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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文字点击排行 

加拿大是如何再教育中国“熊老人”的

除了久坐 最新研究指另一项危害影响上班族健康

36岁地产经纪过劳死！风风光光赚大钱的没几个

加拿大美食：照烧鸡腿 一道吃过一次就魂牵梦绕的菜

都不敢去玩了，中国赴美团体游人数大量减少！

自家豪宅门口被枪杀！精英华裔家庭遭灭顶之灾

宠物不是随便养的，弄不好要搬家的 

原来，营养专家都是这样喝柠檬水的

19岁少女跳楼 围观者鼓掌加油:人心到底有多恶?

又一个关晓彤？北电艺考第七高考626分 家世更不一般

加拿大海关新规!带这些东西入境进黑名单

50万存一年息差3.25加万!加拿大华人必须考虑回国套利了

华裔男子砍断孕妻胳膊想游泳偷渡加拿大

千人计划美国华裔科学家卷入贸易战 被控数罪

华裔女靠这个职业年入60万！免费住豪宅

实至名归！刘德华金城武张艾嘉加入奥斯卡评委阵容

蒜蓉蒸茄子 四类人特别适合吃

学会这4个彩妆技巧 让你的脸部更紧致

福特拒不参加自豪游行原来是有这些原因

多伦多警方路上拦截枪药车 发现70把手枪120万的毒品

近期热点文章 

小崔赢了：美国正式宣布转基因有毒！仔细看看你吃过

华人钟爱的老干妈在德国实验室被评测为D-等级

金星突然宣布已经离婚！原因让人意外

嫁人，一定要看看家境！

越短越好看！今年必火的5款短发明星们都剪了！

嫁给他被辜负一生 可却生个天王儿子 今生活打脸前夫

一位扫过厕所的老人悄然离世,她的背景实在太吓人

海清瞒了12年丈夫遭曝光 是赫赫有名的他

马云藏了多年妻子曝光 难怪有钱没变坏

美国分子生物学家告诉你转基因食品有害吗

手机打多了容易患脑瘤？实验结果出来了

体检报告怎么看？九图带你读懂！

回国之后 这23件事情最让我尴尬+懵逼 你中了几个

娱乐圈这些渣男 利用完女人后就马上抛弃

陈道明33岁女儿近照曝光 戴黑框眼镜显文静

你越吼，孩子越不听！这么做，比你吼一千句都有用

文章出轨了马伊琍竟还感谢他彼此成就

李雪主红色裙装惹眼 与彭丽媛成鲜明对比

猝死案例频发 温哥华未成年快放下这随处可见的饮料

打破离婚传言!这对相差16岁夫妻穿情侣装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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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创业协进会加拿大杰出华裔创业家奖颁奖礼

2018-04-01 加国无忧

创业协进会主办、安省经济发展厅、安省
科研创新厅、明报、普华永道会计师行及
百年纪念学院合办之2018创业协进会加拿
大杰出华裔创业家奖颁奖礼，已于3月24日
（星期六）晚圆满举行，

共颁发九个奖项以表扬各位成功创业家。

大会共同主席为加拿大商业发展银行BDC

咨询服务执行副总裁Peter Lawler先生及创
业协进会会长欧阳浩东先生。

独立评选团由普华永道会计师行、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安省经济发展厅、安省科研创新
厅、百年纪念学院以及 The Globe and Mail代表组成，评审过程绝对公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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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等等要素。今年的提名来自全国，远至卑诗省、及萨斯喀彻温省的优秀创业家也参加竞
逐。

加华星秀.中国偶像专栏

“CC-Voice中加好歌手”北美隆重出台！

世纪英雄音乐成立 国际音乐制作大师安·赛伯加入 

加华星秀打造“亚洲巨声” 力推华人歌手进军世界乐坛 

声乐名师徐浚清担任世纪英雄执行总裁 主管海外

陆敏雪师出有门，曾随徐浚清老师特训声乐过一年

2013加華星秀無界星空PK隆重推出

2013加華星秀無界星空PK隆重推出

加华星秀再推“星光园区”出台

《中国偶像》总决赛 徐浚清常宽把脉冠军诞生

高子莹进中国偶像12强 月底成都献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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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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文章

1.2018年度“RBC最杰出25位加拿大移民奖”得主

2.本周日多伦多同性恋大游行的正确打开方式！

3.第三屆加中佛教文化交流周雕版書畫展20日开幕

4.“多伦多中国文化节“将在市政厅前盛大举行

5.多伦多这个六月不能宅！这么多热闹节日，等你们去凑！

6.第十六届万锦亚洲文化美食节启动

7.保守党胜选背后：离不开华人义工的汗水

8.中加健康管理平台建设及合作交流会成功

9.加拿大多元文化汇集亚洲文化庆典钓鱼台举行

10.北京现代舞团经典巨作 7月11日多伦多巡演

11.安省每五名青少年便有一名患精神问题

12.新移民博览会 2018 隆重落幕！

13.玛嘉烈公主癌症中心抗癌科研突破需支援

14.省选提前投票开始！多伦多主要选区投票点汇总

15.5月22日湛山精舍四众弟子欢庆佛诞

16.华人社区这个活动你不要错过：有红包喔

17.多伦多天津总商会年会暨换届选举扩大会议召开

18.第二届CCTV“新光青少年才艺大赛”多伦多赛事

19.5.12汶川大地震十周年纪念活动在多伦多举行

20.养花种草种蔬菜：种苗交换吸引上千网友

21.加拿大亚裔文化月士嘉堡市府展书画

22.安省出资100万资助建白求恩纪念花园

23.星巴克Frappuccino半价又来了！5月10日结束

24.美食夜市担纲挑大梁多伦多市政广场中国文化节

25.大统华超市创办人获行业终生成就奖

26.2018国际儿童绘画比赛，颁奖礼上欢欣喝彩

27.第一届国际佛教比丘尼论坛以女性修行者为议题

28.孟尝会获批约克区320张新护理床位「十年长者服务计划」

29.第八届多伦多花草节及种苗交换邀你参加

30.蔓玲舞蹈艺术学校2018“春季艺术交流会”

合作网站：多伦多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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