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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详情

雷震瀛博士榮膺二零一八創業協進會 - 終身成就獎

导读：創業協進會（ACCE）將在「第二十二屆創業協進會加拿大傑出華裔創業家獎」晚宴中向雷震瀛博士（Brandt C.

Louie）頒授終身成就獎項。曾獲得該獎項的還有2017年「終身成就獎」得主，Prospero Group主席- 李亮漢先生；2016年

「終身成就獎」得主，Amara Holdings Inc.總..

創業協進會（ACCE）將在「第二十二屆創業協進會加拿大傑出華裔創業家獎」晚宴中向雷震瀛博士（Brandt

C. Louie）頒授終身成就獎項。曾獲得該獎項的還有2017年「終身成就獎」得主，Prospero Group主席- 李

亮漢先生；2016年「終身成就獎」得主，Amara Holdings Inc.總裁及首席執行官- 郭敦禮先生；2015年

「終身成就獎」得主，24任緬尼托巴省省督-李紹麟先生（The Honourable Philip S. Lee, C.M.,

O.M.）；2014年「終身成就獎」得主前加拿大國會參議院議員、第三十一任多倫多大學名譽校長及利德蕙股

權公司總裁- 利德蕙博士(The Honourable Dr. Vivienne Poy) ；2013年「終身成就獎」得主Portland

Holdings Inc.的創辦人及主席，兼Wilfrid Laurier大學校監李秦先生(Mr. Michael Lee-Chin) 等。
 

 
 

創業協進會會長歐陽浩東表示：『我們非常榮幸能頒發這個獎項給雷震瀛博士。他是加拿大最受人尊敬的創

業家和慈善家之一，他的HY Louie Group of Companies 及倫敦藥房有限公司（London Drugs Limited）在

加西擁有八十間分店，員工近一萬人，對整個加拿大的經濟做出傑出的貢獻。雷博士亦關心社區福利，他是

Tong& Geraldine Louie Family London Drugs Foundation及倫敦藥房基金會（London Drugs

Foundation）之主席。創業協進會以此頒發終身成就獎予雷博士，表揚他對加拿大之卓越貢獻。』
 

 
 

皇家銀行商業理財副總裁彭清湘說：『皇家銀行很榮幸地支持創業協進會，在其鼓勵加國華人創業及表彰對

加拿大作出貢獻的傑出華裔創業家。作為一家在加國華裔社區擁有深厚的商業和個人關係的銀行，很榮幸連

續十三年贊助「創業協進會- 終身成就獎」。』
 

 
 

雷震瀛博士1972年加入家族企業，在此之前，他一直是一名特許會計師。自那時起，他將自己敏銳的金融頭

腦和創業精神應用於成長中的H.Y.Louie集團。1998年，他被任命為倫敦藥房有限公司（London Drugs

Limited）的董事長及執行總裁。雷博士是一位極具遠見的商業領袖，他在北美最著名的企業及公共機構任

職顧問，其中包括溫哥華貿易理事會（Vancouver Board of Trade）旗下的溫哥華世貿中心（World Trade

Centre Vancouver）、卑詩省商業委員會（B.C. Business Council）、Historical Foundation of

Canada、食品營銷協會（Food Marketing Institute）、盖尔德纳基金会（Gairdner Foundation）及 最古

老的耶路撒冷聖約翰醫院；他是Grosvenor Americas之理事會主席、杜克大學醫學中心（Duke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的客席委員會成員 及 John F. Kennedy政府學院的主任委員會的成員。2013年，他成為

加拿大司法委員會（Canadian Judicial Council）成員及主席顧問小組成員.
 

 
 

雷震瀛博士的商業哲學與創業精神帶動了H.Y Louie Co. Limited和倫敦藥房有限公司（London Drugs

Limited）的持續成功。他對客戶服務、員工公平和與供應商的合作關係有著強烈的信念。他積極鼓勵企業

創新。在他的領導下，公司逐漸發展壯大，且多樣化。1999年公司拓展了飛機租賃業務領域，建立了私人公

司租賃公司London Air Services。三年後，他在卑詩省的索諾拉島（Sonora Island）買下索諾拉度假村

02-12

02-12

02-12

02-10

02-10

02-10

02-10

02-10

02-10

02-10

最新发布

EAS加联国际集团教育展在多伦多隆

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隆重举办2018

多伦多葡萄酒学院举办新春联欢暨

2018旺財迎新歲

保守黨換黨魁的「陰终摗�

Statement from PNC Co-Chair Ken

Andrew Scheer announces upcomin

雷震瀛博士榮膺二零一八創業協進

多倫多經貿處處長到訪滿地可及渥

Job losses confirms Wynne’s mi

08-22

06-09

06-09

06-10

06-10

06-10

06-10

06-10

06-10

06-10

推荐下载

生命

湛山精舍举办放生祈福法会惊现【

竹笛妙韵漂洋过海，中华音乐深入

加中四川总商会成立庆典晚宴取得

杂技歌舞助庆，iTalkBB万锦广场专

圣诺俱乐部 花瓶岛两日游 独家行程

我当了回国际“搬运工”

是谁让爱情有了距离？

在结婚典礼上说分手

温柔与暴力共存的日记本

10-18

09-18

05-30

01-30

10-03

05-18

04-23

09-30

11-02

07-26

最热下载

加中地产投资总商会CCRPA新一任会

“创享深圳，联通世界” 第二届国

【新动力直播】支持安省79号法案5

多伦多华人团体联合总会新年团拜

当今中国最大隐患：族群分裂无处

「武林風」首屆中加自由搏擊爭霸�

墨韵书香 一带一路中华文化走出去

驻多伦多总领馆在多伦多市政厅举

清除王岐山留任最大障碍 中共否决

涉嫌19亿元特大境外遥控传销案？

广告位！

广告位！

首页
 

新闻时事
 

文艺体娱
 

工商消息
 

活动预告
 

杂文来稿
 

吃喝玩乐
 

http://www.youknownews.com/do/reg.php
http://www.youknownews.com/do/login.php
http://www.youknownews.com/do/qq_login.php
http://www.youknownews.com/do/post.php
http://www.youknownews.com/bencandy.php?fid=3&id=3742
http://www.youknownews.com/list.php?fid=1
http://www.youknownews.com/list.php?fid=3
http://www.jiathis.com/share/?uid=88924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B%96%E5%B0%94%E5%BE%B7%E7%BA%B3%E5%9F%BA%E9%87%91%E4%BC%9A%E5%9B%BD%E9%99%85%E5%A5%96
http://www.youknownews.com/bencandy.php?fid=3&id=3749
http://www.youknownews.com/bencandy.php?fid=3&id=3748
http://www.youknownews.com/bencandy.php?fid=3&id=3747
http://www.youknownews.com/bencandy.php?fid=51&id=3746
http://www.youknownews.com/bencandy.php?fid=3&id=3745
http://www.youknownews.com/bencandy.php?fid=3&id=3744
http://www.youknownews.com/bencandy.php?fid=3&id=3743
http://www.youknownews.com/bencandy.php?fid=3&id=3742
http://www.youknownews.com/bencandy.php?fid=3&id=3741
http://www.youknownews.com/bencandy.php?fid=3&id=3740
http://www.youknownews.com/bencandy.php?fid=54&id=666
http://www.youknownews.com/bencandy.php?fid=3&id=667
http://www.youknownews.com/bencandy.php?fid=3&id=668
http://www.youknownews.com/bencandy.php?fid=3&id=669
http://www.youknownews.com/bencandy.php?fid=3&id=670
http://www.youknownews.com/bencandy.php?fid=3&id=671
http://www.youknownews.com/bencandy.php?fid=47&id=672
http://www.youknownews.com/bencandy.php?fid=47&id=673
http://www.youknownews.com/bencandy.php?fid=47&id=674
http://www.youknownews.com/bencandy.php?fid=47&id=675
http://www.youknownews.com/bencandy.php?fid=3&id=2935
http://www.youknownews.com/bencandy.php?fid=3&id=767
http://www.youknownews.com/bencandy.php?fid=3&id=2253
http://www.youknownews.com/bencandy.php?fid=3&id=1672
http://www.youknownews.com/bencandy.php?fid=3&id=862
http://www.youknownews.com/bencandy.php?fid=3&id=2182
http://www.youknownews.com/bencandy.php?fid=3&id=2060
http://www.youknownews.com/bencandy.php?fid=3&id=841
http://www.youknownews.com/bencandy.php?fid=3&id=1084
http://www.youknownews.com/bencandy.php?fid=3&id=2524
http://www.youknownews.com/
http://www.youknownews.com/list.php?fid=3
http://www.youknownews.com/list.php?fid=3
http://www.youknownews.com/#
http://www.youknownews.com/#
http://www.youknownews.com/#
http://www.youknownews.com/#


2018/2/12 雷震瀛博士榮膺二零一八創業協進會 - 終身成就獎 - 新闻时事 - 北美好生活

http://www.youknownews.com/bencandy.php?fid=3&id=3742 2/4

（Sonora Resort），最近又推出一個新的超市連鎖品牌鮮街市場（Fresh St. Market）。他是名副其實的

企業可持續發展的領頭人。
 

 
 

雷震瀛博士的在商業上擁有著巨大的成就，H.Y Louie Co. Ltd在卑詩省家喻戶曉。儘管他的公司久負盛

名，他並沒有滿足于現有的成就和對社區做出的貢獻。在創業精神和不屈不撓精神的驅使下，他慷慨資助溫

哥華交響樂社區，大學醫院社區等。雷博士也是加拿大神經科學基金會（Neuroscience Canada

Foundation）的一名國家受託人。他曾擔任VARIETYClub兒童資助項目的共同主席，任期超過15年。2005

年，他被Simon Fraser University授予榮譽法學博士的稱號，他亦做了該校的校長，任期六年。他也獲得

了卑詩大學特許會計師協會（Institute of Chartered Accountant of British Columbia）的終身成就獎

及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十金禧獎章（Queen Elizabeth II Golden Jubilee Medal）。
 

 
 

2018「創業協進會加拿大傑出華裔創業家獎」將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星期六）晚，假座多倫多會議

中心北翼舉行晚宴，並頒九個獎項。 
 

 
 

加拿大傑出華裔創業家獎九個獎項如下：
 

 
 

                      獎項                   
 

一）    終身成就獎              
 

二）    最佳企業家獎                  
 

三）    最佳國際商業獎                 
 

四）    最佳亞太貿易獎                
 

五）    最佳企業創辦獎              
 

六）    最佳企業進步獎                
 

七）    企業優秀獎                       
 

八）    最佳創意獎                    
 

九）    最佳社區服務獎                
 

 
 

創業協進會舉辦「加拿大傑出華裔創業家獎」目的是為促進加國華人社區創業精神，表揚加國華人創業家之

貢獻，鼓勵加國華人創業以及促進創業家之社會責任感。               
 

 
 

該晚活動由創業協進會主辦；主題贊助為BDC銀行。評審團由安省經濟發展廳、安省科研創新廳，明報，普

華永道會計師行、百年紀念學院、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及The Globe and Mail組成。出席嘉賓包括三級政府

代表、社區領袖、政商界翹楚及創業家等，預計超過一千人出席。餐券每位三百加幣。查詢詳情

www.acce.ca，致電(905) 479-2802或電郵awards@acce.ca 。
 

 
 

 2018「創業協進會– 終身成就獎」新聞發佈會，宣佈雷震瀛博士榮獲今年的終身成就獎。（從左至右：）

創業協進會評審委員會與嘉賓合照，王陽海、黎宏俊、創業協進會會長歐陽浩東、皇家銀行商業理財副總裁

彭清湘、終身成就獎評審團主席Norman Morris、張敏及蕭君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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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創業協進會– 終身成就獎」得獎者，雷震瀛博士。
 

 
 

 2018「創業協進會– 終身成就獎」得獎者，雷震瀛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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