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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眼睛告诉我们身体的异常

关怀昆明暴雨中受灾的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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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快报
News Update

“绿色建筑，绿色办公”主题活动

7 月 3 日，佳能（中国）广州分公司与

太古汇携手在广州太古汇举办了“绿色建筑，

绿色办公”主题活动，全面深入地阐释了佳

能在绿色办公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领先技术

和举措。例如佳能办公设备的按需定影技术

通过新型陶瓷加热器大幅缩短预热时间，从

而大大降低电量消耗，以及在内部日常办公

中，从节能降耗、资产物品回收等方面制定

了一系列绿色办公的措施，有助于从日常工

作中的点点滴滴体现对环境的关爱。

佳能（中国）荣获“南方周末·在华

贡献排行榜年度最佳企业奖”

7 月 5 日，南方周末主办的第五届“中

国企业社会责任年会颁奖盛典”在京举行，

佳能（中国）凭借多年来对中国企业社会

责任和社会公益事业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

成绩荣获“2012 世界 500 强企业在华贡献

排行榜年度最佳企业”奖。中国企业社会

责任年会是中国企业社会责任领域规格最

高、最受业界瞩目的盛会之一，本届年会

主题为“构建责任共识”，意在于新的政

策环境下，整合社会各界力量，寻找社会

责任事业的新起点。

“古都寻踪”文化探访活动

7月 13 日，佳能（中国）组织北京地区

的 20多名员工参加了北京东城区建国门街道

推出的“古都寻踪”文化探访活动，分队徒

步探访了蔡元培故居、亚斯立堂、古观象台

等建国门街道范围内的十个著名的文化遗址，

探寻遗址背后的历史。主办方建国门街道表

示，这项活动旨在深化地区文化建设，让更

多市民走进胡同，近距离接触历史，了解老

北京文化，未来更是希望通过社区文化志愿

者等形式，普及地区的文化历史。佳能（中国）

一贯支持社区的建设和发展，支持社区的文

化保护与传承，努力实现与社区的共生。

责任佳能 业内来声动态快报 精彩聚焦
News Update Special Report  Basic Responsibility Voice from Gu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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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特别久，每次去

医院都老累了，简

直是活受罪。你们

佳能这个活动真不

错，送到我家门口

来了，医生说的也

很好，很有用。”

像罗阿姨说的

一样，参加义诊活

动的 55名社区公众对这个活动都竖起了大拇指，希望我们可以常来。其

中一位黄伯伯告诉我说：“以前也有很多企业来我们社区做活动，他们

不是卖药的，就是只测个高血压，你们还有讲座，就数你们做得最好了！”

洪湖社区的主任孙常林也体验了一把佳能数字眼底照相机，在拿到自

己的眼底照片时，孙主任说：“都知道佳能的照相机质量好，名气大，

没想到佳能的医疗设备居然也这么神奇，可以把眼底的血管都拍得清清

楚楚！ 

下半年，“佳能影像公益社区行”项目将继续行走在各个城市的社区中，

为更多有需要的社区居民提供眼底检查，同时培养健康意识。

Special Report

精彩聚焦

6月6日世界爱眼日，“佳能影像公益社区行”项目在广

州正式启动，佳能（中国）广州分公司和佳能医疗器材部门的

志愿者带去了尖端的佳能数字眼底照相机，在广州人民公园为

100 多名社区公众免费拍摄了眼底照片，并邀请专业的眼科医

生为参加义诊活动的公众提供专业的医疗咨询。

7月 20日，在和家乐福中国建立合作关系之后，“佳能影

像公益社区行”项目在东北名城沈阳的家乐福社区活动站举行。

下午 13时，沈阳洪湖社区的上百位居民聚集到社区活动站参

加眼底健康检查活动。

佳能（中国）沈阳分公司和医疗器材部门的十多名员工志

愿者以及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眼科专家、护士志愿者

为社区居民举行了别开生面的预防医学和眼底健康知识普及活

动。活动期间，志愿者们先给社区居民介绍了眼底和身体健康

之间的关系，然后利用佳能数字眼底照相机为 55位社区居民

拍摄眼底照片，并由眼科专家根据眼底照片进行了诊断。

住在洪湖社区三十多年的罗阿姨已经 70多岁了，因为行

走不便，所以她的女儿推着轮椅把罗阿姨送到了社区活动站。

在志愿者的协助下，罗阿姨顺利拍完眼底照片，并得到了眼科

专家的诊断建议。在离开活动站时，罗阿姨对我们说：“我年

纪大了，医院离家又远，每次上楼下楼不方便不说，医院排队

——佳能影像公益社区行走进沈阳

“佳能的眼底照相机真神奇！”

责任佳能 业内来声动态快报 精彩聚焦
News Update Special Report  Basic Responsibility Voice from Gu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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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和眼底检查的关系
糖尿病可怕的原因是糖尿

病视网膜的病变而导致失明。

糖尿病并发症还会导致全身

性血管病变。因此，通过观

察眼底血管，不仅可以防止

失明，更可以判断糖尿病治疗情况是否良好。

所以利用眼底相机对眼底进行检查对预防糖尿病的早期

病变意义重大。

正常眼底说明
视神经乳头是与大

脑相连神经的出口。脑

血管枝节视网膜血管也

是经由视神经乳头而扩

展开来的。图中颜色较

暗且偏粗的是静脉，偏细的是动脉。其中稍暗的部位是

黄斑部，黄斑部对视力非常重要，即使眼睛其他部位健

康，如果黄斑部发生病变，视力也会降到 0.1 以下。

Special Report

精彩聚焦

让眼睛告诉我们身体的异常
眼底检查的意义

眼底是人体内少数可以直接看到血管

情况的部位，通过对眼底的观察可以发现

高血压、动脉硬化、糖尿病及内分泌方面

的疾患。

什么是眼底相机
观察眼底的有效方式就是利用眼底照相机拍摄眼底的

影像，了解因病变导致的眼底异常。

免散瞳眼底照相机拍摄眼底照片时，应用人眼的暗光

顺应原理，无需散瞳剂，即可在短时间内快捷地获取眼底

图片，对患者来讲是避免了散瞳而更加安全、高效的检查

方式。

眼底检查能发现的病变
高血压     动脉硬化症     糖尿病早期筛查     脑肿伤     硬膜下出血     视网膜病变

眼底图

免散瞳数字眼底照相机

责任佳能 业内来声动态快报 精彩聚焦
News Update Special Report  Basic Responsibility Voice from Gu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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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降低全球温室效应，佳能办公产品的碳排放也在不断降低。

佳能最新的 iR-ADV C5200 系列彩色数码复合机与上代产品相比，

每年可以减少 338.6 公斤的二氧化碳排放，这相当于飞机从北京往

返上海时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或 1 个成年人 10 个月呼出二氧化

碳量以及 24.2 棵杉树吸收的二氧化碳量。 

 

此外，佳能还通过一系列办公解决方案产品进行办公流程

的改进和优化，从而进一步帮助用户实现绿色办公。例如佳能

uniFLOW 文印解决方案可以将设备输出的资料进行收集和分析，

整体管控打印成本，同时，也可通过个人的打印认证防止过度浪

费。其次，这项解决方案还可将纸质资料电子化，仅需 1 台服务

以技术创新推动绿色办公 
佳能（中国）华南区首席代表立间义教在活动上表示：“佳能

一直以来都将绿色环保性能贯穿于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从产品研

发开始就构筑了绿色‘技术基础’。佳能希望以领先、创新的环保

技术，为用户实现新一代绿色办公室。”

活动中佳能展示了多项绿色办公领域领先的独有科技。例如佳

能的按需定影技术通过新型陶瓷加热器大幅缩短预热时间，从而大

大降低电量消耗。据了解，使用一台具有按需定影技术的佳能智简

数码复合机，可以为用户节约电力高达 70%。

佳能（中国）华南区首席代表立间义教向媒体展示佳能环保打印技术

责任佳能
Basic Responsibility

打印间堆积的废弃纸张，高能耗办公设备的 24 小时运转……办公室已经成为现代商业社会里的

“能耗大户”，因而拥有“绿色环保”特性的产品越来越成为企业选择办公设备时的首选。7月 3日，

佳能（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与太古汇携手在广州太古汇举办了“绿色建筑，绿色办公”主题活动，

全面深入地阐释了佳能在绿色办公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领先技术和举措。 

——佳能以“绿色办公”达成与社会环境的美好共生 

让绿色成为职场主色调

佳能智简 iR-ADV C5200 系列彩色数码复合机

责任佳能 业内来声动态快报 精彩聚焦
News Update Special Report  Basic Responsibility Voice from Gu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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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佳能
Basic Responsibility

责任佳能 业内来声动态快报 精彩聚焦
News Update Special Report  Basic Responsibility Voice from Guests

器便可将 284 个橱柜的纸质资料全部收录保存，因此可以减少办

公室的纸类消耗。 

绿色产品生命周期，

全面构筑无污染绿色办公环境 
“绿色”不仅贯穿于佳能产品生命周期始终，而且绿色环保理念也

渗透到了公司的日常运营管理的方方面面。佳能集团一位资深的高

层管理者酒卷久在一本书中写道：“以环境为中心的企业成本管理，

不仅可以使企业的社会责任得以履行，而且可以增强公司员工的归

属感和自豪感，最终企业利润也会随之上升。”

 

 

这一观念在佳能（中国）广州分公司的办公室中体现在各种细

节上。佳能在内部日常办公中从节能降耗以及资产物品回收等方面

制定了一系列绿色办公的措施。佳能（中国）广州分公司 2012 年

入驻太古汇后，使用太古汇提供的良好的绿色能源管理系统的同时

佳能也采取了夏季空调温度控制、正常营业日期午休时间停电一小

时、非营业时间及时关闭照明及其它设备、合理配置打印机、复印

机等办公设备等一系列措施，使 2012 年总用电量比 2011 年下降了

19%。同时，配合佳能自身绿色办公产品的使用，佳能（中国）广

州分公司还推广无纸化办公、双面打印等措施，在人员增长 9.8%

的情况下，用纸量下降了 0.02%。此外，公司的电池、饮料包装、

硒鼓、墨盒等办公耗材的分类回收处理措施也有效降低了成本。

佳能（中国）广州分公司总务部副总经理张紫霓除了介绍了上

述措施外，还强调：“佳能从原料的配送到生产、销售、物流、使用、

废弃、回收等每个环节都与绿色紧扣，减少碳排放，真正构建一个

绿色的产品生命周期。绿色采购环节上，佳能成立了‘绿色采购调

查通用化协议会（JGPSSI）’，从原材料采购入手，控制和减少有

害物质的使用。针对废水废气的排放和处理，佳能珠海有限公司的

封闭式废水处理系统，可将生产过程中的废水经过处理后变成可循

环利用的工业用水，减少了废水的排放。在绿色物流方面，佳能开

通的澳门中转加高速货物列车复合运输，比传统模式降低了 95%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以企业优势保护社会环境，

提升员工和大众环保意识  
作为一家全套影像解决方案供应商，佳能（中国）也充分利用

自身在影像领域的领先优势，以独特的视角和方式向公众普及环保

意识、推动着环保工作，践行“影像公益”理念。

2008年开始，佳能（中国）先后启动了“野生动物摄影训练营”、

“绿援使者”等项目，为中国自然保护区的生态多样性记录做出了

贡献。从 2012 年开始，佳能（中国）启动了野生动物保护项目，

通过技术优势为野生动物的保护、救助与研究工作提供完整的野外

监控解决方案。此外，佳能（中国）还积极参与“地球一小时”、

“植树”等活动。

立间义教展示刷卡打印，佳能（中国）有限公司从诸多细节上实现绿色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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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ce from Guests

业内来声

7 月 18 日，昆明地区发生了强降雨，

多区域大面积积水，佳能（中国）在当地

的 7 家经销商严重受灾，多家经销商仓库

被水淹没。当天，佳能（中国）华西区域

管辖内昆明办事处的员工第一时间赶赴现

场，从上午到夜里十一二点，在雨中积极

帮助经销商抢救产品。华西区域总部售后

部门的员工也第一时间赶赴昆明，对机器

进行检测。佳能（中国）董事长兼首席执

行官小泽秀树及公司其他高层第一时间慰

问了此次受灾的经销商，并由华西区域总

代表田村直树亲自为经销商送去了慰问金。

受灾的经销商深深地为此感动。灾害面前，

佳能用实际行动来诠释“感动常在”。

责任佳能 业内来声动态快报 精彩聚焦
News Update Special Report  Basic Responsibility Voice from Guests

我们是一家人
——佳能关怀昆明暴雨中受灾的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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