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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协进会（ACCE）举办2017创业论坛
2017‐5‐17 08:36 | 发布者: editor1 | 评论: 0 | 来自: SX88

「创业协进会」主办之2017「创业论坛」，于五月十三日在北约克市政大楼市议会厅成功举行。为了帮助各界人
士实现在加的创业梦想，促进工商业界的信息交流和紧密合作，创业协进会每年都会牵头举办大型的创业论坛，
邀请商界精英分享在加国创业的成功经验。本年度的论坛邀请了5位加拿大傑出华裔创业家奖获奖者，与各界分享
创业心得。更有政府部门摆设摊位，包括：「多伦多创业中心」、「万锦市小型企业中心」和「Canada
Business Ontario」等机构，派发有关如何与政府做生意、创业计划及政府资料等。本次活动吸引了近200名入场
观众，包括中小企业家及有志创业的社会人士参加。
创业协进会会长励文灏表示: 「创业协进会于24年前成立，并在今年3月25日成功举办第二十一届『ACCE 加拿大
傑出华裔创业家奖』。本次主讲嘉宾是众多创业家中之佼佼者，他们付诸努力实现创业，将事业发展推向更高水
平，更为加拿大经济作出一份贡献。创业协进会为倡导创业事宜而努力，不断向处于各个发展阶段的企业提供支
持。作为创业者和其他重要夥伴之间的桥樑，无论是初创业者，还是寻求业务扩展的中小型企业主，我们推出不
同的活动以满足创业人士的人际网络、教育和创业商机之需求。」
大会邀请到「ACCE加拿大傑出华裔创业家奖」获奖者与来宾分享他们的创业心得及成功之道。他们分别是：
「2017最佳亚太贸易奖」得主「 JET 」 梁伟能、「2017最佳企业进步奖」得主「Process Fusion Inc.」郑天
恩、「2017最佳企业创办奖」得主「Hubnest Inc.」 李明深、「2017企业优秀奖」得主「CN Global Distributor
Inc.」张健勇、「2014最佳国际商业奖」得主「InnoVision Holdings Corp.」欧阳浩东。
梁伟能在多伦多大学修读建築设计，并于1997年毕业。初出茅庐的梁伟能满腔热诚，带著设计出令人引以为傲的
地标式艺术作品的渴望，在2010年与志同道合的友人周天朗，在数位大学挚友的帮助下，合力创立了JET。JET
初创之时遇到重重困难。但很幸运的是JET得到Remington和Concord Adex的青睐，有了这两间大客户的支持，
让JET在多伦多的起步变得相对容易。2004年，JET在香港西九文化区M+博物馆（M+ Pavilion）的国际设计比赛
中获胜。在短短3年内，JET已有多个设计作品在国际比赛中进入决赛，部分更有获奖。JET甚至引起了知名的北
京大学建築与景观学院院长，兼北京土人城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院长俞孔坚教授的关注，邀请JET担任国际设计
师。
张健勇在2009年创立 CN Global Distributer Inc.，最初以销售超市终端机系统、购物车及有关供应超市配套产品
为主。後来，他有见本地及亚洲市场对海产需求不断增加，因此，为顾客提供来自斯高沙省（Nova Scotia）新鲜
和优质的龙虾。至于未来的计划，张健勇对此充满信心。除了扩展本地和亚洲市场，同时亦会发挥团队的潜力和
效能。为了应付未来发展的需要，他们会在机场附近建造一个庞大的龙虾池，方便在多伦多包装及运送龙虾往亚
洲。除此之外亦会积极开拓熟龙虾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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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bnest的负责人李明深是在2013年成立这间公司，专门帮客户开发应用程式和经营网站。其中在研发如何运用
最低数据来自动化整个电子商务业务，便是Hubnest致力要开拓的市场。而透过这些累积下来的经验，Hubnest在
行内被冠以这方面的专家。单在一年时间内，公司便展开了超过140个网络项目，而这些项目涉及数百万用户，并
且仍然不断创造新的收入来源。Hubnest未来将会向电子付费之类的庞大市场发展，而且同时会把网页设计、用
户体验、电子商务和系统应用专家汇聚一起，帮助实现这个目标。目前Hubnest是美国东部相关领域的供应商之
一，并投资成为IoE（万物互联网）的专家。

DOWNTOWN MARKHAM 爵士
乐音乐节

相信很多政府机关、金融及保险行业，每日处理大量文件，大部分都要人手输入资料。郑天恩成立的 Process
Fusion Inc.就研发了一个应用程式（App）专门替客户解决处理冗繁的文件输入问题，更可以进行分门别类。几
年前，郑天恩深受多伦多大学教授Geoffrey Hinton 的A1神经网络（Neural Network）和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理论的影响。他认为这个科技很有潜力，因为电脑可以学习到人所做到的事。他们在多用途打印机
（Multifunctional printer）内，安装了一个应用程式，名为 CapturePoint Transformer。当客户将一些文件经扫描
处理後，资料便直上云端。现时，他们的应用程式是收费的，未来将对公众开放免费使用。由于市场的反应极
佳，他们将会扩展这个产品到美国。

Evergreen Brick Works 星期日市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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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浩东热衷于创建属于自己的扩展企业，注重有创意的高质量产品。2004年他成立了他的公司，并将之命名为
InnoVision。欧阳浩东名下的Nobis，凭著无与伦比的技术，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时尚品牌。Nobis目前在全球
20多个国家均有发售。Nobis的服装刊登于众多国际杂誌及报纸上，如《GQ》、《时尚先生》、《Flare》和
People.com。此外，它亦是索尼娱乐的热门电影《生化危机：惩罚》的合作伙伴。Fan Ink在巴塞罗那、皇家马
德裏和AC米兰等15个国际足球俱乐部拥有越来越多的特许经营权。而Woods Canada是一个拥有128年历史的加
拿大户外品牌，欧阳浩东计划将它重新包装、重新运作。
梁伟能表示「关係管理对于发展中企业至关重要，与亚洲的公司做生意尤为明显。我们倾向于通过现有的关係
网，对外拓展更多的商业联繫。此外，我们通过参加多项竞赛建立良好的知名度，从而间接获得更多的关注与肯
定，加速拓展关係网。例如，由于JET屡获设计比赛殊荣，引起了知名北京大学建築及景观系院长的关注。」
张健勇非常重视客户服务及体验，他表示「对于我们这个行业，客户的服务非常重要。我们从团队建设与管理入
手，提升团队执行力并对于物流等各方面进行把控及安排，做到对每位用户负责。与此同时，我们会对于未来几
周的工作进行规划以及风险预估及管理。我们会在每天晨会中讨论各部门遇到的机遇与挑战并讨论解决方案。例
如明天是母亲节，我们会针对客户提前一两个月进行节日促销宣传，确保客户在能够在有购买需求的时候更多考
虑我们的产品。」
李明深回顾发展初期，他认为「作为一间创业公司，成功的路上挑战不断，第一年是最艰辛的，因为第一年没有
钱赚便很难在吸引投资者。进入第二年便要找对的客户，因为要获得客户的信任，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所以越早
建立与客户的关係，巩固一批稳定的客源，对公司日後的发展极之重要。我和我的团队都充分的了解销售对于企
业的重要性，我们重视利用社交媒体宣传产品，提升产品相关话题讨论度。至于资金管理方面，我们拥有良好的
团队对于企业资产和资金流动作出评估及调整。」
郑天恩表示「开始的时候，是经营电脑配件的生意，後来兼营软件。有感于科技不断演进，我们看到有一个商
机，就是发展电子扫码传真机 (electronic digital faxing) 。在这方面，我们取得空前成功，亦因此，我们将这个科
技卖给美国佳能 (Canon) 公司。这就是我们公司的第一桶金。对于未来，郑天恩认为会是发展庞大的美国市场。
另外，为了业务的发展，会收购一些服务机构 (service bureau) ，因为他们有很多外判的资料输入工作，都是转
去印度。收购之後，便可以用更便宜的价钱，做到同一个效果的工作。」
欧阳浩东表示「自2014年至今，InnoVision在持续发展中，公司接手一些新项目，我们从引进人才开始，後期加
入企业培训，我们也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引进新资源。例如我们启用咨询公司，对于企业现状进行评估与建议。在
企业由小型企业向中型企业转变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如何留住现有人才是企业面临的挑战。我们的策略是为他们
提供适合的培训，尝试找出各人的优点而加以善用，尽量令他们发挥所长，令他们对工作更投入更有热诚。」
会场气氛热烈，专题讲座的问答环节吸引在场人士积极回应并分享各自的见解。因获奖者出色的事业和演讲之精
彩，散会后各主讲嘉宾逗留现场，被众多与会者围绕著交流经验。为提供更多资讯和即场解答入场观众的创业疑
问，大会更设有展览摊位和安排代表提供谘询服务。
创业协进会，东岸近期活动：为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二十週年，将于7月13日 (星期四) 在Angus Glen Golf &
Country Club「2017 ACCE哥尔夫球赛」。
近期温哥华活动，『创业协进会  西岸多元族裔商务交流会』将于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五日(星期四)在Pinnacle
Hotel Harbourfront, Vancouver, B.C. 举行。本次邀请到Prospero Group主席兼首席执行官，2017「终身成就奖」
得主Robert Lee李亮汉先生; 2016「终身成就奖」得主郭敦礼先生; Freehold Development Canada Ltd.主席John
D’Eathe。出席嘉宾包括三级政府代表、社区领袖、政商界翘楚及创业家等各界人士。
查询各项活动详情可致电9054792802，或浏覧网页www.acc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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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协进会（ACCE）日前举办「2017创业论坛」。图为会董及主讲嘉宾合影：（前排由左至右）「JET」梁伟
能、「Hubnest Inc.」李明深、「Process Fusion Inc.」郑天恩、「CN Global Distributor Inc.」张健勇及
「InnoVision Holdings Corp.」欧阳浩东。（後排由左至右）黎志成、罗淑仪、「LumiDesign Inc.」王肇安、田
颂文、萧君慧、谭贵琼、创业协进会会长励文灏、吴庆华、张敏、黎宏俊、关志恒及何艾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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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一English
创业协进会会长及主讲嘉宾合影：「CN Global Distributor Inc.」张健勇、「JET」梁伟能、创业协进会会长励文
灏、「Hubnest Inc.」李明深、「Process Fusion Inc.」郑天恩及「InnoVision Holdings Corp.」欧阳浩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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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协进会（ACCE）日前举办「2017创业论坛」，图为会董、嘉宾及主讲嘉宾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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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协进会（ACCE）日前举办「2017创业论坛」，活动吸引各界人士参加。

创业协进会（ACCE）日前举办「2017创业论坛」，活动吸引各界人士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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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协进会（ACCE）日前举办「2017创业论坛」，活动吸引各界人士参加。

创业协进会理事陈嘉慧（左二）、陶智勇（左一）为获奖嘉宾颁奖。

创业协进会理事为获奖嘉宾颁奖。

创业协进会顾问黎宏俊（左二）为获奖嘉宾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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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协进会（ACCE）日前举办「2017创业论坛」，图为展臺合照。

创业协进会（ACCE）日前举办「2017创业论坛」，图为展臺合照。

创业协进会（ACCE）日前举办「2017创业论坛」，图为展臺合照。

创业协进会（ACCE）日前举办「2017创业论坛」，图为展臺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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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协进会（ACCE）日前举办「2017创业论坛」，图为展臺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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