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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erby & District Financial加入
 2013

Island Savings 

您的一票

加入 2015

我们在当地社区
的投资超过

$2800万

2021

Simply Free Account®
和免费 Interac e-Transfer®!!

2012

(通过Envision Financial与Valley First的合并 )
First West Credit Union成立

2010

 2020 让我们保持
美好的事物 
发展壮大
成为联邦监管的机构，可使First West Credit Union为我们
的会员、员工和当地社区建立一个更强大、更可持续发展的
未来。

请加入我们，为更加美好的未来投赞成票。

keepgrowing.ca

这些材料负责
任地以100%可
回收纸张印刷。

http://keepgrowing.Ca
http://keepgrowing.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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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信用社成立于75年前，其所基于的愿景是邻里
帮助邻里。从早期开始，我们就一直专注于提供简单而
非凡的体验，确保我们的会员和社区随着信用社的成
功而蓬勃发展。这种方法对我们所有的会员来说都是
一件好事 — 现在，我们需要您的帮助来让美好的事物
不断发展壮大。

尽管我们现在是而且将永远是一个以社区为基础的信
用社，但我们已不再是一个小型信用社。事实上，First 
West是加拿大最大的信用社之一，管理着$155亿元的
总资产和管理资产。自2010年以来，将近5万9千名卑
诗省民已加入本信用社，带来了高端复杂的个人和企
业银行业务需求。

经过多年的分析、审慎思考和规划，我们认为First 
West立足于其强大的基础上，并将视野扩展到省界
之外是非常重要的。First West相信，如果我们能够让
一个美好的事物在全国范围内不断发展壮大 — 继续
加强支持我们每个本地品牌的基础，我们的会员利益

将得到最好的服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征求您的
允许，申请成为通过金融机构监管局（Office of the 
Superintendent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缩写为
OSFI）由联邦监管的机构。成为联邦监管的机构，将使
我们信用社得以发展壮大，并为今天以及未来的几代
人保持适宜的发展。

通过投赞成票来支持First West成为联邦监管的机
构，让我们保持美好的事物不断发展壮大。
您的一票举足轻重！

我们鼓励您通过阅读本文件包的其余部分和访问 
keepgrowing.ca，了解完整的详情（见封底），了解更
多关于我们成为联邦监管的机构的机会、我们的发展
计划和相关风险。 

您如果有任何疑问，请致电1-888-921-0580（周一
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太平洋时间），您如果有任
何疑问，请致电 grow@firstwestcu.ca。 

让我们保持美好的事物发展壮大

投出您的一票

20
21
年1
1月
1日
 - 2
02
1年
11
月2
1日

开始之前的快速说明
我们很高兴您在这里！您可能想知道为什么会收到这份印刷材料，因为您
曾选择接收我们的电子邮件。毕竟，电子邮件是更具环保意识的选择。在
这点上我们与您一致，而且我们非常感谢您选择电子邮件而非纸张。

您收到此文件包，是因为了解有关您的信用社的未来的相关信息对您很
重要。

虽然这本小册子提供了重要摘要，但我们还发给您了一封电子邮件，以
便让您可以在 keepcoming.ca 上获得完整的信息。关于您的信用社的
未来，您有一个重要的决定要做出，而我们希望帮助您做出一个知情的
决定。

因此，请继续阅读，并与我们一起为一个更强大的未来投赞成票。

http://keepgrowing.Ca
http://keepgrowing.ca
mailto:grow@firstwestcu.ca
http://keepcoming.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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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O的致词 

十一年前，Envision Financial和Valley First的会员
共同创建了First West。会员们认识到，由于信用社规
模扩大而得以实现的效率和能力，将为他们的金融经
历带来更大的价值。他们希望增加信用社的实力以及
稳定性，但期望新的信用社能够保持其本地品牌和社
区联系。

我们实现了这一期望，因此，其他信用社看到了First 
West模式的价值，并很快加入了我们的网络。2013 
年，我们迎来了Enderby & District Financial的加
入，2015年我们很自豪地增加了Island Savings。在
此过程中，我们始终将会员的需求作为我们所做的一
切工作的核心。我们继续进行本地的投资 — 我们的
品牌、员工、领导者和区域办事处。所做出的决策都尽
可能地接近我们的会员。

First  West还利用了我们扩大的规模，通过推出
一流的产品（如我们的Simply Free Account®和
Unlimited Chequing for Business®），将辛苦赚来的
钱存入会员的口袋，同时为我们的社区和会员在需要
的时候提供支持。

例如，在COVID-19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动荡期间，First 
West展示了其在需要时利用自身的规模和财务实力
的能力，同时灵活地响应了我们当地社区和会员的需
求。我们的会员不必等待我们赶上来；在他们最需要
我们的时候，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   通过推迟支付超过$7.5亿元的按揭和贷款余
额，我们让成千上万的会员能留在他们的家
中，让会员在经济困难时期能够安心。我们在
整个疫情期间与会员积极主动、以建议为导向
的接触，也使得会员恢复付款的速度比金融服
务行业的平均水平要快得多。

•   几乎在针对小型企业的政府关键财政支持计划
一经推出，我们即能够提供相关服务，确保我
们的小型企业业主能够获得维持其业务运转

所需的资金。例如，截至2021年6月，First West
支持了向我们的企业会员发放的将近$1.9亿元
的加拿大紧急企业账户贷款。

•   我们毫不犹豫地延长了营业时间，并将可通
过电话访问的会员咨询中心的规模扩大了一
倍。因此，我们能够协助处理数以万计的会员
咨询，并向像您这样的会员无数次地主动打
电话进行联系 — 提供协助以及关心和理解的
聆听。

•   我们改进了本信用社已很强大、符合行业标准
的网络安全技术和方法，以继续对会员的资产
进行顶级的保护。

•   我们加快推出数字银行平台的增强功能，以便
会员可以提出延期付款请求、申请政府财政支
持或在网上安全地进行CRA直接存款。

•   了解到我们可以在经济复苏中发挥作用，我们
在2020年发放了超过$160万元的COVID-19社
区资金和支持，以在危机期间让我们的城镇和
城市保持强大。

http://keepgrowing.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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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2021年的COVID-19复苏工作中更加雄
心勃勃，因为我们预计将投资超过$150万元来
帮助BC省的家庭、小型企业、社会企业和社区
组织度过又一年的复苏。

First West和我们当地的分支机构 — Envision 
Financial、Valley First、Island Savings和Enderby 
& District Financial — 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切以及
更多，是因为我们不断调整并做好准备，来满足会
员当前和未来的需求。对于我们的会员来说，证明
我们肯定走在正确的轨道上的事实就是，截至2021 
年3月，我们尚未听到有First West的商业会员由于
COVID-19及其相关经济影响而失败。

现在，我们需要通过成为联邦监管的机构，让美好的
事物不断发展壮大。在 keepcoming.ca 上提供的完
整信息包中，我们向您阐述了为什么我们采取勇敢的
下一步骤，成为联邦监管的机构是很重要的。

我希望您和我一样，为我们正在负责任和深思熟虑
地发展壮大，确保我们在此过程中回馈我们的会员
和社区而感到无比的自豪。我相信，凭借我们基于本
地的行动和关心我们的会员及社区的长期记录，First 
West已做好准备向省界之外发展。

我对我们信用社的未来感到兴奋 — 但我们需要您的
支持。您会和我一起对我们的特别决议投赞成票，让
我们的信用社作为一个联邦监管的机构不断发展壮
大吗？

Launi Skinner, CEO

http://keepgrowing.Ca
http://keepcoming.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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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主席致词 

本董事会和我本人经常问我们自己：

First West如何能利用其合作的价值观，并确保其在
变化、不确定和充满困难的时期具有抗逆力并保持
适宜发展？ 

本董事会最重要的职能之一是研究我们如何定位
本信用社的成功 — 我们如何创建一个强大的金融
机构来满足会员现在和未来的需求。我们展望未
来，在我们预测会员和潜在会员的需求时指导我们
的业务。

“今天，我们的信用社必须与金融科技公司和银
行进行竞争，它们在地理和监管方面的限制与我
们的有所不同。”

无论是由于数字技术的快速进步，还是COVID-19
危机的后果，今天的金融服务格局与十年前相比已
经大不相同。今天，我们的信用社必须与金融科技
公司和银行进行竞争，它们在地理和监管方面的限
制与我们的有所不同。他们可以在BC省、加拿大及
以外的其他地区轻松开展业务。这不是一个公平的
竞争环境，在我们努力跟上技术变革的步伐，并预
测会员未来需求所需的投资时，这种环境使我们处
于劣势。

在快速移动的环境中站着不动，会产生被抛在后面
的风险。我们必须继续采取谨慎、积极的措施，确保
我们在变化、不确定和充满困难的时期保持强大。

在过去的八年中，First West的董事会已探索了与信
用社长期战略方向相关的几种方案，包括成为由联
邦监管的信用社。经过广泛的研究、尽职调查以及与
会员和员工的重要对话，我们决定申请成为联邦信
用社，以便我们不再受省级障碍的限制，这符合我们
的会员、员工和信用社的最佳利益。

事实上，我们的信用社能够成功应对COVID-19造成
的经济状况，其中部分原因在于我们为成为联邦监
管的信用社所做的准备工作。我们建立了流动资金，
增加了资本，改进了我们的流程并在数字技术方面
进行了投资，这些使我们在应对COVID-19带来的非

凡挑战方面处于有利的地位。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
们的会员不必等待我们赶上来 — 在他们最需要我们
的时候，我们已做好了准备。

让我们为了今天保持我们信用社的抗逆力，并为子
孙后代做好不断发展的准备。

在First West董事会的一致支持下，我建议并鼓励您
与我们一起，在针对成为联邦信用社的特别决议中
投赞成票。

感谢您抽出时间投票，参与为您的信用社创造美好
的未来。

谨此代表董事会，

Shawn Neumann，董事会主席

http://keepgrowing.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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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决定：特别决议

如果您是信誉良好的First West Credit Union会员，我们请您考虑以下特别决议，并在认为合适的情况下通
过在选票上投“是 — 赞成”来批准这些决议。

如果您是持有B类权益股的会员，您还需要通过单独投票批准该特别决议。因此，我们还要求您考虑相同的
特别决议，并在认为合适的情况下通过在选票上投“是 — 赞成”来批准这些决议。在这两种情况下，特别决
议必须获得不少于有资格投票的会员和股东所投票数的三分之二。

特别决议#1：申请成为联邦信用社（APPLYING TO BECOME A FEDERAL CREDIT UNION）

作为一项特别决议，决议如下：

1.  First West Credit Union获得授权依据《银行法》（Bank Act），向财政部长申请延续专利特许证
（Letters Patent of Continuance）。

2.  如果继续作为联邦信用社的申请获得财政部长的批准，则First West Credit Union即获得授权依据
《银行法》作为联邦信用社进行运营。

3.  本董事会可自行决定随时放弃或撤回成为联邦信用社的申请，而无需进一步通知会员或获得会员
的批准。

4.  First West Credit Union的任何一名或多名董事或高级职员，代表First West Credit Union，获得授
权和指示采取所有必要的步骤和程序，并执行、交付和提交任何和所有申请、声明、文件和其他文
书，并采取所有其他为使本特别决议的规定生效可能必要或可取的行为或事情。

特别决议#2：批准通过新的章程（APPROVAL TO ADOPT NEW BYLAWS）

作为一项特别决议，决议如下：

1.  在First West Credit Union成为联邦信用社之日，相关规则将全部废除，并由附表 2（Schedule 2.）
中规定的章程取代。

2.  First West Credit Union的任何一名或多名董事或高级职员，代表First West Credit Union，获得授
权和指示采取所有必要的步骤和程序，并执行、交付和提交任何及所有申请、声明、文件和其他文
书，并采取所有其他为使本特别决议的规定生效可能必要或可取的行为或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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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一票对社区产生影响

通过参与民主进程来影响您的信用社的未来，是作为会员的基本组成部
分。但是您是否知道，只需针对成为联邦信用社的这一历史性决定进行投
票，您就可以影响我们的当地社区？

这是真的。为了感谢您投票，我们将代表您向我们所服务的社区进行捐
款。作为奖励，您可以选择捐赠的目的地。 

对于通过网上、电话或短信投出的每张有效的选票，First West将向
其主要事业（The Full Cupboard/Feed the Valley）、First West基金会

（First West Foundation）或您从以下列表中选择的慈善事业捐赠$2元。

您的投票会带来回馈

对于每一张有效的选票， 
我们都会向慈善事业 

进行捐款。

投票的会员越多， 
我们捐赠的 

就越多！

当收到的有效选票数量超过2,500张时，我们将为每张有效选票捐赠 
$4元。我们不想破坏惊喜，但捐赠的金额可能会大幅增加。

这意味着更多的慈善资金将用于我们当地的合作伙伴，以支持他们在我
们社区所做的重要工作。

如果您选择通过邮寄方式进行投票，我们将向我们的主要事业捐赠$1
元，以帮助我们服务的社区消除饥饿。

长者 动物
福利 青少年 主要事业 慈善

基金会

Sources BC SAINTS Rescue 
Mission

Reach Child & 
Development 

Centre
The Full Cupboard First West 

Foundation

One Sky 
Community 

Services

Critteraid
Penticton

Foundry 
(Penticton & 

Kelowna)
Feed The Valley First West 

Foundation

Pacific Centre 
Family Services 

Association

BC & Alberta 
Guide Dogs The Circle The Full Cupboard First West 

Foundation

告诉我更多

http://keepgrowing.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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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内容

这本小册子提供了重要的摘要。完整版本包含有关成为联邦信用社的更多详细信息，可通过我们发送给您的
电子邮件在线浏览。我们鼓励您阅读完整版本和拟议的章程（附表 2）。

您 可 以 在 电 子 邮 件 中 找 到 有 关 如 何 获 取 此 材 料 的 说 明  —  请 查 看 您 的 收 件 箱 。或 者，只 需 上 网 到 
keepgrowing.ca。在那里，您将能够获得所有资料和更多信息，包括：

✔  如何投票和发表您的意见 

✔  完整的信息手册，其中包括以下详细信息：

• 成为联邦信用社意味着什么
• 与不成为联邦信用社相关的风险，以及与成为联邦信用社相关的风险
• 作为联邦信用社，什么会改变，什么不会改变

✔ 附表2：拟议的First West联邦信用社章程（First West Federal Credit Union Bylaws）以及现行章程（
黑线部分）与拟议章程的对比

✔ 关于作为一个联邦信用社，我们可以保持美好的事物不断发展的故事

✔ 即将举办的信息活动

✔ 常见问题解答

请致电1-888-921-0580  
（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太平洋时间）

发电邮至 grow@firstwestcu.ca
浏览 keepgrowing.ca

保持联系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或需要更多信息：

jfxkfrI keepgrowing.ca `qy pMjfbI ivc AuplbD
keepgrowing.ca 上提供了简体中文信息

Información disponible en español en keepgrowing.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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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keepgrowing.ca
http://keepgrowing.ca
http://keepgrowing.ca
http://keepgrowing.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