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稿
即時發放
「2013 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最佳商業系統獎」公布結果
Network Box Anti-DDoS Web Application Firewall+奪得最佳商業系統大獎
香港空運貨站 Community System for Air Cargo 膺最佳商業系統（應用）金獎
Outblaze Ventures Holdings 膺最佳商業系統(新創企業項目) 金獎
2013 年 4 月 8 日‧香港 ─ 由香港電腦學會主辦，旨在表揚香港資訊科技商業應
用成就的「2013 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最佳商業系統獎」
，各組別獎項得主已
順利誕生，並於今天舉行頒獎典禮。共有十四間機構分別於三個獎項組別中獲得
嘉許。其中，Network Box Corporation Ltd.以「Anti-DDoS Web Application
Firewall+」
，榮膺「2013 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最佳商業系統大獎」及最佳商
業系統（產品）金獎」。
「2013 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最佳商業系統（應用）金獎」
，由香港空運貨站
有限公司之「Community System for Air Cargo (COSAC-Plus)」奪得。Outblaze
Ventures Holdings Ltd.的 Animoca，則獲頒「2013 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最佳
商業系統 (新創企業項目) 獎金獎」。
香港電腦學會會長劉嘉敏太帄紳士稱：「本人謹代表電腦學會，向所有得獎者致
賀。他們必頇經過嚴格的遴選及評審過程，接受各位評審委員的實地考察，更要
於眾多出色的創意產品中突圍而出，當中經歷了層層的考驗，是次得獎是他們努
力得來的成果。本人深信各位將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在未來繼續為香港資訊及
通訊科技行業的發展作出更大的貢獻。」
劉嘉敏續稱：
「香港電腦學會將於 2013 年十一月期間，於香港舉辦『亞太資訊及
通訊科技大獎』
（APICTA 2013）
，目前一切仍在籌備階段，日後將公佈更多詳情。
作為『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的得獎者，或會代表香港參賽，本人鼓勵各位得
獎者積極參與，代表香港與來自亞太地區的參賽者競逐各項殊榮，為港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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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最佳商業系統獎」得獎名單如下：
得獎作品

得獎機構

獎項

2013 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最佳商業系統大獎
Anti-DDoS Web Application Firewall+ Network Box Corporation Ltd. 大獎
2013 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最佳商業系統 (產品) 獎
Anti-DDoS Web Application Firewall+
滙港資訊全方位交易解決方案

Network Box Corporation Ltd.
滙港資訊有限公司

金獎

智能互動廣告顯示及分析帄台

怡能媒體有限公司

銅獎

您最穩妥的數據備份保護託管服務

怡和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優異證書

銀獎

雲端容災有限公司
富士施樂（香港）有限公司 優異證書
ApeosWare My Document Portal
(AMDP PRO)
2013 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最佳商業系統 (應用) 獎
Community System for Air Cargo
(COSAC-Plus)
食品自動識別及管理系統

香港空運貨站有限公司

金獎

美心食品有限公司
易維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銀獎

美的管理系統

紐頓醫學美容集團有限公司

銅獎

華永綜合管理系統

科聯軟件有限公司
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

優異證書

2013 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最佳商業系統 (新創企業項目) 獎
Animoca

Outblaze Ventures Holdings
Limited

金獎

Omnistream

StampUp Ltd.

銀獎

「2013 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最佳商業系統大獎」及「最佳商業系統（產品）
金獎」──Network Box Corporation Ltd.「Anti-DDoS Web Application
Firewall+」
此產品所提供之解決方案，可以紓緩「分散式拒絕系統」（Distributed Denial of
Services，簡稱 DDoS) 網絡攻擊，將帶攻擊性的「不良點擊」分隔開，並讓「正
常點擊」依然可以通過網絡的伺服器。方案內包括 HTML5 版本的儀表版，令網
絡保安管理人員能對當時的 DDoS 網絡攻擊狀況一目了然，甚至可以深入追蹤到
在背後發動攻擊的的個別伺服器或網絡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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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委員會評語：此作品採用雲端帄台管理及監控，由本地實力雄厚的專業團隊
及分佈於 12 個國家的安全營運中心作支援。這間在本地崛起的公司，在全球擁
有超過 1,600 個主要用戶團體，近年榮獲全球及地區性的獎項超過 60 個，深受
全球用戶歡迎。該公司相信，在速度和準確度的表現上力求創新，方能於激烈的
國際競賽中，成為頂尖、高收入的保安服務公司。而作為一間本地科技公司，其
卓越技術及市場認受性，實在值得香港引以為傲。
「2013 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最佳商業系統（應用）金獎」──香港空運貨
站有限公司「Community System for Air Cargo (COSAC-Plus)」
COSAC-Plus 為超過 1,000 間貨運公司、逾 100 家航空公司及多個政府部門，提
供實時空運資訊，整合超過 400 個功能同時運作，確保貨運業界能有效率地運
作。透過多渠道存取，例如手提通訊器材、移動網絡及網站等，運作管理人員可
以清楚了解上落貨區、工作站以至貨品上落飛機的舷梯等地區之狀況。資訊的精
準度可以達致每一程航班、單一的貨櫃以至個別的貨運，而且每個行動，都可以
回溯到由何時、何人、何處，作出何種變動等資訊。

評審委員會評語：此作品巧妙地採用多種資訊及通訊技術，例如多渠道存取、方
便用家的操作介面及商業規則設定等，為區內超過 1,000 家機構 300 個類別的用
戶，合共逾 4,000 個用家的各種操作及資訊需要，提供全面、深入的支援。此作
品為該公司帶來額外 20%的收入。此外，即使該公司需面臨業界新晉對手的激烈
競爭，此作品亦有助其維持在區內作為航空貨運樞紐的領先位置。
「2013 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最佳商業系統 (新創企業項目) 獎金獎」──
Outblaze Ventures Holdings Limited「Animoca」
在成立短短兩年間，Animoca 已經在移動通訊市場，開發並推出超過 250 個手機
遊戲。各種應用程式均免費提供予用戶，不過在程式內，卻能支援用戶付費升級，
並已成為支援公司發展的主要收入來源。該公司另一業務來源，為於其應用程式
網絡內，銷售或買賣廣告存量，運作上則由該公司內部發展出來，具有專利權的
廣告服務系統整合處理。公司的核心研究及發展工作，由 50 位本地員工負責，
在有需要時，亦會將部份工作外判予第三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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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委員會評語：此創新企業採用了一個與眾不同的市場策略，包括大量研發及
迅速推出不同的手機及帄版電腦遊戲應用程式。當中下載應用程式及廣告銷售為
公司帶來可觀的收入。此公司成為亞洲區內 (日本除外) 最大型的遊戲發展商手
機及帄版電腦遊戲應用程式發展商式之一，第一年的收入已高達一億一千六百萬
港元。除此之外，其拓展及管理團隊乃此公司迅速成功的關鍵。
劉嘉敏表示，「2013 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最佳商業系統獎」旨在鼓勵更廣泛
的資訊及通訊科技應用，從而推動資訊及通訊科技在商業活動及日常生活中的應
用，同時亦鼓勵更多具創意的軟件發展，以及提升本地資訊及通訊科技業的科技
創意。
香港電腦學會將選出合適的「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得獎者，提名角逐「亞太
資訊及通訊科技大獎」。劉嘉敏指出：「無論得獎者會否代表香港角逐 APICTA，
其卓越成就，亦將備受廣泛認同，包括客戶、機構、業界人士，以至整個社會。
得獎機構可藉該獎項提升公司形象，有助擴大得獎項目在全球經濟的銷售和市場
佔有率，並能吸引海內外投資者的興趣。」
為確保獎項的專業性及權威性，大會特別邀請了多位出眾的資訊科技專業人士擔
任評審委員，而本屆的評審委員會主席為香港公開大學校長梁智仁 SBS 太帄紳
士，其他成員包括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總裁麥鄧碧儀 MH 太帄紳士、香港科技園
公司資訊科技及電訊產業群企業拓展及科技支援主管楊天寵工程師代表香港科
技園公司行政總裁陳蔭楠先生、港鐵公司資訊科技主管孫耀達先生、香港國際機
場首席資訊主管卞家振先生、香港貿易發展局服務業拓展高級經理何安琪女士代
表香港貿發局助理總裁葉澤恩先生、香港工程師學會資訊科技部主席伍澤文博
士、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有限公司亞太區科技及服務部亞太區營運總監鄭小康先
生、香港特區政府創新科技署科學顧問余安正教授代表創新科技署署長王榮珍太
帄紳士、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資訊科技部副總經理鄭松岩先生、香港數碼
港管理有限公司營運總監麥傑夫先生代表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行政總裁林
向陽先生，以及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有限公司中小企業主管陳王潔明女士等。
劉嘉敏續稱：「本人藉此機會感謝所有籌備委員會成員、遴選委員會、評審委員
會、支持機構和香港電腦學會秘書處的出色工作和大力支持！我要特別感謝籌備
委員會主席、創興資訊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廖德成博士的出色領導，以及香港公開
大學校長梁智仁 SBS 太帄紳士擔任是以獎項的評審委員會主席。你們的努力和
專業令最佳商業系統獎表現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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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最佳商業系統獎」已是第七年舉辦，並成為香港最受重
視的獎項之一。劉嘉敏熱切期望有更多年輕人參加這個比賽。
有關獎項詳情，請瀏覽 http://www.hkcs.org.hk/ictawards。
關於「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最佳商業系統獎」
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於二零零六年成立。此獎項由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及香港貿易發展局全力支持，共分十個獎項類別，分別由十個
本地專業團體主辦。「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最佳商業系統獎」早於 1998 年
設立，前稱為「資訊科技卓越成就獎」，由香港電腦學會主辦，現已成為香港備
受尊崇的獎項。這項每年一度的盛事成功推動資訊及通訊科技的應用、激勵業界
創新和提高競爭力，並提升社會人士對最新資訊及通訊科技應用的認識。
關於香港電腦學會
香港電腦學會（Hong Kong Computer Society，HKCS）為非牟利的資訊科技專業
團體，成立於 1970 年，旨在改善及發展香港的資訊科技業界，是香港資訊科技
界最著名及最大型的專業學會，致力為業界推動最高專業水準。香港電腦學會會
員來自香港不同 IT 層面，包括大型企業的資訊科技用戶以至個人專才，共同為
業界利益作出貢獻。
＃

＃

＃

資料提供： 香港電腦學會
詳情請詢： 傳信人間有限公司公關顧問總監文振球先生
電話：2862 0042；手提：9408 49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