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CSR

11th Issue
第十一期

2013
第11 期

佳能产品入选商务部
节能产品/技术服务目录

蜂桶寨自然保护区回访录

成都佳能博览会
传递快乐“佳能量”



1

责任佳能动态快报 精彩聚焦
News Update Special Report  Basic Responsibility

11 月 3 日，佳能（中国）北京分公司志愿者们在位于北京三里屯

的佳能影像乐天地为来自燕京小天鹅公益小学的 20 名同学开展了一

堂妙趣横生的公益影像课堂。小天鹅小学是一所专门接收打工子弟的

公益学校 , 其中很多同学是第一次来到三里屯，第一次拿起相机，同

学们在课堂上认真学习摄影知识，展厅里参观佳能产品，外拍中体验

摄影乐趣，打印时感受收获的喜悦，讲述照片故事时，学会交流与分享。

活动后，学校老师表示非常高兴学生有这样的机会走出家门走出校门，

来学习平时学校里没有讲授过的知识。

“小天鹅”公益影像课堂，金秋上课！

——佳能（中国）北京分公司开展打工子弟学生影像课堂活动

动态快报
News Update

色彩佳能，绽放华西——成都佳能博览会传递快乐“佳能量”

2013 年 11 月 7 日至 11 日，以“色彩佳能，精彩人生”为主题的佳能博

览会 2013 在成都隆重举行。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李家国、四川省商务厅

副厅长刘欣、成都市投资促进委员会副主任陈兵与佳能（中国）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小泽秀树等佳能高层共同出席了博览会的开幕仪式。本次佳能

博览会围绕企业、产品和技术三大主题，透过多达 20 个特色展台，向参观者

展示了佳能最新影像产品、解决方案、服务以及最前瞻的影像技术。其中“关

于佳能企业”展区还介绍了佳能的企业社会责任，特别介绍了 2013 年佳能亚洲范围内共同开展的”亚洲影像之桥”项目.希

望通过结合佳能自身影像优势与中国公益事业相结合，与中国，与自然和谐“共生”。小泽秀树表示，“佳能一直致力成

为优秀的企业公民，我们希望我们的企业和这里的人民共同幸福生活。我们通过展会走到用户的身边，让用户能够亲自看

一看，用一用我们的产品，让你知道佳能是个什么样的公司，通过四天的展会让你真正体会到佳能的正能量——佳能量。”

在结束成都站的展览后，佳能博览会还将在 2014 年上半年于广州举办。

11 月 9 日，佳能（中国）北京分公司的 10 多位员工志愿者在北京钓

鱼台国宾馆旁的银杏大道开展了环境清洁活动。银杏大道是诠释北京金色

秋天最好的场景之一，吸引着众多摄影爱好者们前来创作。为了不让“不

合时宜”的垃圾闯入人们的镜头，志愿者们认真清理了路面的垃圾，并用

镜头记录下了北京这美丽的一刻。美丽家园，我们用心守护。

银杏大道，垃圾勿扰——佳能（中国）北京分公司开展环境清洁活动

佳能（中国）员工伊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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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1 月 21 日，佳能影像公益 • 摄影讲座在辽宁省体

育局正式开讲。佳能（中国）沈阳分公司两位具有丰富培训经

验的员工担任讲师，为来自全省的 60 名冠军运动员们量身定做

了精美实用的培训教材，为他们讲解了相机分类与适用人群、

相机基础设置、摄影基础知识和拍摄技巧。运动员们对本次摄

影讲座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佳能一向倡导人们关注身心的“大

健康”，除了一贯支持体育事业，号召人们关注身体健康，也

希望人们通过感受影像文化，体会摄影的乐趣，保持心灵的健康。

影像公益 • 摄影讲座 @ 沈阳

捐赠旧衣暖冬行动 @ 杭州、济南

2013 年 11 月，佳能（中国）杭州、济南分公司分别与当地公

益组织合作，开展了面向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衣物捐赠活动。杭州分

公司的员工志愿者们将 350 件清洗干净的旧衣物和鞋子仔细整理、

分类后通过当地培志教育基金会，将寄送到云南、贵州、四川山区

的小朋友们手中。济南分公司除号召员工参与，还联合佳能喷墨打

印机经销商金辰亚公司一起，为山东省内各个有需要的地区和家庭

送去了清洗干净的御寒衣裤，希望在寒冬里给他们增加一份温暖。

11 月 9 日，佳能（中国）济南分公司开展了以“动

感佳能，健康人生”为主题的趣味运动会，除了 15 名员工

报名，我们还邀请了 40 名佳能经销商参加，希望通过运动

会的形式来唤起大家对健康的重视，在工作的同时不忘保

持健康的身体，在快乐中健康运动，在游戏中共同成长！

“动感佳能，健康人生”

——佳能（中国）济南分公司开展趣味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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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0 日，为考察佳能（中国）

与蜂桶寨自然保护区合作的“野生大熊

猫保护项目”的进展以及取得的成果，

佳能（中国）企业品牌沟通部总经理鲁

杰带领项目组成员时隔一年之后再次回

到了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蜂桶寨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

责任佳能责任佳能动态快报 精彩聚焦
News Update Special Report  Basic Responsibility

Special Report

精彩聚焦

影像 • 旷野寻踪 
蜂桶寨自然保护区
回访录

该项目去年 4月由佳能（中国）启动，

项目中除了向中国大熊猫研究保护中心

捐赠熊猫保护基金外，另外一项重要内

容便是向蜂桶寨保护区捐赠了以佳能野

外监控摄像机为核心的整套野生动物影

像保护解决方案，主要用于捕捉、记录

并分析野生大熊猫生活的轨迹，以便为

野生大熊猫提供保护与及时救助。

这套野外监控系统解决方案自 2012

年 8 月正式投入运营以来，系统的 8 个

监控设备一直“默默注视”着保护区内

一片面积约 500 平方米的“野生大熊猫

频现之地”，为保护区的工作提供了技

术上的支持和便利。然而今年 4 月的雅

安地震中，因地震导致保护区内断电，

方案的供电系统出现了故障。10 月，在

宝兴县和保护区从地震中恢复正常秩序

之后，佳能在第一时间派出工程师前往

维修，并在 10 月底使系统重新投入工作。

10 日下午，在保护区左琳副局长和

其他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佳能项目组成

员再一次踏入保护区的腹地，实地考察

地震之后野外监控设备的运行情况。经

过仔细的观察，我们在设备的监控区域

内发现了众多野生动物活动的痕迹。据

保护区护林员介绍，这些是林麝和黑熊

大约在 1 周前造访这片区域时留下的爪

痕、觅食等活动痕迹。遗憾的是，目前

在监控点还没有出现野生大熊猫的痕迹，

而据护林员推测，这是因为受地震影响，

大熊猫们普遍爬上了海拔更高的深山里。

为了让佳能的这套野外监控设备更

好地担任野生大熊猫的“守护者”，此

次我们和保护区工作人员、设备工程师等

就项目的改善方案和未来的计划进行了深

入探讨，并就设备的调整措施达成了共识。

此次回访，我们和保护区人员一起

穿梭在深山密林中，实地体验了森林、

陡坡，“结识”了山蚂蝗等“林中小伙伴”，

真实而深刻地感受到了保护区工作人员

的艰辛与困难。鲁杰总经理再次强调：“保

护区的工作真的很辛苦，自然保护任重

而道远，希望我们的这套野外监控系统

可以实实在在地帮助他们！”

佳能（中国）项目组成员回访蜂桶寨保护区

佳能（中国）捐赠的野外监控设备

工程师在微调摄像头的角度 黑熊的爪痕 林麝的活动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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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能打印机、复印机、多功能一体机等

109 款节能环保产品入选了 2013 年 11 曰 9
日公布的《2013 年商务流通领域节能节水

产品/技术服务目录》（以下简称《目录》）。

此次入选，是继 2012 年 5 月获得“中国环

境标志贡献奖”以来，政府部门给予佳能长

期以来在产品研发、原材料采购、产品制造、

物流以及售后服务等各个环节，重视环境保

护和节能减排工作的肯定。

《目录》在 2013 年 11 月 9 日召开的

全国流通领域节能减排高峰论坛上公布。此

次论坛由中国商务部主办，中国商业联合会

和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具体承办，旨在共同探

讨中国政府绿色采购和发展方向。

佳能的办公产品的在整个生命周期中

独特的节能环保理念和措施受到了特别的关

注。佳能的办公产品在企划阶段就设定了整

个生命周期中产生的二氧化碳目标值。对开

发、设计中的每一个部件甚至一个小螺丝钉

都进行模拟计算，力争最大限度减少二氧化

2013 年 11 月，佳能（中国）宣布加入

全球注册舞弊审核师协会（Association Of 
Certified Fraud Examiners，缩写为 ACFE）,

在自身始终坚持诚信经营的基础上，希望号

召行业一起共建诚信经营环境。

ACFE 是全球最大的专门反舞弊的专

业性组织，旨在减少舞弊和白领犯罪。

自 1988 年成立至今，该组织已拥有超过

65,000 名企业会员，影响广泛。

2013 年 11 月 3 日到 9 日，ACFE 发起

了 International Fraud Awareness Week 全

球性活动，号召会员企业一起，宣传反舞弊

佳能产品入选商务部节能产品 /

技术服务目录

加入全球倡议，共建诚信环境

碳排放量；在生产环节，佳能严格遵守欧盟

和中国 RoHS 的要求，整个产品实现了轻量

化和小型化，从而节省了材料、包装以及物

流中的空间，有效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在

使用环节，佳能的“按需定影技术”大大降

低了耗电量，开发出了打印时会瞬间加温的

按需定影打印技术，既减少了耗能，同时启

动和反应速度也很快；在回收再生阶段，佳

能积极开展资源循环活动，建立回收渠道，

并交给有资质的企业处理；同时开发研究再

生材料技术，并应用于产品实现了全面的节

能降耗。在物流环节，部分线路采用快船 +

高速货物列车的组合取代空运，二氧化碳直

接排放量同比减少高达 90% 以上。

佳能遵循“共生”的企业理念，制定了

《环境宪章》。在开发、设计、生产、运输、

使用、回收、再生产等产品生命周期的每个

环节里，均积极实现节能减排措施，降低碳

排放量，同时积极推动行业环保标准的制定，

为整个行业的节能环保做出贡献。

*佳能入围 2013 年商务流通领域节能节水产品/

技术服务目录具体名单敬请参考下方链接：

http://www.canon.com.cn/news/corporate/2013/
pr_2013_11_09-14_00_00.html

* 关于 International Fraud Awareness Week 的详

情，敬请参考 ACFE 官方网站：

http://www.fraudweek.com/

的意识，推进预防和检查举措。佳能（中国）

作为诚实经营的践行者，一直以来将“零不

诚实”（ZD, Zero Dishonesty）作为员工

的基本行为准则，此次更是全力支持这项活

动。为此，佳能（中国）内审部门准备了专

门的反舞弊宣传简报，面向全体员工发布。

佳能认为，诚信，是立身之本；合规经

营，是基业长青的保证；遵纪守法、遵守公

司各种制度、诚实正直，则是对公民、对员

工的基本要求。

未来通过与 ACFE 的共同行动，佳能希

望与世界一起，Together, achieving Zero 

Dishonesty!

战略内部审计部简报 Strategic Internal Audit newsletter 
第12期   20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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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ZD推进团队又开会了，他们开会都做些什么呢？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公司说了好多年的ZD了，为什么？是不是就佳能搞ZD？到底什么是ZD? 

大家正在学习的动画版e-learning ZD之旅是怎样诞生的？ 

 …… 

 本期，为您详细解答。 

P1 

       带着 
的使命，从2011成立到现在，ZD团队已经两岁

了。9月11日，成员们第四次集结：表彰先进、IC充电。 作为组织者，SIA结合审计发现，为大家总结基本、实用的 IC技巧，助力日常管理。而团队

成员们，将结合自己的体会，把这些知识传播给大家。 
 
 在这两年的岁月中，团队在不断成长，会后培训全员的覆盖率从成立之初的84%逐步提

高到去年10月第三次会议后的100%！ 各位成员在本职工作之外，勇担重任，精神可嘉，成果卓著！ 
 
 大家通过这个团队提出的很多宝贵建议，我们也特别珍视， 
比如：改进ZD推进的方式、增加案例、引入讨论、提高生动性。
今年推出的ZD 之旅e-learning动画片，就是一个尝试！再比如，
这次的ZD大会，我们也根据反馈，将篇幅和内容做了调整。 
 您的意见促进和丰富了ZD宣传的内容和方式！ 
 

宣传队 智囊团 实践者 

快讯：ZD推进团队大会9月11日召开 

大视野—-ICAC系列之二 

在上期中，我们向您介绍了香港廉政公署的目标及其卓著成效。它的成立，犹如

良医诊病,香港由此才真正迎来了廉洁的黄金时代，其反贪经验引起全球关注。 
社会成功反贪需四大要素： 
  法治基石 
  独立于行政 
  高层的反贪决心 
  对腐败“零容忍”的社会氛围 
 正如ICAC所说，香港并非“高薪养廉”，而是“零度容忍”。 反贪的关键不是 

“严惩重判”，而是做到“逢贪必抓”。这当中零容忍的社会氛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和我们公司高层强调的“ZD活动，人人参与”不谋而合。  

敬请期待下期ICAC系列之三—— 

廉记咖啡 
目录： 

快讯—ZD推进团队大会 9月11日召开………………………  P1 
大视野—ICAC系列之二………………………………………  P1 
解析—ZD正能量，源远流长/佳能的ZD到底是什么？……   P2 
ZD之旅E-learning出炉记—采访课程主创SIA石颖…………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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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各位阅读佳能（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专刊！

本刊由佳能（中国）有限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推进部门编写，旨在向各利益
相关方分享佳能 CSR 推进工作的收获和心得，传递“用影像推动公益”的
感动和快乐！

本刊若有任何错漏，或您有任何意见及建议，欢迎联系本刊编辑部门：
CD_CSR@canon.com.cn，期待您与我们有更多的沟通与互动！

更多详细信息，请登陆：www.canon.com.cn

常玲   承方   董铭明   刘芳   覃晨   吴恬   俞涛   元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