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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皇家银行赞助的终身成就奖，奖项得主为来自温哥华的H.Y. Louie Co. Ltd.主席兼总裁 及
伦敦药房有限公司（London Drugs Limited）的主席雷震瀛博士（Brandt C. Louie）。他是加
拿大最受人尊敬的创业家和慈善家之一，他的H.Y. Louie Co. Ltd. 及伦敦药房有限公司
（London Drugs Limited）在加西拥有八十间分店，员工近一万人，对整个加拿大的经济做
出杰出的贡献。雷博士亦关心社区福利，他是Tong & Geraldine Louie Family London Drugs
Foundation及伦敦药房基金会（London Drugs Foundation）之主席。以此颁发终身成就奖予
李先生，表扬他对加拿大社区和经济的卓越贡献。

其他八个奖项得主分别如下：
最佳企业家奖（道明银行集团赞助）
Clarion Medical Technologies–凌斯明
最佳国际商业奖（加拿大航空赞助）
Hibar Systems Ltd.– Iain McColl
最佳亚太贸易奖（香港驻多伦多经济贸易办事处赞助）
Results Advertising –徐汉礼
最佳创意奖（罗渣士通信赞助）
Frontop Engineering Limited–冯建德
最佳企业进步奖（国泰航空赞助）
Dawn InfoTek Inc.– 张慧卿 及 陈平安
企业优秀奖（加拿大国家银行赞助）
Gemterra Developments Corporation–王岩
最佳企业创办奖（BMO银行金融集团赞助）
The Captain's Boil–陈汝轩
最佳社区服务奖（明报赞助）
假期旅游 –岑绍伦
当晚出席颁奖礼嘉宾来自三级政府及工商界政超过一千人，包括联邦参议员胡子修；安省原
住民修好及关系厅厅长David Zimmer；万锦市市长Frank Scarpitti；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何
炜；驻多伦多总领馆参赞鄂德峰；香港驻多伦多经济贸易办事处处长陈纳思；旺市市议员杨
士渟；新市市议员Tom Vegh。
主讲嘉宾为Wattpad的执行总裁及联合创始人Allan Lau先生，他也是2013年“最佳创意奖”得
主。
Wattpad创立于2006年，是一个可供世界各地的人们可以出版，分享，阅读故事的虚拟平
台。近期刚从Tencent Holdings Ltd.融资五千一百万美金用于全球化扩张。这家多伦多的创
业公司拥有超过六千五百万的读者来到Wattpad发表或者阅读文章。大会颁发奖学金予百年
纪念学院、辛力加学院、乔治布朗学院及约克大学Schulich商学院的学生，他们分别是陈艳
芬、Xin Tong（百年纪念学院）；潘廷轩、柯燕婷（辛力加学院）；杨佩雯、吴华俊（乔治
布朗学院）；王敏如、曾慧敏（约克大学Schulich商学院），由Miller Thomson LLP赞助。
大会并捐出善款予玛嘉烈公主癌症基金会（The Princess Margaret Cancer Foundation）和 加
拿大晨曦会（Operation Dawn Canada），各五千五百加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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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共同主席及会长欧阳浩东表示：“2018年是创业协进会的第二十二个杰出华裔创业家奖
颁奖典礼。经过了超过二十年的沈淀，ACCE已发展为加拿大全国领先加拿大华裔组织，在
过去的二十一届颁奖典礼中，共为优秀创业家颁发158个奖项。2018年是ACCE变革创新的
一年，我们为组织进行重新定位，设计及采用全新的会徽，它代表了一种与时俱进、更现代
化的理念，同时，这也代表我们对于协会的愿景，那就是专注于创业精神、追求企业卓越
及 共同成长与繁荣。我们也陆续举办了一些活动，几个月前我们刚刚举办了首届青年商务
交流会，这是我们协会对于青年创业者活动的一个创新，近150位来宾出席，活动很成功且
受到广泛好评。
此外，协会为了加强中加贸易和投资的新发展方向，专门设立了国际策略合作部门，目前致
力于与中国城市建立策略伙伴关系，为帮助我们的成员和有潜质的合作伙伴开展更多的业
务。最后藉著今晚的盛会，衷心感谢所有董事、赞助商、职员、会员、义工、传媒朋友及各
级政府一直以来的支持，才可令今晚盛会与创业协进会的工作取得成功。”
大会主题赞助加拿大商业发展银行BDC咨询服务执行副总裁Peter Lawler先生表示：“加拿大
商业发展银行自2006年以来，一直赞助创业协进会的杰出华裔创业家奖。我们与创业协进会
合作，是因为两个组织均认同杰出华裔创业家对加拿大经济有深入的贡献，并能直接带动本
国的经济发展。今晚，很高兴能够与在场各位共同见证九位脱颖而出的得奖者，他们杰出的
创业成就及成功故事鼓舞着我们每一个人。加拿大的未来需要在座各位创业或是支持创业，
共同为我们的国家、社区和生活更加繁荣和丰富多彩。”
创业协进会宗旨在于鼓励创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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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会员借此进行咨询及研讨。此外，创
业协进会亦促进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沟通。
查询更多有关活动之咨询，请致电905-479-2802 或电子邮件awards@acce.ca。网站：
www.acce.ca。
近期活动，将于 5月5日于北约克市政厅举行“2018创业论坛”，本届得奖者将莅临现场，与
大家分享创业心得；5月24日在温哥华举行“2018多元族裔商务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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