台。通过登录佳能官方网站或“佳能服务”官方微信服务号，即可

实现产品注册、在线查询维修店信息、产品保修期限查询、预约

上门取机、产品修理进度查询等多项功能。该平台未来还会实现

延保服务购买、耗材购买及多种优惠活动等。



佳能作为国际田联世界田径锦标赛的官方合作伙伴，

凭借影像技术领域的优势，为大赛提供从影像输入到

输出的一系列专业支持与服务。

世锦赛共吸引来自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

多名优秀运动员参赛，观众总数达到60亿人次，佳能

的专业影像服务为赛事的全程转播和影像记录等提

供了强有力的保证。专业服务之外，佳能还在赛场内

外为观众准备了丰富多彩的产品体验。

佳能通过卓越的影像产品和技术，此前已为包括莫斯

科田径世锦赛、国际滑联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等多项

国际体育赛事提供专业服务和支持，助力体育事业的

良性发展。

助威
国际田联世界田径锦标赛

2003年，佳能创意了“影像马拉松”这一倡导摄影与健康的趣味摄影活动，活动一经推出便风

靡整个亚洲，迄今为止已经在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等8个国家及地

区成功举办，成为整个佳能亚洲营销集团标志性的品牌活动。2013年首次于中国大陆举办，

即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它是根据当天发布的主题内容，在规定时间内拍摄作品，全民参与的

摄影比赛，旨在让每一位参与者体验拍照带来的快乐。

佳能影像马拉松

品牌·铸新篇

INFLUENTIAL
感动之路(多样赛事）

秉承“以人为本”的信念，

佳能从“心”出发， 

与国际赛事积极合作，

带领观众感知更广阔的佳能世界，

拓宽视野，翻开感动新篇章。

CANON CHINA INTRODUCTION 12-13



佳能在亚洲提出了“Closer & Connect(纽带)”的战略核心理念，在每一个经营活动和环

节中都更加贴近消费者，真正实现与消费者的零距离接触，抓住物联网时代的机遇，将人

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在一个互联网中紧密相连。

这是一次创新生态系统的突破，更是整合各种当地资源，来实现全球化管理的契机。佳能将

着力开拓新的客户群、拓展新的区域性市场、开发新的业务领域、提升佳能在亚洲的品牌

形象，让佳能在新时代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也为更多爱好影像的人，创造感动。

创新生态•创造感动

无限感动•博览佳能

品牌·铸新篇

INFLUENTIAL
感动无限(佳能博览会)

在未来延续感动，

佳能胸怀大爱，

引领消费者亲身体验，

演绎超乎想象的影像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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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一度的“佳能博览会“从展示佳能影像产品与技术的平台，到成为人们了解佳能影像世界的窗口，正一步步地成为家喻户晓的影像盛会。

2016年5月，佳能在上海隆重举办的“2016佳能博览会”,向大众展示了开启行业未来前沿技术以及佳能全线产品、解决方案以及服务的企

业等综合性内容。

博览会现场以“无限感动 博览佳能”为主题，带来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影像嘉年华”，现场的混合现实技术以及未来技术体验，为观众们带来

不一样的科技感受，突出影像作为“纽带”给生活和工作带来的快乐和感动，传递着佳能的智慧和力量。



佳能通过所有的企业活动，依靠推动技术创新及提高

经营效率来促进企业的持续成长，同时实现富足生活

与地球环保的双赢。为此，佳能在包括“生产”、“使

用”、“回收再利用”的整个产品生命周期中，以更少的

资源提供更多的价值，同时实现“产品高性能化”和

“环境低负荷化”。

在自身建设方面，佳能（中国）始终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佳能（中国）有限公司先后顺利通过了三大国

际认证，并不断持续改善整合三个体系，力争成为全球优良企业。

佳能环保愿景

绿色·严经营

HARMONY

和谐生态，节能生产，

为更好的地球环境，佳能坚信环保的力量，

降低对环境的影响，成就值得信赖的未来。

绿色产品
全生命周期

在原材料及零部件采购过程中，佳能坚持

并贯彻环保原则，通过对供应商进行严格

地评估与考核，确保其符合相关环境标准

与规则，实现绿色采购。

绿色

设计
绿色包装

与物流

绿色

采购

绿色

生产 佳能综合考虑产品生产过程对自然环境的

影响，从节约能源资源、控制废弃物排放、

实施化学物质管理，到促进循环利用，形成

持续完善环境的管理体系，来保证绿色生

产，降低环境负荷。

绿色生产

节约能源资源

实施化学物质管理 

绿色

回收

佳能

绿色物品采购标准书

佳能从产品设计之初就注重产品性能与节能环保的高度融合。严格限制产品中有

毒物质的使用，严格把控每件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收集并

利用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与环境相关的各种信息，来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

作为产品回收再利用的倡导者与先行者，佳能不断完善网点的产品回收利用体

制，增强处理能力，扩大再生利用材料的使用范围，促进资源再生利用活动的有

效开展。

1

完善管理体系

佳能（中国）不断推进“环境”与“经济”相辅相成的管理模式，积极支持中国的环保事业，参与产品的环保

认证，为建设可持续发展的中国贡献力量。

产品环保认证

0 0 . 0操作模式功率(W)

预设延迟时间（min）

依据国家标准：G B 2 5 9 5 6 - 2 0 1 0

待机功率(W)   0 . 0

附加功能功率因子之和（W） 0.0

名称

AAA-000规 格 型 号

级1 级

00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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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能加强小型轻量化设计、不断缩小机身和包装箱体积。积极改变运输方式，将

航空、卡车运输逐步转换成环境负荷较小的铁路和船舶运输， 2016年在运输生

产型照片打印系统彩翼5000时，采用海铁路联运方式，二氧化碳排放量大幅度

降低，形成从出厂到运输，全过程的绿色物流体系。

控
制
废
弃
物
排
放

促
进
循
环
再
利
用



佳能关注少年儿童的成长，关注中国的未来。从1995

年开始，佳能集团通过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捐建了

10所希望小学。自2007年开始，陆续启动“你帮我帮

你”、“佳能影像之桥”等项目，全力支持中国启蒙教育

事业，为改善希望小学的硬件设施和青少年成长发展

做出不懈的努力。

影像教育

自2008年开始至今，佳能（中国）先后与世界自然基

金会、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中国绿化基金会、野性

中国工作室等国内外优秀的环保组织合作，先后开展

“野生动物摄影训练营”、“绿援使者”、“野生大熊猫保

护项目”、植树等众多具有影响力的环保活动，以影像

助力环保。

环境保护

关怀·暖民心

BE MOVED
播种爱，照亮世界。

佳能坚持用影像的力量传递关怀。

长期致力于文化传承，影像教育、环境保护、社区关怀、人道援助、志愿者活动。

为中国的公益事业贡献力量。

感动自然常驻心田。

佳能（中国）深知，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支持，当

面对灾难的时候，只有患难与共，才能真正实现共赢、

共生。当社会需要援助的时候，佳能人义不容辞，积极

投身到灾难救援工作中，为同胞雪中送炭。

人道援助

作为一个优秀的企业公民，佳能（中国）致力于社区贡

献，根据当地社区的实际需要，结合自身影像优势，为

社区居民带去温暖和关怀，传递感动。

社区关怀

多年来，佳能（中国）积极开展多种志愿者活动，并鼓

励员工积极投身到社会公益活动。每年，“植树绿化”、

“环境清洁”、“环保承诺”、“影像课堂支教”等志愿

者活动，都有为数众多的人积极响应参与，充分体

现了佳能（中国）用行动将“共生”理念融入到企业文

化和社会实践中的成效。

志愿者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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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保护中国文化遗产是佳能（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之一。佳能（中国）切实发挥

自身影像优势，积极在中国文化探索和传承之路上努力前行，并用实际行动感召更

多人加入到中国文化的保护和弘扬队伍中来，共同探索，共同承担。

文化传承

注册证号：国食药监械（进）字2015第
22235

02号



快捷·伴身边

COMPANY

拥有遍布全国的31家分支机构，

9个产品展示体验交流空间、

11家快修中心、9个快捷服务站，

以及12家在华关联公司，

佳能，始终伴您左右。

佳能亚洲营销集团

地 址 电 话名称

佳能(中国)有限公司

佳能韩国消费影像股份有限公司

佳能香港有限公司

台湾佳能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佳能销售菲律宾股份有限公司

佳能新加坡有限公司

佳能销售马来西亚股份有限公司

佳能销售泰国股份有限公司

佳能印度股份有限公司

佳能销售越南股份有限公司

Efficient MailCom Sdn Bhd

佳能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2F, Jinbao Building, No.89 Jinbao Street, Dongcheng District, Beijing 100005, China

5 Floor, Canon Building 607, Teheran-Ro, Gangnam-Gu, Seoul, Korea

19F, The Metropolis Tower, 10 Metropolis Drive, Hunghom, Kin, Hong Kong

19F, No.100, Sec.2 Roosevelt Rd, Taipel, Taiwan, R.O.C

7/F Commerce & Industry Plaza, Campus Ave.corner Park Ave.McKinley Hill, Fort Bonifacio

1 Fusionopolis Place,#15-10 Galaxis Singapore 138522, Singapore

No.6-2-01, Tower 6, UOA Business Park, Jalan Pengaturcara U1/51A, Seksyen U1 40150 Shah Alam, Selangor, Malaysia.

98 Sathom Square Office Tower 22nd-24th Floor, North Sathom Road, Silom, Bangrak, Bangkok, Thailand

7th Floor, Tower B, Building No #5, DLF Epitome, DLF Phase Ⅲ, Gurgaon 122002, Haryana, India

19th Floor, East Tower, Lotte Center Hanoi Building 54 Lieu Giai Street, Cong Vi Ward, Ba Dinh District, Hanoi, Vietnam.

No.3, Jalan Astaka U8/82, Taman Perindustrian Bukit Jelutong, Seksyen U8, Bukit Jelutong, 40150 Shah Alam, Selangor, Malaysia

12A Floor, Yingu Building, No.9 Beisihuanxi Rd.,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100080, China

(86)-10-8513-9999

(82)-2-2191-8500

(852)-2170-2828

(886)-2-6632-8888

(632)-884-9000

(65)-6799-8888

(60)-1800-88-2000

(66)-2344-9999

(91)-124-416-0000

(84)-4-3771-1677

(60)-3-7845-2555

(86)-10-6280-0210

佳能快捷服务站

地 址名 称

佳能快捷服务站 沈阳(总统大厦)

佳能快捷服务站 大连(森茂大厦)

佳能快捷服务站 天津(平安大厦)

佳能快捷服务站 济南(中润世纪广场)

佳能快捷服务站 青岛(旗舰大厦)

佳能快捷服务站 郑州(裕达国贸)

佳能快捷服务站 西安(长安国际)

佳能快捷服务站 深圳(荣超商务中心)

佳能快捷服务站 重庆(大都会商厦)

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北大街69号总统大厦C座603室

大连市西岗区中山路147号森茂大厦14层

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59号平安大厦B-21

济南市经十路13777中润世纪广场14栋楼2层

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40号新世界数码港旗舰大厦29层E-G室

郑州市中原中路220号裕达国贸A座3503室

西安市南关正街88号长安国际中心2#-C座602室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6003号荣超商务中心B座1901-A单元

重庆市渝中区邹容路68号大都会商厦1307号

营业时间

周一至周五    8:30-17:30 (法定假日除外*) 

周一至周五    8:30-17:30 (法定假日除外*)

周一至周五    8:30-17:30 (法定假日除外*)

周一至周五    8:30-17:30 (法定假日除外*)

周一至周五    8:30-17:30 (法定假日除外*)

周一至周五    8:30-17:30 (法定假日除外*)

周一至周五    8:30-17:30 (法定假日除外*)

周一至周五    8:30-17:30 (法定假日除外*)

周一至周五    8:30-17:30 (法定假日除外*)

地 址

佳能快修中心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89号金宝大厦二层(大厦外西侧扶梯可直达二层)

南京市湖南路1号凤凰广场B座12层1201室

上海市黄浦区南昌路45号城汇大厦2楼E单元

杭州市西湖区杭大路1号黄龙世纪广场C区306室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385号太古汇1座4层

成都市锦江区顺城大街8号(盐市口)中环广场1座13层

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北展北街华远企业中心D座1单元505

上海市徐汇区漕溪北路41号汇嘉大厦17楼D室(太平洋一期)

武汉市江岸区江汉路26号正信大厦2楼

南宁市民族大道95-3号

广州市越秀区大沙头路18号之一

名 称

佳能快修中心  北京(金宝大厦)可接受电话预约

佳能快修中心  南京(凤凰广场)可接受电话预约

佳能快修中心  上海(城汇大厦)可接受电话预约

佳能快修中心  杭州(黄龙世纪)可接受电话预约

佳能快修中心  广州(天河路385号)可接受电话预约

佳能快修中心  成都(中环广场)可接受电话预约

佳能特约认定快修中心  北京(西直门店)

佳能特约认定快修中心  上海(徐家汇店)

佳能特约认定快修中心  武汉(江汉路店)

佳能特约认定快修中心  南宁(民族大道店)

佳能特约认定快修中心  广州(大沙头店)

营业时间

周一至周六  9:00-18:00 (法定假日除外*)

周一至周六  9:00-18:00 (法定假日除外*)

周一至周六  9:00-18:00 (法定假日除外*)

周一至周六  9:00-18:00 (法定假日除外*)

周一至周六  9:00-18:00 (法定假日除外*)

周一至周六  9:00-18:00 (法定假日除外*)

周一至周日  9:00-18:00 (春节假日除外)

周一至周日  9:00-18:00 (春节假日除外) 

周一至周日  9:00-18:00 

周一至周日  9:00-18:00 

周一至周日  9:00-18:00 

佳能(中国)有限公司 分支机构

地 址 电 话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89号金宝大厦2层

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北大街69号总统大厦C座603室

大连市西岗区中山路147号森茂大厦14层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89号金宝大厦7层

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59号增1号平安大厦B座21层A单元

郑州市中原中路220号裕达国贸A座3503室

济南市经十路13777号中润世纪广场14栋2层

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40号新世界数码港旗舰大厦29F E/G

西安市南关正街88号长安国际中心C座602室

上海市黄浦区南昌路45号城汇大厦10层

武汉市武昌区临江大道96号武汉万达中心19层1907-1911室

南京市湖南路1号凤凰广场B幢12层1201号

杭州市西湖区杭大路1号黄龙世纪广场C区304室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385号太古汇1座4层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6003号荣超商务中心B座1901-A单元

成都市锦江区顺城大街8号中环广场1座13楼

重庆市渝中区邹容路68号大都会商厦1307室

010-8513-9927

024-2281-2191

0411-8360-8211

010-8513-9931

022-8386-6766

0371-6771-7116

0531-8602-2543

0532-8197-9298

029-8720-3370

021-6373-7135

027-8373-4397

025-8473-2626

0571-8790-1491

020-3813-3389

0755-8828-5210

028-8620-3910

023-6373-8116

传 真名 称

佳能(中国)有限公司

东北区域总部 沈阳分公司

大连分公司

华北区域总部 北京分公司

天津分公司

郑州分公司

济南分公司

青岛分公司

西北区域总部 西安分公司

华东区域总部 上海分公司

武汉分公司

南京分公司

杭州分公司

华南区域总部 广州分公司

深圳分公司

西南区域总部 成都分公司

重庆分公司

010-8513-9999

024-2281-2271

0411-8360-8850

010-8513-9955

022-8386-6866

0371-6771-9800

0531-8602-3225

0532-8197-9299

029-8720-3368

021-2308-2600

027-8373-2366

025-8473-2929

0571-8790-1418

020-3813-3388

0755-8828-5205

028-8620-3909

023-6373-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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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能产品展示体验交流空间

地 址 电 话 开放时间

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SOHO中心B座2-101室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89号金宝大厦2号

上海市黄浦区南昌路45号城汇大厦10F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2981号东方金融园1层G室

成都市锦江区顺城大街8号中环广场1座13楼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东路385号太古汇1座4层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东路385号太古汇1座4层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6003号荣超商务中心B座1901-A单元

010-6603-3680

010-8513-9320

 

021-2308-2312

021-5846-5019

028-8620-3909

020-3813-3388

020-3813-3023

0755-8828-5205

10:00-18:30

09:00-17:00

09:00-17:00

08:30-17:30

08:30-17:30

09:00-18:30

09:00-17:30

09:00-17:30

11:00-19:00

10:00-21:00

11:00-19:00

10:00-21:00

周一至周日

周一至周五

周一至周四

周五至周日

周日至周四

周五至周六

周一至周五

周一至周五

周一至周五

周一至周六

周一至周五

周一至周五

开放日

每月第一个周二，及部分法定假日*

法定假日*

每月第一个周二

每月第一个周二

每月第一个周二

每月第一个周二

法定假日*

法定假日*

法定假日*

部分法定假日* 12月中旬开业

部分法定假日*

法定假日*

闭馆日名 称

北京 佳能影像乐天地

北京 商务应用方案中心

上海 佳能影像乐天地

上海 智慧办公体验中心

上海 应用方案中心

成都 智慧办公体验中心

广州 佳能影像乐天地

广州 商务应用方案中心

深圳 智慧办公体验中心

3月

10月

11月

2月

～
～

上海黄浦区淮海中路2-8号，兰生大厦1层 021-6333-1020

佳能在华关联公司(中国大陆地区)

地 址 电 话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9号银谷大厦12A层

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淮河西路23号

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26号地华盛达房地-8

苏州市高新区马运路266号

苏州市高新区竹园路209号

苏高新创业园1号楼2楼 A2001-A2018室

上海市徐汇区柳州路928号百丽国际广场7楼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10号汤臣金融大厦1208室

上海市黄浦区南昌路45号城汇大厦18楼B、C、D单元

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湖街道新田社区景田路创新工业园3号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环茂三路2号

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金鼎金环东路88号

010-6280-0210

0411-8761-3333

0411-8753-1126

0512-6661-2111

0512-6841-2111

021-6428-0648

021-5081-5350

021-2316-3200

0755-8359-6300

0760-8995-7888

0756-3665-000

佳能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佳能大连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佳能机械(大连)有限公司

佳能(苏州)有限公司 

佳能(苏州)系统软件有限公司

佳能信息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佳能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佳能光学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佳能精技立志凯高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佳能(中山)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佳能珠海有限公司

名 称

* 法定假日与国家法定放假调休安排一致。如有不明，敬请事先垂询确认。

本页内容截至2016年11月。如有变动，恕不另行通知，请拨打佳能(中国)热线电话4006-222666咨询或关注佳能(中国)官方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