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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是世界和谐进步的基础；

也是佳能作为全球化企业的理念。

同处一个星球上，同在一片蓝天

下，人们有时会因为地域、文化、信

仰、语言的不同而产生隔阂、误解，

但是，对美好事物的认知和向往永远

是人类的共同追求。而影像可以跨

越不同语言和地域的分隔，让贫

富悬殊、种族差异、信仰不同的人们

相互沟通、相互交流，从而增进相互

理解和相互包容。

共生观点 View

佳能（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感动服务 
感动客户

节纸牵手护树 

回收再利用，环境更美好

——专业、满意、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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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美非遗
谁唤新生

当今扎染的很多花样都未传承下

来。佳能用影像先记录下来，

这就是很有效的留存方式，能让后来人

通过影像学习扎染，并通过媒体来传

播扎染文化，引发更多人关

注和喜欢扎染，喜欢白族文化，从

而促进扎染的发展。

——张士绅

——白族扎染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张士绅的生活与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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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城这座扎染之乡，张士绅是村里最好的扎染艺人，也是最具话题性的代表人物。

上世纪四十年代出生的张士绅，世代相传扎染工艺，他自幼跟随母亲学习祖传扎染技艺。通

过20多年的不断摸索，在祖传扎染制作工艺的基础上，张士绅创新发展了白族传统的扎法、花色

品种。张士绅因此成为云南省白族扎染唯一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张士绅在1987年创办周城村民族扎染厂，厂子生意最为红火的时候产品远销日本、美国、

英国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产值曾高达800万元。但恍若隔梦，制作成本高昂，高端市场未被

完全打开，张士绅于是将扎染厂转给段树坤、段银开一家，段家雇佣当地女工面向布料和成衣市

场，并成立扎染研习所，建起扎染博物馆，开始了新的扎染市场拓展、传播与经营。

“白族扎染的手工作坊增多，坚持传统的板蓝根染蕴方式的较少，因其染布需要反复染晒，

制作时间周期长，而化工染料的上色比板蓝根更快，不褪色。这迎合了目前的市场需求，但产

品却停留在低端市场。扎染中‘染’的传统工艺在传承上面临困境，其传递的白族对自然的尊

重、‘天人合一’生存理念在膨胀的旅游市场下被逐渐淡忘。”张士绅无奈的说。

感动视觉 Delighting Lens

大美非遗  谁唤新生

作为云南省最大的自然村，周城人口近万，几乎全是白族。
因至今仍十分完好地保留着白族的各种传统习俗，所以周城
又被称为“白族民俗的活化石”。在新的时代下，白族扎染
工艺或许并无消亡之险，但依然面临着如何蜕变新生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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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美的，美在民族的文化积淀，美在单纯与质朴，

美在与自然的交融。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状况也是令人担忧的，功利性的市场，浮躁的社

会，让其似乎与当下的发展格格不入。像张士绅这样的手工艺人仍在坚

守，渴望得到全社会更多的关注，让这项有着数百年传承历史的美丽技

艺蜕变新生。

为了我们的后代不只是在博物馆中看到，该为保护非遗下功夫了。

佳能（中国）已经行动起来了，不仅用影像技术记录非遗，还用心

去传播，期待唤起全社会对非遗更多关注。2014年3月，佳能（中国）

再次深入这座白族扎染之乡，发掘、记录了数位扎染传承人的生活点

滴，张士绅就是其中一位。

从关注、记录到传播，佳能（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

项目”已持续5年，期望用佳能的影像技术记录和传播这些边缘化的民

族技艺，积聚起更大范围的关注力量，推动非遗的保护和传承。

“心生尊重”，长期关注佳能（中国）非遗保护项目的苗疆故事民

族服饰博物馆馆长曾丽以此描述自己的心境。“只有对于人类文化的大

爱和人文关怀，才会想到去启动这样一个项目，希望更多的人也像佳能

公司一样，那这个世界就太美好了”，曾丽说。

曾经的周城村民族扎染厂坚持使用
传统板蓝根染料，恪守高品质传统
制作工艺。扎染厂最具规模的时
候，仅外包扎花业务就带动本村和
周边村民就业超过5000人

大美非遗  谁唤新生

拍摄照片7万多幅，视频1000
多小时，累计数据量6TB

 2011年开始，佳能
将非遗影像数据库整理
分类，分批捐赠给中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
心，同时在北京举办大
型非遗影像展，并通过
社会化媒体广泛传播非
遗影像背后的文化、历
史内涵。

 2009年，佳能（中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项目”启动。

 2009年-2013年，佳能项目组深
入四川、贵州、云南等省的60多个
县市自治州，用影像采集、记录了
苗 、 羌 、 白 、 傣 、 彝 等 9 个 民 族 的
19项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中的非遗项目。

影像记录 影像传播 影像传承

 2013年8月、2014年
3月，项目组先后踏上
了回访苗寨、白族的旅
程，并制作了《留影非
遗》纪录片，旨在记录
非遗技法的基础上，进
一步关注非遗传承状况
的变化，并借助影像技
术去推动非遗的传承。

穿行3万多公里
走访了近20位国家级传承人和

500多位本民族文化持有人



佳能（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专刊 5动态快报 News Update

3月27日，佳能获评由中国

商业联合会商业防损专业委员

会颁发的“2013-2014年度商

业防损设备优秀供应商奖”。以

光学产品起家的佳能在影像技

术和半导体制造方面具有独特

的技术优势，这些优势在佳能

安防监控产品领域得以充分传

承和发扬。

佳能获评

2014年度

商业防损设备优秀供应商奖

《环境管理基础知识手册》发布
环境管理体系外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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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能（中国）在2014年4月22日迎来EMS

外审，为了便于全体员工理解环境管理相关的

基础知识，将公司环境管理体系要求结合并落

实到实际工作中，4月15日在公司内网上发布了

2014年度《环境管理基础知识手册》。

3月29日晚上20:30—21:30，佳能（中国）有限

公司联合佳能集团的7家在华企业与佳能亚洲营销

集团的8家公司一起熄灯一小时。其中，佳能（中

国）在全国的16家分公司、16家常设办事处、8家

展厅以及佳能在广州、昆明、福州、长沙、兰州、

呼和浩特等6个城市的户外霓虹灯广告牌全部熄灭

了灯光，响应世界自然基金会今年新提出的“蓝天

自造”这一主题。这也是自2009年来，佳能第六

次参与“地球一小时”活动。

佳能第六次参与“地球一小时”活动

4月，佳能摄影大篷车活动在上

海、辽宁、江苏、河北等地继续开

展。邀请著名摄影师进行讲解、相机

试用、模特拍摄、免费打印等精彩活

动，向社会传递摄影之美和积极向上

的正能量。

4月精彩纷呈佳能摄影大篷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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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纸牵手护树：抹去“碳足迹”

4月19日，佳能志愿者一行100余

人来到北京市地坛公园开展护树活动。

当天，佳能（中国）以公司名义认养了

五棵300年以上的一级古树，佳能志愿

者以个人名义认养了55棵侧柏。

佳能在华植树已连续七年，总量

突破6000棵，今年是首次将“节纸”

与“护树”相结合。佳能（中国）在

2014年3月启动“节纸护树，共筑地

球蓝”主题活动，这次护树活动的部

分资金就来自佳能员工在主题活动期

这种活动我第一次参加，以后
希望有更多这样的公益性活动可以
让员工及家属参与，特别对孩子有
很好的教育作用。

——佳能（中国）员工

‘共生赢未来’，我们可以这
样描述佳能的理念，我们乐于看到
佳能为环境保护所做的积极贡献和
努力。

——中关村在线

佳能天津分公司志愿者添绿平谷 佳能志愿者冒雨添绿申城

员工及家属之外，佳能也邀请了本地经销商，供应商等合作伙伴一起加入护树行动

间的办公废弃物品回收所得。

佳能倡导环保节能，贡献社区环

境的企业责任，并将员工个人社会责

任融入企业文化。到目前为止，佳能

2014年护树活动已陆续在北京、西

安、大连、青岛等14个城市展开，约

1282名佳能志愿者参与其中，种下树

苗2556棵，认养树木60棵。除了佳能

员工及家属，佳能也邀请其在当地的

经销商，供应商等合作伙伴一起加入

护树行动。
面对全球日益严峻的环境形

势，佳能希望充分发挥自身的技术

优势，与当地社会共同寻求可持续

的良性发展。相信我们今天为环境

保护做出的努力，会长久留在自然

生态系统中，为后人造福。

——佳能（中国）品牌沟通部

总经理 鲁杰



佳能（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专刊 7责任故事 Responsible Story

“专业 满意 安心”的感动服务

佳能的服务理念是“专业”、“满意”、“安心”，这个理

念背后，是完善的客户服务体系、快速的服务流程、健全的

客户沟通渠道。新年伊始，佳能（中国）出现了一个重新整

合的部门“CD （Customer Delight）”。“感动客户”是

佳能“感动常在”理念的重要部分，正如佳能（中国）董事

长小泽秀树所说：“给顾客提供100%的感动常在是我们的

使命”。 

从40D到5DIII：爱上摄影 挑战自我

前不久，我们遇到了这样一个客户：他以前有一台40D，但后来他得了一场大

病，心灰意冷之下，就把相机送给了别人。看得出来，他对摄影还有感情，于是我们

和他聊起了摄影的种种乐趣，也希望能藉此鼓舞他生活的勇气。这次聊天重新唤起了

他对摄影的兴趣，之后，他又添置了一台5DIII和镜头，并经常来到展厅咨询和交流摄

影的技巧。

——佳能（中国）广州展厅员工

100％感动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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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广泛的服务网络

佳能展厅、维修服务渠道和热线支持，共同

构成了佳能（中国）完整的服务网络。 如今，针

对数码影像消费产品用户，佳能已先后在全国各

大城市建立了6家快修中心、5家特约快修中心和

9家快捷服务站，以及覆盖全国的认证店。佳能

还为全国的数码影像消费产品用户提供上门取机

服务，服务网点甚至覆盖到了中国相对偏远的三

四线城市。

责任故事 Responsible Story

从投诉信到表扬锦旗

我有一面客户送的小小锦旗，每当看见它，我就

会想起那段让人印象深刻的“遭遇”。一位客户反映

600D相机出现曝光异常，他认为是相机的质量问题，

决定向消费者协会投诉。经过耐心的询问和了解，我

明白了这是因为客户不会使用相机造成的误解，于是

我仔细地向他介绍相机使用知识和光学知识，半个月

后，他不但没去投诉，反而送来了一面致谢的锦旗。

——佳能（中国）上海快修中心 刘敏捷

安心：快速的投诉解决方案

我们努力追求最大程度地让客户安心。其中

很重要的一点是快速的投诉解决方案。投诉不仅

仅是我们改进相关工作的重要契机，也是我们和

客户沟通交流的桥梁。

我们确保售后服务每个环节均实时监督和管

理。10分钟内，我们将收到的客户投诉反馈到市

场本部危机委员会。

在佳能（中国）每周一的例行管理者会议

中，CD部门向社长等高层管理者汇报一周内的客

户声音（VOC）。佳能（中国）管理层将VOC视

为优先级别最高的事项之一，各部门合作尽快提

出解决方案，尽力做到让消费者满意。

北京

上海

广州南宁
深圳

南京

成都

西安

杭州

沈阳

大连

青岛

天津

济南

郑州

重庆
武汉

快修中心

快捷服务站

满意：感动在细节中

从售前到售后，我们诚心诚意，以“感动客

户”为目标，提供全方位服务措施。例如，我们

优先接待需要帮助的特殊人群、设置老年专柜或

者提供上门取机服务。

佳能展厅定期开设形式多样的“课堂”活

动，现场为用户奉献更多的摄影知识和技巧。

我们还通过短信、电话、网络等各种形式使得

用户足不出户便获取增值服务。在产品保修期

截止前一个月，对于在佳能维修系统有记录的

用户，我们会以电话、信息等形式提醒用户做

产品检查。

一个特殊教育老师的来信

有这样一封感谢信让我印象深刻：一位从事心

智残障儿童特殊教育的老师，在将从北京去重庆参

加教学研讨会的前一天，不小心摔坏了家里的摄像

机，里面保存有当天主题发言的重要视频资料。我

们不但修好了她的摄像机，还成功恢复了其中的数

据，这让她十分欣喜。最后，她给我们寄来了亲笔

手写的感谢信。

——佳能（中国）北京快修中心 王思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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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再利用，环境更美好

佳能的全球回收体系

佳能在日本、欧洲、美洲、亚洲

和大洋洲构建起废旧产品回收再利用

体系，涵盖佳能产品、耗材等部分。

产品再利用体系分为产品和零部件

再利用、复印机再制造、使用后产品塑

料用于新品制造；耗材再利用体系则包

括墨盒、硒鼓、小型充电电池、容器

和包装材料等诸多类别。比如，我们

将再生塑料制成外包装和零部件，应

用于复合机和计算器等产品。

佳能遵循包括欧盟废弃电子电

机设备指令（WEEE）等在内的国

际规范。在1998年，佳能就发布了

面向全集团的《环境友好型设计指

一个墨盒的回收之旅

嗨，大家好，我是一枚废弃的打印机墨盒。

2014年4月12日，我的主人将我和我的伙伴们一起送到了佳能墨盒的指定服务点，

主人获得了一个精美的相框，我们则被送到了佳能的回收车间，

在这里经过专业的拆解、循环再造，处理，我们中的一部分

会被制造成全新的零件。

佳能全球回收大事记

佳能墨盒、硒鼓回收再利用覆盖31个国家和地区

佳能率先在业界
回收再利用硒鼓

1990年
1992年

1996年

1998年

2002年

2008年

2010年 2013年

佳能开始回收再
利用产品机身

佳能开始回收
再利用墨盒

佳能《环境友好型设计
指导原则》发布

佳能在日本建设业内第一家硒鼓再
利用自动化工厂

佳能弗吉尼亚建成首个彩色
硒鼓再利用工厂

佳能研发了第
一套硒鼓自动
分拣系统

导原则》，用于

指导环境友好型

产品相关的技术

研发。在美国弗

吉尼亚，佳能作

为制造厂商第一

个通过了美国环境保护局推荐的面

向回收再利用单位的认证。

“闭环回收再利用”技术
佳能运用先进的“闭环回收再利用”技

术，在位于美国、法国、中国和日本的四处

工厂实现硒鼓的循环再生。佳能还在日本建

设了业内第一家硒鼓再利用自动化工厂，成

功实现了从碾压到分拣的全自动处理。

在闭环回收流程中，从翻修复印机回收

的高抗冲聚苯乙烯被转换为合成树脂用于制

造新产品，并达到绿色物品采购标准。每一

个组件都被当作资源被重新利用，100%无

填埋处理。

责任故事 Responsible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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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再利用
环境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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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的设计

将再利用的
技术信息进
行反馈

开发：生物塑料&100%再生塑料

佳能智简系列产品的部分部件

采用了新型的生物塑料材质（包含

多于25%的有机成分，可以被分解

的塑料类型），可以减少在生产环

节中约20%的碳排放量。

在智简iRADV机身中，部分

部件使用100%可再生塑料，可减

少94%的CO 2排放（相比使用新

的塑料）。

回收：在华推进硒鼓再利用

佳能工厂通过多种途径开

展回收再利用：1）塑料等原

材料再利用，2）通用化设计

的零部件回收后经检测合格可

用于新品，3）对回收的墨粉

等非循环类产品做特殊处理后

作为燃料使用，4）开发和使

用生物塑料和再生塑料。

佳能大连工厂的硒鼓回收

再利用始自1991年9月，已累

计回收超过26万吨，同时削减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达40万吨，

实现100%再生利用。

佳能（中国）坚持进行硒鼓分解以来，累计回收用毕硒鼓超过26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达40万吨（环保效益相当于1000万平方米森

林、节约标准煤16万吨）。

2012年，佳能实现产品和零部件再利用量2453吨。对于不

适合重新使用的废旧产品和零部件塑料，佳能努力通过创新技术将其

转化为可用材料。2012年，佳能转化利用废旧塑料用于新品总计达

3384吨（包括硒鼓）。

责任数据

扩大回收量

2014年3至4月，佳能在华开展了为期两个月的喷墨类产品墨盒和打印

头回收活动，涵盖全国40个城市，佳能用户将使用过的墨盒或打印头返至佳

能指定服务点，即可获得相应礼品，目前共回收5228个墨盒。在2013年11

至12月的上一轮活动期间，佳能（中国）累计回收超过3660个墨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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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17日-19日，佳能（中国）社会责任报告编制小组走访了佳能（中山）办公设备有限公司和佳能精技立志凯和高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简称

佳能中山、佳能深圳），围绕员工关怀、环境保护、供应商管理和社区沟通等议题，开展了为期三天的部门访谈和现场取材。

调研包括董事长访谈、生产生活现场参观、部门专项交流以及员工沟通等环节，调研期间，报告编制小组同生产企业管理层和员工沟通了佳能集团和佳能

（中国）的社会责任理念和实践活动。调研过程的所见所感，我们将在《佳能（中国）社会责任报告2013-2014》和佳能（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专刊（月刊）

中分别呈现给大家！

佳能（中国）与在华生产企业社会责任内部交流推进会

责任故事 Responsible Story

佳能中山成立于2001年，生产激光打印机（LBP），是全球最大的彩色激光打印

机生产基地，现有员工接近6000人。

在佳能中山：根岸董事长将“快乐工作”视为保障产品质量、企业

稳定发展和社会认同的重要基础。除员工关怀外，采购部与供应商共同

开展业务改善和生产革新项目，品质保障部的品质强调月活动，设备部

的照明改造、废弃物分类回收项目，以及总务部介绍的安全生产配套设

施，都在细节处体现着佳能的共生理念。

在佳能中山现场参观和专项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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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9年起，佳能（中国）开始发布社会责任

（CSR）报告，目前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2014年2

月28日，《佳能（中国）社会责任报告2013-2014》

编制项目正式启动，在明确报告编制框架和编写思路

后，我们计划通过部门访谈、生产企业调研和发放调

查问卷等方式，增进内外部CSR信息共享，使CSR理

念成为佳能各项业务的价值催化剂。

2009 2010

2011-2012 2012-2013

佳能深圳成立于1993年，产品主要包括大幅面打印机、激光打印机、一体机、复印机、打印机及

复印机零部件、相机和摄像机快门组件、马达等，现有员工2200多名。

佳能深圳针对不同技术等级员工进行培养，形成了极具特色的员工培训和评价机制，比如创新

Key Player （KP，业务骨干） 和多能工评价和奖励机制；鼓励员工长期稳定服务，设立团队留守奖、

个人留守奖和全勤奖；为提高一线员工的技术技能，开展打螺丝和检出率等技能比赛。为了满足年

轻员工社会交往的需求，佳能深圳还精心设计、建设了独具格调的生活馆（中餐厅/西餐厅/交流室/电

子阅览室/露天吧/便利店）和“共生”广场，为员工提供了休闲娱乐的便利场所。

在佳能深圳现场参观和专项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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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代相传的佳能DNA在70余年历程中渗透到每一

个角落，其中，“以人为本”被置于佳能DNA首位。

在佳能中山董事长根岸敏之眼里，员工对企业具

有无比重要的含义：“员工是保证产品质量、企业稳

定发展和获得社会认同的基础。快乐的员工生产出来

的产品才会是高质量的；员工满意了，企业发展才是

稳定的，会有更多优秀的人才选择佳能。即使他们离

开了，也会口口相传佳能是家多么好的公司。”

佳能产品背后的感动故事和经营哲学
——本期话题：深圳、中山生产企业员工工作生活侧影

佳能，不仅因影像产品结缘中国消费者和企业，也通过在中国投资建厂，融入了中国

社会建设和发展的大潮。

作为佳能全球生产体系的一部分，佳能在华生产企业对生产细节精益求精，帮助供应

商伙伴开展业务改善，并向员工传递“开心工作、微笑生活”的佳能哲学。

我们期望，佳能既是高品质产品的提供者，也是感动故事的分享者。

多能工和KP的故事
在佳能深圳，“多能工”这份荣誉属于那些掌

握了各项产品组装技能和产品知识的员工（大约

10%）。作为多能工，员工需研习工作指导、管

理和生产革新方法，具备独立完成整台产品制作

的能力，并通过品质和作业达成率考核。KP（Key 

Player）是佳能深圳给与优秀员工的更高荣誉，KP

奖的获得者，既是技术上的精英，也是道德向上的

楷模。

与单调的流水线工作相比，创新多能工和KP培

养制度，既丰富了员工技能和工作内容，使其获得

待遇提升和价值认可，也奠定了他们职业发展的方

向。员工的全面发展也为企业稳定生产带来价值，

避免员工变动带来的生产和产品品质风险，诠释了

佳能与员工共生的理念。



佳能（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专刊 14责任故事 Responsible Story

最感动的是人性化管理
在员工价值观越来越多元化的今天，满足员工

需求成为佳能在华生产企业面临的重要挑战。

在与佳能深圳制造部员工邹学莉的沟通中，我

们得知，在佳能每周三是不加班日，因此公司在周

三晚和周末均根据员工兴趣，组织丰富活动，比如

时下流行的美甲讲座、日语讲座、爵士舞课、瑜伽

课、电影放映，员工可以在西餐厅和“共生”广场

聚餐、吃西餐、喝咖啡。

请随时敲开我的门
佳能深圳制造部员工焦波波对我们说：“司马董事长很关

注我们最细微的感受和困惑，我们可以随时敲开董事长的门。

司马董事长跟我们一起吃饭交流，气氛

特别好。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心

灵交流条、食堂调查、工会意见箱、员

工举报箱、投稿箱，让各部门了解我们

的真实想法。”佳能中山的员工刘凯星

说：“在佳能中山我们通过改善事务局

为公司发展献计献策，在员工接待日发

表自己的观点。”

一个佳能一个家
佳能中山的员工刘凯星提到在佳能工作满脸自豪，他说：“家人对

我在佳能工作很放心，我爸爸来中山看我，就住在公司安排的家属房

里，爸爸说这简直是星级待遇啊，还有专业公司对宿舍日常事务进行管

理。今年中秋节，爸爸收到了公司寄送到家里的祝福卡片，我爸爸也邮

寄了感谢卡片给公司。”

在佳能中山，花园式的员工宿舍像一个功能完善的社区，ATM机、超

市、体育馆、电影院、电子阅览室、图书馆、KTV、免费购物班车等休闲娱

乐设施一应俱全。宿舍配备了空调、彩电、洗衣机、冰箱、员工厨房等生

活设施，由专业管理员负责打扫、安全监控和全年娱乐活动规划。

本期的CSR Newsletter以中山和深圳生产企业为例，讲述佳能在华生产企业员工的故事，未

来我们还将继续讲述关于佳能与供应商的故事，生产中的环保故事、品质故事和安全故事……

佳能深圳工厂共生广场员工生日会 佳能深圳工厂露天吧

遍布佳能中山员工宿舍和
厂区的工会意见箱

佳能中山工厂电影院

佳能深圳工厂室内乒乓球室

邹学莉还告诉我们：“在佳能我最感

动的是人性化管理，公司的午餐是免费

的，每个月的餐费补助都花不完。公司悉

心帮助员工解决生活上的每一个困难，比

如每个礼拜都有班车去市中心，春节期间

帮同事购买春运时期的火车票，为不回家

的同事组织娱乐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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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二维码登陆，

新浪微博：佳能影像公益

http://t.sina.com.cn/delightedimage

扫描二维码登陆，

官方网址：佳能影像公益

http://www.canon.com.cn/csr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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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登录以下网站地址获取本刊的更多电子文档：
http://www.canon.com.cn/corp/download/aboutcan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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