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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什么是我们在新冠疫情的第二年面对挑

战而学到的东西，那就是能让我们聚集在一起

并支撑着我们的社群。

我们的北温哥华商会委员会和员工们对本地的

商务群体所面临的问题和所需的事情做出了反

馈。能在这动荡的时期为帮助北温哥华商业社

群做出的回应以及发挥的作用是我们的骄傲。

只有了解当地所面临的问题与经济，并对本地

的领导和决策者有了解，我们才能够提供这种

帮助。

这就是“本地的力量”。

“本地的力量”，即北温哥华商会委员会所做的

一切 -从一对一帮助，到支持本地所创造的举措，

如我们名为“在北岸购物”的本地促销活动。

那么该如何从“本地的力量”中获得好处呢？我

们建议从购入您所需要的一切商业及个人生活

所需开始。

在本地购物并不意味着您必须放弃网上购物的

便利。许多本地企业可能没有主要在线平台的

搜寻引擎优化 (SEO)影响力，但他们拥有您正

在寻找的产品、服务和选择。当您购买本地产

品时，您就是在支持邻居和社区的未来。

我们希望以下篇幅中的“年度回顾”摘要能让

您相信，通过北温哥华商会，您的声音会被听

到，您的商业业主伙伴、领导者和员工会支持

您。

北温哥华商会继续为您努力工作。我们在支持

您的同时，也需要您的支持。作为一个非营利

组织，我们恳请您在未来一年继续致力于您的

北温哥华商会，并带领其他人加入我们的使命。

祝福大家。请记住购买本地产品、在本地商店

购物并支持本地商业。

Scott Allman

Chair, NV Chamber

北温商会主席

欧 泽 泰

Patrick Stafford-Smith 

CEO, NV Chamber
北温商会总执行官

史 泰 克



2021年，北温哥华商会很荣幸地收到加拿大商会认证
委员会（CACC）的通知，我们的重新认证申请通过了
委员会的审查。

北温哥华商会仍然是拥有这一殊荣的特定群体一员 –
在加拿大约900个商会中，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8个商
会中的其中一名，是加拿大 64个商会中的其中一名。

CACC说："你们是加拿大精英商会中的一员，可以向当
地和全国的商业界证明，你们的组织是以战略和专业
的方式运作的，已经达到了商会的卓越标准"。

https://www.nvchamber.ca/north-vancouver-chamber-receives-reaccreditation/


1. 支持本地业界
我们帮助您达到卓越。

在整个 COVID-19 新冠疫情的波浪中，我们提供了
新闻、信息、资金支持、免费培训计划，一对一的
指导，并提供与我们领导的接触渠道。

在新冠疫情期间，我们自豪而响亮地支持我们的北
温哥华商业社区。

A. 新闻、信息、资金和促销支持：

• 新冠疫情信息支持—持续更新商业辅助金、公共健康指令、带薪病假
• 北温哥华小型商业资源指南，一站式服务
• 在您的业务进入复苏阶段时支持我们的成员和商业社区
• 启动“在北岸购物 Shop the Shore”的本地购物促销计划
• 启动“增长中心 GrowthHub”—与凯兰诺大学 (Capilano University)进
行
合作—开启学生对商业的支持

• 2021 年北温哥华商业卓越奖
• 2022 年商业状况
• 旅游支持：游轮乘客计划
• 电子货运自行车圆桌会议（E-Cargo Bike Roundtable）
• 商业行动计划包竞赛（Business Action Plan Package Contest）
• 会员介绍 101

拥有40 多个活动项目来有效的帮助您和您的企业：

https://bcchamber.org/wp-content/uploads/2021/08/Chamber_ResourceGuide_MainlandSouthwest_August9_2021.pdf
https://www.nvchamber.ca/news/page/3/
https://www.nvchamber.ca/businesses-support-shop-the-shore-buy-local-launch/
https://www.nvchamber.ca/video-state-of-business-2022/


在北温哥华消费：购买北岸本地商品

北温哥华商会作为领军人物引以自豪地推出了2022年新的在本地购物
的计划，在北岸购物 (Shop the Shore) 活动，促进温哥华北岸地区所
有大小规模和所有行业的商业业务。

在过去一年危机四伏的时期，我们北温哥华商会与西温哥华商会紧密
合作，支持我们当地的北岸经济。

在我们的活动成功启动后，在北岸购物的推广活动包括了在线宣传、
印刷广告、社交媒体公宣、公共交通广告等。我们还举办了北岸购物
赠品 Shop the Shore Giveaway 比赛，得一幸运获奖者。

本地的力量。 #shoptheshore

1. 支持本地业界
我们帮助您达到卓越。

https://www.nvchamber.ca/shoptheshore-and-win/
https://www.nvchamber.ca/businesses-support-shop-the-shore-buy-local-launch/


 支持本地企业的五种方法

当你在本地购物时，你不仅给你的邻居带来了生
意上的增长，而且你还把钱投入到你自己的社区
以及接受当地企业支持的团体和倡议中。

当我们支持我们的社区商店时，每个人都是赢家，
所以在北岸购物是北温哥华商会和西温哥华商会
之间的合作，鼓励每个人都这样做。

从一些你最喜欢的北温哥华和西温哥华的商店中
赢取价值1,000 元的好东西。

今天这里有五个选择，让你用于支持本地

1. 用金钱显示你的爱

在北岸社区不缺少很棒的购物场所。从独特的礼
物创意，服饰和家居用品到独一无二的手工产品
和珠宝，让当地的企业主和工作人员引领你找到
用于任何场合的完美产品。你花的钱将直接流向
你附近的商家和同胞，而不是付给更大的公司或
第三方机构，他们可能对我们的社区发展几乎没
有兴趣。

 2.帮助传播信息

你知道支持当地商业也是为了保护环境吗? 它减
少了运输和包装材料的浪费。小商店倾向于只购
买他们能卖的东西，这也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过
度制造。告诉你的朋友和家人，在社交媒体上发
布你最喜欢的商店。即使你不买东西，也可以在
舒适的家中就帮助当地业主做了广告。

 3.支持本地社区服务

当地购物不仅仅意味着礼物和商品。你也可以支
持社区企业，利用他们提供你可能已经需要的服
务。选择一名离家附近的律师、按摩师，机械虫
害防治公司或汽车经销商。并利用许多在北温可
以获得的技能、资源和专业优势。你不仅会增加
你的邻居成功的机会，而且你也可能因为你的努
力而获得一些特殊的“当地待遇”。

 4.让它成为一个机会

北岸是大温哥华地区一些最多样化和美味佳肴的
餐饮所在地。从手工酿酒厂和五星级餐厅到印度
泰国和意大利美食，让你不知选哪家最好。所以，
下次您把家人聚在一起，召集团队工作会议或在
计划约会时，为什么不支持你附近的餐馆和酒吧，
让他们为你带来一次特别的时光呢? 难忘的经历
甚至可以为你赢得一些额外的积分，同时给当地
企业一个发光的机会。

 5. 进入竞赛

在北岸购物还为你提供了一个机会，从一些你最
喜欢的北温哥华和西温哥华商业中赢得价值1000

元的商品! 只要在1月20日至2月14日之间的任何
时间，拍一张你最喜欢的#在北岸购物时刻的照
片，并将其上传到Instagram 或脸书 Facebook社
交媒体上，并带上标签(#ShoptheShore)，您就可
以参加大奖抽奖。一定要包括你在本地购物的原
因，或者告诉我们你支持的当地商业的一些特别
之处，这样你就会有一个赢得大奖的机会。



GrowthHub （增长中心）

北温哥华商会与凯兰诺大学的合作关系

2021/22年，北温哥华商会与凯兰诺大学(Capilano 
University) 建立了双赢的合作关系，使商业与学生
齐聚一堂互相学习。

当地商业现在有机会从凯兰诺大学(Capilano 
University) 的学生群体中获得想法和帮助。反过来，
学生们可以在部分的大学课程中解决你真正的商业
问题。

我们期待着这种关系的发展。如果您对学生有潜在
的商业问题或项目，请联系我们。

团结的力量。#增长中心 (#GrowthHub)

1. 支持本地业界

我们帮助您达到卓越。

https://www.nvchamber.ca/growthhub-students-business-growing-together/
https://www.nvchamber.ca/2021-growthhub-showcase/


B. 职场教育项目
• 北温小产业系列：与凯兰诺大学 (Capilano University) 继续教育系的合作:

o 指标：追踪社交媒体的成功

o 社交媒体基础应用

o 多样性和包容性：你可以有所作为

o 你可以提高你的销售技巧

o 在节日期间用社交媒体发光发热

o 发掘你的管理风格

o 在亚马逊上推广业务

o Facebook 脸书广告新手指南。

• 提升：女性职员在职场中 -后新冠时期经济中所获得的支持

• 建立坚韧反弹乃至繁荣昌盛系列 - 为您的产业提供支持。

• 视频：雇主须知… 关于新冠疫苗的重要事项。

1. 支持本地业界

我们帮助您达到卓越。

注重实操的训练与教育。

助你成为更强大的自己，并且帮助你的产业蓬勃发展。

https://www.nvchamber.ca/what-employers-need-to-know-about-covid-vaccines/
https://www.nvchamber.ca/video-elevate-women-in-the-workforce-support-in-a-post-covid-economy/


C. 接触政府领导人:
• 与省议员MLAs 2021对话

• 2021年联邦预算-与国会议员乔纳森·威尔金森(Jonathan Wilkinson) 概述

• BC省2021年预算-与财政部长赛琳娜 –罗宾逊 (Selina Robinson) 阁下洽谈

• 2021年11月联邦选举:平台:会见2021年联邦候选人-本纳比北西摩和北温哥华

• 与琳达·布坎南 (Linda Buchanan) 市长共同探讨城市现状

• 与迈克·利特尔 (Mike Little)市长共同探讨城市现状

• BC省2022年预算-与赛琳娜 –罗宾逊 (Selina Robinson) 阁下洽谈

“邀约重要领导人对话 The Big Reach Out” 

邀约联邦领导人。我们邀请了主要联邦政党的国家政府领导人与我们的成员进行问答。

• 与官方反对党领袖艾林·奥图尔 (Erin O’Toole) 阁下的对话

• 与加拿大令绿党内阁议会领袖伊丽莎白·梅 (Elizabeth May) 的对话

1. 支持本地业界
我们帮助你做到最好。

https://www.nvchamber.ca/conversation-with-the-mlas/
https://www.nvchamber.ca/video-a-conversation-with-the-honourable-erin-otoole-leader-of-the-official-opposition/
https://www.nvchamber.ca/video-a-conversation-with-elizabeth-may-o-c-parliamentary-leader-of-the-green-caucus/


2021 年商业卓越奖 -“把握每一天”

卓越服务奖
获胜者：Capilano Builders (凯兰诺建筑商）
荣誉奖：Altro Industries & The North Shore Restorative Justice Society 

Astro 工业和北岸恢复性司法协会

创新奖
获胜者：HTEC -氢技术能源公司
荣誉奖：Papertech Inc., Tatras Contracting Group Ltd.

纸技术公司、Tatras承包集团有限公司

青年企业家奖
获胜者：Kevin Hatch - Twin Lions Contracting Ltd. 

（凯文·哈奇 -双狮承包有限公司）
荣誉奖：Samantha Lindeman - Wildeye Brewing Co. Ltd., 

莎曼莎-琳德曼 – Wildeye酿酒有限公司
Melanie McCready – Bowen Island Pizza Co.
梅拉妮-麦克里迪-鲍文岛披萨公司

可持续发展奖
获胜者：Zazou Salon & Academy 沙龙与学院
荣誉奖：Allego Global Corp., dk Architecture

Allego全球公司、dk建筑公司

最佳雇主奖
获胜者：BA Blacktop Ltd.
荣誉奖：QubeCore Sports & Rehab、Zazou

魁北克核心体育及康复 - Zazou

年度最佳商业奖
获胜者：Miles Industries Ltd. 迈尔斯工业有限公司
荣誉奖：The Blackbear Neighborhood Pub, North Point Brewing Co.

黑熊邻居酒吧，北角酿酒公司

1. 支持本地....卓越企业

https://www.nvchamber.ca/video-2021-bea-young-entrepreneur-award-winner-kevin-hatch-twin-lions-contracting-ltd/
https://www.nvchamber.ca/video-2021-bea-innovation-award-winner-htec/
https://www.nvchamber.ca/video-2021-bea-sustainability-award-winner-zazou-salon-academy/
https://www.nvchamber.ca/video-2021-bea-best-employer-award-winner-ba-blacktop/
https://www.nvchamber.ca/video-2021-bea-business-of-the-year-award-winner-miles-industries-ltd/
https://www.nvchamber.ca/video-2021-bea-service-excellence-award-winner-capilano-builders-ltd/


很多北岸活动中的一些聚会：

• 步行与交谈 –所在地 - Grand Boulevard; Lower Lynn Creek; Cate 

Cate Park; Mosquito Creek; 

• 下午4点后与 Deep Cove Kayak公司的商务活动

• 下午4点后与凯兰诺吊桥的商务活动

• 与西岸商会联合举办的商会晨间交会活动

• 晨间充电

• 在The Shipyards 举行的假日社交活动

• 北温商会2021年年度大会

2. 连接本地业界
一个连接的社区是一个繁荣的经济。

我们知道你想认识谁!  我们找到了新的方法，

把你们安全地聚集在一起。

北温哥华商会的会员代表超过25个行业，约占北温哥华就

业人口的 2/3。我们90%以上的会员是小型企业。我们举办

了35次以上的活动，将您与其他领先的企业主联系起来。



3. 引领本地业界
我们引领雇主，讨论所关注的问题。

我们通过关注本地繁荣的重大机遇和挑战，带头推动北温哥华
成为一个强大、充满活力的经济体。

A. 一个强大的声音：主要论坛

在2021-2022年，我们主要讨论了影响你工作场所的关键问题：

雇主面临的挑战: 对应对 COVID 疫情的支持、负担能力（财产价值和评估）、寻找雇员、带薪病
假、工作职场的女性员工、工作场所的心理健康、儿童保育、边境封锁, Border Blockades 、旅游
业、就业土地政策、工业用地、等等。

住房:    北温商会和北岸社区资源公司（NSCR）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住房供应不足对雇主、雇
员和当地整体经济产生了直接影响。阅读更多。READ MORE.

交通:  为北岸的三个市政府和两个原住民机构组成的 “北岸连接进行”强有力持续倡议“ Strong 

and continued advocacy。探讨北温公共交通的选择 Exploring options for North Vancouver transit。

https://www.nvchamber.ca/border-blockades-open-letter-to-our-elected-representatives/
https://www.nvchamber.ca/wp-content/uploads/2021/11/For-Immediate-Release-North-Shore-Lack-of-Housing-Impacting-Local-Employers-Nov-24-2021.pdf
https://www.nvchamber.ca/united-for-rapid-transit/
https://www.nvchamber.ca/united-for-rapid-transit/
https://www.nvchamber.ca/video-rail-transit-feasible-on-second-narrows-bridge/


3. 引领本地业界
我们引领雇主，讨论所关注的问题。

B. 政策 -超越我们的能量。
北温哥华商会提出的政策建议得到了本省和全国商会的支持，对此我们感到

非常自豪。在2021年4月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预算案中，北温哥华商会的倡

导取得了一些重大的胜利。 Learn more

2021至22年北温哥华商会倡导获得的重大胜利：

• 对运输基础设施的承诺，以帮助使自行车和电动自行车成为更加实惠和

更安全的出勤方式。

• 布拉德湾快速交通效益评估研究业已完成，北岸连接 (North Shore 

Connects) 已经作为一个强有力的统一声音，呼吁向北岸提供交通。

• 资助支持不充分就业技术人员

北温哥华 NVC 政策:  加强对骑自行车作为劳动力交通方式的支持

• 1800万加元用于支持像自行车道、人行道和多用途道路等有利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

•一项关于电动自行车的 PST免税，将使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居民每年节省约700万加元。

北温哥华 NVC政策：让不充分就业的劳动力重新接受培训，以满足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技术领域的就业机会。

• 400万加元用于继续针对失业或不充分就业的人群的短期技能培训项目，使他们能够在需求旺盛的领域（如建筑、技术、卫生保

健和儿童保育等行业）接受培训，以确保毕业生有良好的就业前景。

• 500万加元用于扩大2020-21年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对微认证资格培训的投资，为希望重新接受培训和寻求新职业机会的人提供
30个新的微认证项目。

https://www.nvchamber.ca/policy-wins-for-north-vancouver-chamber-in-bc-budget-2021/


3C. 我们在社区和地区问题上代表你.

我们有一个值得信赖的声音去建立建设性的关系。

• 北岸新冠病毒商业规划小组

• 北岸经济合作组

• 均衡住房实验室

• 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商会的联合宣传与区域圆桌会议

• 北温哥华地区 –具备针对性的官方社区计划 (OCP) 经济审查

• 北温哥华市市长商业咨询圆桌会议

• 包容北岸移民--经济工作小组

• 北岸减贫战略

• 北温市综合交通委员会 - CNV

•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回收工业咨询委员会

3. 引领本地业界
我们引领雇主，讨论所关注的问题。



在北岸共同繁荣
在北岸减少贫穷的策略

 西温哥华地区、北温哥华地区、北温哥华市、斯
夸密斯民族 Squamish Nation 和斯莱尔-瓦图民
族Tsleil-Waututh Nation正在领导一项倡议，帮
助他们去了解你们在北岸共同繁荣的所需。

 这些探索将有助于创建北岸的第一个减贫战略，
该战略将解决如何打破贫困的循环，为所有希望
在北岸建立自己家园的人，加强包容性。

 这项工作将遵循四项指导原则：

 机会

 社会包容性

 可负担性

 和解



2021-2022   北温哥华商会

理事会及市议会代表

主席 CHAIR: Scott Allman - AVP, Business Group at BlueShore Financial

副主席 VICE-CHAIR: Julianne Yeager –- Employment lawyer at Yeager 

Employment Lawyers

财务总管 TREASURER:  Dave Dunbar - Group Controller, CFO and 

Corporate Secretary at Western Stevedoring

秘书 SECRETARY: Annie Prud’homme-Genereux - Director, Continuing 

Studies and Executive Education at Capilano University

一般会员 AT-LARGE: Ron Spence - Owner & CEO of Spence Software 

Services

一般会员 AT LARGE: Peter Kvarnstrom - Publisher at North Shore News 

and President, Community Media for Glacier Media Group

Natalie Callender – Principal - Fiducia Flare Emporium Corporation

Megan Campagnolo – Manager, Business Markets, RBC Royal Bank

Sarah Lloyd - Senior Account Manager, BDC

Jonathan Moseley – Partner at Momentum Business Growth

John Whyte - Partner at Lakes, Whyte LLP

Municipal Council Representatives: 市政府议会代表

北温市长 Mayor Linda Buchanan - City of North Vancouver

北温地区议员 Jordan Back - Councillor - District of North Vancouver 



诚挚感谢年度合作伙伴

 白金级

 教育界

 黄金级

 白银级

 铜级

NORTH VANCOUVER CHAMBER YEAR IN REVIEW 2020-2021 

Thank You to our Annual Partners 

 

Platinum 

  

 

Education 

 

 

Gold 

 

 

Silver 

 

 

 

Bron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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