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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协进会（ACCE）举办2017商务交流会
发布时间： 2017-09-22 15:06:32    来源：供稿        作者：   

创业协进会举办之『商务交流会』，于九月二十日在万锦市香格里拉宴会厅成功举行。交流会邀

请到Gowling WLG滑铁卢地区和多伦多办公室的合作伙伴Neena Gupta及Grant Thornton LLP

经理Josh Dyment作为主讲嘉宾。活动人数超过100人。

创业协进会 (ACCE) 主办之「2017 商务交流会」，会董与主讲嘉宾合影。（前排左起：）萧君

慧、罗淑仪、创业协进会会长欧阳浩东、Neena Gupta、Josh Dyment、黎宏俊、邬婷洁 及

张敏。（后排左起：）温驰、邝国雄、陶智勇、吴庆华、石家辉、陈凯 及 谭贵琼。

创业协进会 (ACCE) 主办之「2017 商务交流会」，新晋会员和创业协进会会长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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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协进会 (ACCE) 主办之「2017 商务交流会」，活动人数超过100人。会董与嘉宾合影。

创业协进会欧阳浩东致欢迎词。

新任会长欧阳浩东表示：「感谢到场各位嘉宾、企业家们。今年是创业协进会成立的第二十三

年，我们的宗旨是宣传与推广企业家精神，这些年来我们一直秉承着这个传统，ACCE的最标志

性的活动是每年的「ACCE加拿大杰出华裔企业家奖」颁奖典礼，这个活动旨在表彰在加国创业

的杰出企业家，并通过他们的事迹启发更多的人创业。对于ACCE的发展，我的目标是建立在坚

实可靠的组织基础上，通过提高行动力和开展新计划进一步推动ACCE的发展。我希望通过我们

的平台能够帮助、激励更多青年企业家成长与创新。同时，我们也希望为ACCE的会员发掘更多

的机会，更多有力途径去开拓中国市场。」

是次会议中，就如何在雇佣关系中避免常见的陷阱 及 科学研究与实验开发（SR & ED）进行经

验分享，并为企业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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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嘉宾：Neena Gupta女士 -- Gowling WLG滑铁卢地区和多伦多办公室合作伙伴

Neena Gupta女士是Gowling WLG滑铁卢地区和多伦多办公室的合作伙伴。她是就业及人权相

关法律问题的专业人士。

Neena是一名受欢迎的演讲者，她曾被邀请加入了国际律师协会 (International Bar Association

(IBA)) ，人力资源专业协会 (Human Resources Professionals Association (HRPA)), 上加拿大

律师协会 (the Law Society of Upper Canada (LSUC)), the Advroteocates’ Society, 安大略

省律师协会 (the Ontario Bar Association (OBA)) 及国际律师协会 (the International

Paralegal Management Association (IPMA)) 。她在辛力加学院致力于发展就业法相关课程，

并在多伦多大学和女皇大学任教，担任人权法律系的兼职教授。

主讲嘉宾：Josh Dyment先生 -- Grant Thornton LLP经理

Josh Dyment先生是Grant Thornton LLP 的经理，专门为客户提供科学研究与实验开发

(SR&ED) 索赔过程的指导，并将索赔最大化。他是一名来自滑铁卢大学的应用科学学士(BASc)及

硕士(MASc)，他作为机械设计师、程序员、系统集成及应用专家，在制造和测试/自动化设备及

SR&ED的索赔方面拥有超过十三年的经验。

Josh 是专业工程师协会 (Professional Engineers Ontario (PEO)) 约克分会, 创业协进会 (ACCE)

及航天局 (Ontario Aerospace Council (OAC)) 的活跃会员，同时他经常在包括PEO分部等不同

场合做SR&ED相关演讲，并且他也是政府拨款及SR&ED研讨会的演讲嘉宾。

主讲嘉宾与来宾Neena Gupta女士表示：「小型企业雇主在运营中受到一系列法律法规的约束。

在本次活动中Neena Gupta女士向来宾阐述雇主的常见问题，以及如何技巧地避免这些问题。」

Neena表示：「雇佣合同是保护雇主的一个有效的工具。与员工解除雇佣关系将花费高额费用，

在安省，根据「就业标准法案，2000年版」，法官会根据雇员的年龄、受雇时间长短、资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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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背景等对雇佣解除通知类案件作出合理的判断。为了避免这类问题，可以参考如下解决方式，

每年或每两年对雇佣合同进行审核并作出修改；确保雇佣相关的所有文件包含雇佣合同条款

等。」Neena Gupta女士随后由La-Z-Boy Braiden和 McGee v. Reid’s Heritage Homes的案

例分析后提出「将长期员工变成独立承包人（independent contractor）容易出现法律漏洞，从

而使企业造成损失，其避免方法包括谨慎审查并制定独立承包合同；利用第三方雇佣机构雇佣，

并签订合同来控制风险。」

Josh Dyment向企业家着重介绍介绍科学研究与实验开发（SR&ED）「SR&ED是加拿大联邦政

府支持加拿大工业研究与技术开发的最大的一项税务优惠政策。每年有超过30亿加元税收抵免及

现金返还给超过2万名纳税人-平均补贴金额约为150万加币。这个项目主要的对象是加拿大的

中、小企业，但是很多企业没听说过这个项目，或不符合申请条件。想要成功申请SR&ED项目的

企业，需要开发新产品或进行产品增值改进，能对现有的材料、设施、产品或工艺进行改善其功

能、质量、成本、报废率等。」最后，Josh向到场企业分享并剖析了各种符合条件的项目实例。

在答问环节中，来宾们积极提出问题，而主讲嘉宾现场展开分析，逐一解答。大会最后更安排有

自由的商务交流，使来宾扩展自己的人际网络，场面热闹。

近期活动，创业协进会将于十月十二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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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查询请致电905-479-2802，电邮membership@acce.ca或浏览网页www.acce.ca。

创业协进会 (ACCE) 主办之「2017 商务交流会」，会长欧阳浩东（左一）与主讲嘉宾合影。

创业协进会 (ACCE) 主办之「2017 商务交流会」，活动赞助商和幸运大奖获奖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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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协进会 (ACCE) 主办之「2017 商务交流会」，活动人数超过1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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