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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协进会(ACCE)于10月12日在温哥华Fairmont Waterfront酒店举行「2017 创业协进会西岸

晚宴」。该活动旨在促进加拿大西岸的华裔企业家商业活动，鼓励创业及表扬其杰出的创业成

就，从而推动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

2017创业协进会西岸晚宴，嘉宾、会董合照。（前排从左至右：）主讲嘉宾Ben Yeung

(Peterson Group)、香港经贸处处长陈纳思、朱任重(晚宴共同主席)、贸易省务厅长周炯华

（George Chow）、Rosa Oh、欧阳浩东(创业协进会会长)、加拿大参议员胡子修、西岸晚宴

荣誉主席李亮汉、郭敦礼(Amara Holdings Inc.) 及中国驻温哥华总领事馆商务领事祖丽荣；

（后排从左至右：）邬婷洁(创业协进会)、萧君慧(创业协进会)、陈凯(创业协进会)、励文灏(创

业协进会) 及 雷子云(创业协进会)。

当晚出席西岸晚宴，嘉宾来自政府、创业家、以及工商界名流等约300多人出席，其中包括加拿

大参议员胡子修先生(Senator Victor Oh)、贸易国务厅长The Hon. George Chow、中国驻温哥

华总领事馆商务领事祖丽荣、香港驻多伦多经济贸易办事处处长陈纳思(Kathy Chan)等政府官员,

同时出席的还包括ACCE西岸晚宴共同主席，风华国际教育投资集团创办人兼总裁朱任重；

Prospero Group主席兼创业协进会西岸晚宴荣誉主席李亮汉先生（Robert Lee），和 Amara

Holdings Inc.总裁及首席执行官郭敦礼先生（Stanley Kwok）。

ACCE当晚荣幸邀请到Peterson Group 行政主席及行政总裁Ben Yeung 先生,担任晚宴的主讲嘉

宾与来宾分享成功创业心得。Ben是一位香港出生的加拿大商人。2000年，他放弃了牙科诊所事

业，并继承他父亲的产业，担任Peterson主席。Peterson Group 是一家私人控股的家族房地产

公司，活跃于房地产投资、开发、物业管理、资本借贷等领域。如今，Peterson拥有超过600万

平方英呎的收益性资产（income-producing properties），其中包括几个温哥华，卑诗省和多

伦多、安大略省的标志性的城市混合项目，除此之外，还包括超过300万平方英呎，处于不同发

展阶段的地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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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同时将时间致力于服务社区，他是温哥华综合医院（Vancouver General Hospital）及英属

哥伦比亚大学医院基金会（UBC Hospital Foundation）、哥伦比亚大学牙科医院学院（UBC

Faculty of Dentistry）的董事会成员，加拿大东莲觉苑 （Tung Lin Kok Yuen Canada

Society）、加拿大东莲觉苑基金会 （Tung Lin Kok Yuen Canada Foundation）的理事，也是

加拿大BC省山东同乡会（Shandong Natives Association of BC）的副主席。

 白金赞助商Prpspero Group主席Robert Lee颁发奖学金予卑斯省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Sauder商学院学生Brody Wong。
 

此外，大会还邀请到温哥华音乐学院（Vancouver Academy of Music）作为表演嘉宾，为大家

带来一场听觉的盛宴。大会当晚颁发奖学金予卑斯省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Sauder商学院学生Brody Wong。创业协进会自2002年开始设立奖学金予安省百年纪念学院的

优异生，其后伸延至多间安省的专上学院及大学，包括辛力加学院、怀雅逊大学、约克大学

Schulich商学院及乔治布朗学院。

2017创业协进会西岸晚宴，晚宴主席欧阳浩东（右）颁发奖状予2017「终身成就奖」得主李亮

汉先生Prospero Group主席（左）。

此外，八位往届「ACCE加拿大杰出华裔创业家奖」得奖者，也在百忙当中出席本次晚宴。其中

包括2017「终身成就奖」得主李亮汉先生（Prospero Group）主席；2016「终身成就奖」得主

郭敦礼先生，Amara Holdings Inc.总裁及首席执行官；2015「最佳企业家奖」得主朱任重先

生，枫华国际教育投资集团 (CIBT Education Group Inc.)创办人兼总裁；2014「最佳国际商业

奖」得主欧阳浩东先生，InnoVision Holdings Corp.创办人兼总裁、2014「最佳企业进步奖」

得主陈凯先生，阳光超市集团（Sunny Group）总裁；2012「企业优秀奖」得主励文灏先生,

Mennie Canada Ltd.总裁；2012「最佳国际商业奖」得主David Lee Kwen先生，Mi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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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untain Specialties总裁；2005「最佳国际商业奖」得主邝国雄先生, PharmEng

Technology总裁。

2017创业协进会西岸晚宴，得奖者合照。（从左至右：）邝国雄、欧阳浩东、朱任重、郭敦礼、

李亮汉、励文灏、David Lee Kwen 及 陈凯。

会长兼晚宴共同主席欧阳浩东表示：「创业协进会创建于二十三年前，现在逐步发展为全国性的

加拿大组织，成员活跃于加拿大的各个领域。创业协进会不仅提倡及促进加国华裔企业家创业精

神，还注重与推动创业家的社会责任感，鼓励创业家回馈社会。创业协进会也一直将回馈社会作

为己任,我们的会员也向慈善机构、老人院、医院和学校慷慨捐赠。

企业家的精神是从无到有的创造，他可以通过勇气、热情、努力等转变为一些伟大的东西。能够

从创业家成功故事中汲取灵感是我们组织使命的关键部分。这些获奖的创业者们通过ACCE奖项

所得到的社会认可，不仅仅是告诉别人他或她在这个行业中是出类拔萃的，更多的是将创业的精

神和能量传递给下一代有抱负的企业家。

2017创业协进会西岸晚宴，嘉宾、会董合照。（从左至右：）雷子云、邬婷洁、萧君慧、邝国

雄、与昂浩东、朱任重、郭敦礼、李亮汉、励文灏、David Lee Kwen 及 陈凯。

今年已是创业协进会在温哥华举办活动的第六年，现今仍不断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借

此衷心感谢各级政府、赞助商、传媒朋友、筹委会成员及义工，使得本次晚宴取得完满成功。特

别感谢西岸晚宴筹委会共同主席：枫华国际教育投资集团创办人兼总裁朱任重先生。」

晚宴共同主席朱任重先生表示：「2018「创业协进会加拿大杰出华裔创业家奖」颁奖礼由1997

年至今选出188位杰出的华裔创业家。由最初颁发六个奖项增至现在每年颁发九个奖项；至于提

名地域方面，由只接受安省华裔提名，至现今各奖项扩展到接受全国华裔提名。特别是去年『最

佳国际商业奖』的提名首次对全国创业人士（非华裔）开放，公司销售、业务或产品需对主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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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和华人社区有所贡献。所颁发九个奖项分别为:一)最佳企业家奖；二)最佳企业创办奖；三)最佳

创意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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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成就奖。现已开始接受提名，截止提名日期为11月30日（星期四）。希

望各创业家积极参与提名活动，表彰华裔创业家对加国经济的贡献。

2017创业协进会西岸晚宴，晚宴主席和赞助商照。（从左至右：）朱任重(晚宴共同主席)、

Wilson Ng(PFAFF Leasing Vancouver)、陈纳思(香港经贸处)、Rose Siu(国泰航空)、Lydia

Yu(明报)、欧阳浩东(创业协进会会长)、Derek Lee (Prospero Group)、Rodney Davidson

(枫华国际教育投资集团)、Johnson Wu(Dr. Power)、RobertLee(Synergy Business

Lawyers LLP)。

明年颁奖典礼将于2018年3月24日（星期六）在大多伦多会展中心（Metro Toronto

Convention Centre）举行。本次晚宴将有超过1,200位来宾，共同分享获奖加拿大华裔企业家

的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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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业协进会是一群有志于为加国社区繁荣作出努力的专业人士及企业家组成的非牟利志愿团体。

其宗旨在于鼓励创业，加强华裔创业家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通过优质培训和互助合作，协助

创业家开创新企业; 以及建立网络，以便会员藉此进行咨询及研讨。此外，创业协进会亦促进政

府和企业之间的沟通。作为加拿大的精英商会，创业协进会在温哥华举办的西岸晚宴，将本协会

的活动拓展到加拿大西岸并将继续拓展至全国。创业协进会作为一个信息交流平台，把东西两岸

连成一线，使两地共享资源、相互促进支持、共同进步并发展。

有关创业协进会各项活动，查询详情，请电 (905) 479-2802 或浏览网址 www.acc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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