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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故事

数字化转型

欢迎选择 OneHub 商业咨询公司 电子商务与供应链 

特许经营

助力企业实现业务增长 管理运营

选择 OneHub 的六大理由： 法律、许可和认证

企业能力 职业发展

战略管理 初创企业试点计划 

业务转型 我们的客户和行业领域

社会责任

OneHub CEO 寄语。

在当代社会，关注数字技术和数据已成为主流
趋势。

OneHub 是寻求商业发展的不二之选。 我们拥有高效的工具，可以帮助您成功开拓电商业务。

特许经营是您发展业务的绝佳机会。 

作为行业领先企业，OneHub 商业咨询公司
为您提供创新商业解决方案。

日常运营对于获得和保持竞争优势至关重要。 

我们是由来自香港和加拿大的专家和专业人士组
成的多元化团队，认真尽职。

我们可以帮助您在加拿大开展业务。

提供专业服务，帮助您的企业发挥最大潜力。 提供培训计划，优化学习体验。

战略管理是所有工作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助力初创企业扬帆起航。

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业务转型关乎企业生存。 我们为来自不同行业的许多客户提供咨询服务。 

我们致力于回馈社会，并深知其重要性。

商业咨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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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故事

OneHub CEO 寄语

EDDIE LEE
CEO

创立商业咨询公司是我长久以来的愿望。

在过去 30 年的经验中，我注意到创业者在

稳定和发展业务时总是面临同样的问题。

为此，我组建了 OneHub 团队，旨在为初

创企业或中小型企业，针对其可能遇到的

问题，提供全面的解决方案。

OneHub 创立于 Markham 市，是一家独特

的商业咨询公司，旨在帮助移民企业家、学生

和中小企业主加深对商业的理解。通过精心策

划的方案和完善的设施，OneHub 能够为您

提供商业核心服务，帮您铸就成功之路。我们

旨在帮助您提高企业价值，在谋求业务发展和

扩张的过程中协助您做好万全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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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价值观

欢迎选择 
OneHub 商业咨询公司

通过制定整体计划，汇聚人才、设计流程和

提高业绩，促进企业发挥潜力。

我们为客户定制独特的解决方案，助力企业

主攀升商业新高度，再创佳绩。

• 我们以客户的语言来提供服务

• 我们致力于为客户的信息保密

• 我们站在客户的立场思考问题

• 我们无比重视客户的信任

• 我们始终提供优质卓越的服务

• 我们善于倾听客户的意见

企业使命和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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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选择 OneHub

“OneHub 是您寻求
商业发展的不二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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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助力企业
实现商业
发展。
OneHub 商业咨询公司是行业领先企业，致力于为客户提供
创新、高效和以结果为导向的商业解决方案。作为加拿大一
家领先的咨询公司，OneHub 与业界精英合作，共同为企业
主创造发展机会。通过协同合作，OneHub 帮助数十位企业
主解决了商业社会中固有的挑战。

如今，商业咨询服务不再专属于大型公司， 中小型企业也可
享受该服务。加拿大市场对咨询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大，因此 
OneHub 应运而生，专为中小型企业提供咨询服务，质量可
比肩大型企业获得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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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选择我们的
六大理由！

为您提供一站式服务，
满足所有商业需求

07

位合作伙伴。

种行业服务经验，客
户遍布 10余个国家。

种软件，时刻准备
为您实现业务转型。

平方英尺的设施面积。

种工作语言。

25+ 

30+ 

5000 + 50+ 

10+ 

商业咨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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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助您实现商业目标

OneHub 
如何助您实现
商业目标
• 战略管理

• 本土公司的业务转型

• 跨国企业在加拿大立足

• 数字化转型

• 特许经营

• 电子商务与供应链

• 人力资源和财务的管理运营

• 法律、许可和认证

• 职业发展

• 初创企业试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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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助您实现商业目标

战略管理是所有工作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企业

变革往往需要进行战略评估，从而实现公司的

目标和宗旨。实施战略管理可以提高公司的市

场竞争力。

从本质上讲，战略管理涉及有效管理员工和资

源，以实现公司目标。

战略评估

内部组织分析

战略执行

商业计划和融资

兼并与收购

政府补助和贷款

工资补贴

战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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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助您实现商业目标

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业务转型关乎企业生

存。我们的业务转型服务旨在助力本土和

国际企业蜕变为更加成熟、强大和可持续

发展的公司。海外公司也在寻求我们的服

务，帮助其在加拿大立足。

企业在“商业生命周期”中经受着重重考

验，因此业务转型理应是每个企业的首要

任务。在企业发展的以下各阶段，我们都

能为您提供服务：

• 规划

• 创立

• 履约

• 业务发展

• 成熟阶段

业务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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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纪念 
 Forward Signs 
  公司总裁

Simon Ho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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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致力于解决：

多数小型公司对于“数字化转型”这一举措的理

解有限。真正的数字化转型是一个组织过程，只

有当公司中的每个人都被授权参与，才能发挥其

最大影响。更为糟糕的是，很多公司存在缺乏认

识和指导、系统老化和解决方案不连贯等问题，

因此制约了其满足客户期望的能力。

OneHub 的不同之处：

OneHub 深知，面向中小型企业的咨询服务必须

区别于大型企业。我们采用的方法均为原创并经

过了时间的考验，同时也汇集了能够有效为中小

型企业创造低成本、高影响力解决方案的战略和

行动计划。OneHub 坚信，数字化是中小企业弯

道超车的绝佳机会，因此我们致力于为企业设计

以数字化为中心的解决方案。

我们已经建立了有效的框架和战略方案，可助力

中小企业将现有 IT 和数字基础设施完成顺利过渡

或合并。

我们的使命和方法：

OneHub 公司旨在通过加拿大数字化推广计

划(CDAP)，帮助中小企业完成数字化转型，

充分发挥其商业潜力。多年以来，我们掌握了

为中小企业服务必备的专业知识和能力，了解

中小企业咨询服务需规避的问题。大型企业一

般通过与其他大型咨询公司合作，来实现变革

和转型。而大型咨询公司通常一次解决一个垂

直领域的问题，最终实现企业架构框架的重新

设计。

数字化转型

如何助您实现商业目标

认证的数字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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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助您实现商业目标

特许经营是您发展业务的绝佳机会。强大的财务业绩和

可复制的商业模式是必不可少的。

OneHub 商业咨询公司为您提供必要的工具、支持和联

系渠道，帮助您的企业开设特许经营。我们还能够助您

寻找加盟商和融资机会。

我们与五大银行紧密合作，可为您的特许经营提供有力

支持。

特许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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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助您实现商业目标

电子商务与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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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是零售业的未来。统计表明，

2020 年首次网上购物的人数高达逾 1.5 亿

人。预计在未来几年内，电子商务消费者的

人数将会增长。随着电子商务需求的增加，

预计企业将不得不在数字领域继续竞争。

作为加拿大的商业咨询公司，OneHub 

成功协助顺丰国际公司在加拿大立足并开

设业务。为进一步帮助顺丰国际在加拿大

拓展快递业务，我们现向亚洲提供快递服

务，范围包括中国大陆、香港（中国）和

台湾（中国）。

OneHub 商业咨询公司为您提供成功发展电

子商务业务的必备工具，从网站和社交媒体

到“取货和包装”配送物流和仓库管理，一

应俱全。

商业咨询公司



如何助您实现商业目标

日常管理运营对于获得和保持竞争优势至关重

要，如今却极具挑战性。对于以有限的时间和

资源经营中小型企业的企业主来说，最不愿做

的事情就是转移对核心业务的注意力，但却又

不得不这么做。

管理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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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协助您管理从人力资源到财务的日常运

营工作。

• 薪资处理

• 健康和福利计划管理

• 行政管理

• 人才招聘

• 代理记账

• 供应链和执行

• 质量控制

• 采购

OneHub.ca商业咨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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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助您实现商业目标

无法律、许可或认证的企业是不完整的。
我们可以帮助您在加拿大注册成立公司。

法律、
许可和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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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成立省级（安大略省）、联邦（加拿大）
和海外公司

• 注册成立非营利性组织

• 为您的企业获取许可证

• 认证

• Health Canada（加拿大卫生部）

• ISO（国际标准化组织）

• ASTM（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国际
组织）

• 认证

• CAMSC（加拿大原住民和少数族裔
供应商委员会）

• FDA（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 Corporate Secretary Management
（企业秘书管理）

•
 

Ontario Made（安大略省制造组织）

商业咨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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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发展

如何助您实现商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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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Hub 公司的职业发展计划旨在为您优

化学习经验，提高实力，实现卓越发展。

我们的课程可助您提高竞争力和业绩。

参加我们的课程，可获得加拿大安大略省

工作补助金(COJG)的补助。

我们专注于以下领域的技能组合发展：

• 自主意识和自主品牌

• 有效的商业人际交往技巧

• 高影响力的演讲

• 战略性对话销售

• 以客户为中心的思维和应用

• 批判性思维和应用

• 设计思维和应用

• 知识产权定位

• 战略性面试技巧

• 企业家发展

商业咨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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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助您实现商业目标

如果您有一个创业梦，那么 OneHub 商

业咨询公司便是您实现梦想的不二之选。

我们可为您提供必要的支持，助您实现心

中所想，实现创业梦。

从企业规划到发展成熟，在企业生命周期

的各个阶段，我们都能助您一臂之力。

初创企业试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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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发展

我们致力于回馈社会，并深知其重要性。作为社

会责任承诺的一部分，我们致力于通过旗下非营

利组织 OneHub Growth，帮助人们克服在就业

能力和财务稳定方面的社会和个人障碍，为其人

生各个阶段的成长发展助力。

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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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支柱 

支柱 1

支柱 3

支柱 2

支柱 4

职业发展课程

社区福利和社会服务

技能发展课程

公共学习研讨会

商业咨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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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客户

19

我们为来自不同行业的
许多客户提供咨询服务。

我们的客户遍布各个行业

商业咨询公司



地址：UNIT 1 & 4, 205 TORBAY 
ROAD, MARKHAM, ONTARIO, L3R 
3W4, CANADA

+1 (905) 946-8898

INFO@ONEHUB.CA

ONEHUB.CA

联系我们

诚邀您关注

@OneHubBusiness

@OneHubBusinessConsulting
商业咨询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