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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协进会（ACCE）举办2017年度会员大会

兼义工答谢晚宴

欧阳浩东荣任创业协进会新一届会长

「2018 ACCE加拿大杰出华裔创业家奖」现已接受全国提名

创业协进会于八月二十四日在金廷宴举行了年度会员大会兼义工答谢晚宴。

 创业协进会前会长励文灏
 

前会长励文灏表示：「在过去的一年，创业协进会成功举办第二十一届「ACCE加拿大杰出华裔

创业家奖」，本人在此特别感谢主要赞助商，他们分别是加拿大发展银行(BDC)、RBC皇家银行

(RBC Royal Bank)、TD道明银行集团（TD Bank Group）、香港驻多伦多经济贸易办事处、加

拿大航空(Air Canada)、国泰航空(Cathay Pacific)、罗渣士通信、CIBC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

BMO银行金融集团、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KPMG）、Miller Thomson LLP及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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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业协进会会董及嘉宾合照：（前排左起）黎志成、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处长陈纳思、励文灏、

会长欧阳浩东、邝国雄、黎宏俊及罗淑仪。（二排左起）陈凯、陈嘉慧、邬洁婷、姚庆珠、马珊

瑚、张敏、谭贵琼、执行理事：萧君慧。（后排左起）田颂源、何艾伦（Alan Hamm）、陶智

勇、朱荣达、雷子云、石家辉、康健及庄博雄。

 会董与主要赞助商合影。（前排左起）Andy Chan（Miller Thomson LLP）、Patty

Blue（RBC Royal Bank）、会长欧阳浩东、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处长陈纳思 (HKETO)、励文

灏及Sharon Zhu (CIBC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后排左起）Ryan Wong (罗渣士通信)、陈嘉

慧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姚庆珠 (TD道明银行集团)、Rocky Lo (加拿大航空)及康健（BMO

银行金融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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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业协进会会董合照：（前排左起）陈凯、陈嘉慧、姚庆珠、邝国雄、会长欧阳浩东、励文灏、

张敏、谭贵琼、马珊瑚及罗淑仪。（后排左起）黎志成、执行理事：萧君慧、庄博雄、康健、邬

洁婷、雷子云、陶智勇、朱荣达、何艾伦（Alan Hamm）、田颂源、石家辉及黎宏俊。

 会董与「2017 ACCE华裔企业家奖」委员会委员合影。

「ACCE加拿大杰出华裔创业家奖」二十一年来，共颁发奖项给183位商界佼佼者，表彰他们对加

拿大商界做出的杰出贡献。创业协进会自1994年成立，二十三年来的茁壮发展有赖于各位会员、

赞助商、义工、董事成员、顾问成员和幕后员工的支持。没有这些人士的贡献，就没有今时今日

的创业协进会。我代表ACCE感谢所有一直支持我们、为创业协进会和华人社区作出贡献的各界

人士！祝愿新一届会董精诚合作，带领创业协进会工作跨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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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Hong Kong Economic & Trade Office (Toronto)）处长陈纳思
 

出席是次会议的还包括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Hong Kong Economic & Trade Office

(Toronto)）处长陈纳思。她表示「很高兴受邀参加本次活动，我们一直与创业协进会保持密切

的联系，并多年作为「ACCE加拿大杰出华裔创业家奖-最佳亚太贸易奖」赞助商，我们鼓励在加

创业的华人企业家，并大力支持那些在为促进香港与加拿大之间贸易往来的优秀企业。香港经济

贸易办事处会继续支持创业协进会的各项活动，并继续赞助下一届的「ACCE加拿大杰出华裔创

业家奖」。」

 

 



2017/8/28 创业协进会（ACCE）2017年度会员大会 - 加中在线

http://www.ccbestlink.com/info/commu_infos/20170828/12426.html 5/10

新旧会长交接仪式

会上会员经过投票选举产生新一届会董。 欧阳浩东荣任新一届会长。2017至2018年度之会董名

单如下：田颂源、雷子云、姚庆珠、Chris Collucci、康健、陈嘉慧、陶智勇、谭贵琼、庄博雄、

石家辉、何艾伦（Alan Hamm）、陈凯、Dave Wong、张敏、于达；大会委任马珊瑚为法律顾

问，并有三位新会董加入，包括：邬洁婷、朱荣达和温驰。创业协进会还包括顾问团：黎宏俊、

叶炳恒、黎志成、罗淑仪、吴庆华、邝国雄、励文灏，以及执行理事：萧君慧。

 欧阳浩东荣任新一届会长

新一届会长欧阳浩东表示，他感谢励文灏会长过去三年为ACCE做出的杰出贡献，并感谢各赞助

商、会董、会员的信任，他将会继往开来，与会董、会员、义工共同开拓新的里程碑。 他宣布新

一届「2018 ACCE加拿大杰出华裔创业家奖」现已接受全国提名，截止日期为2017年11月30

日。颁奖日期将在2018年3月24日，于多伦多市会议中心举行。

「2018 创业协进会 加拿大杰出华裔创业家奖」颁奖礼所颁发九个奖项名称如下:

一.  终身成就奖

二.  最佳企业家奖

三.  最佳企业创办奖

四.  最佳企业进步奖

五.  最佳社区服务奖

六.    企业优秀奖

七.  最佳亚太贸易奖

八.  最佳国际商业奖

九.  最佳创意奖

独立评选团由普华永道会计师行、毕马威及安省经济发展、就业及基础设施部代表组成。所有评

选团会员的决定，不会受创业协进会的影响。评选准则视乎个别奖项而定, 包括企业创意、运作

成功程度、产品及服务质素、增长前瞻、管理能力、国际知名度、雇员关系、以及社区服务之参

与程度等要素。

查询详情或索取提名表格, 请致电选举热线 (905) 479-2802 或浏览网址 www.acce.ca。

提名表格可于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前邮寄至以下地址:

Association of Chinese Canadian Entrepreneurs

3950 Fourteenth Ave., Suite. 502

Markham, ON L3R 0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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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长欧阳浩东称创业协进会会员遍布全国，我们将于十月十二日（星期四），在温哥华Fairmont

Waterfront酒店举办「2017创业协进会西岸晚宴」。主讲嘉宾为Peterson 投资集团的执行总裁

Ben Y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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