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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IC Telecom CPC榮獲IP-VPN服務卓越增長獎傑出
表現獲得國際認可
中信國際電訊集團有限公司全資擁有的CITIC Telecom CPC公布榮獲
「2013 Frost & Sullivan亞太區最佳實踐獎 – 大中華區IP-VPN市場卓
越增長」，印證其創新的科技及卓越的服務，贏得了國際業界的肯定。
「2013 Frost & Sullivan亞太區最佳實踐獎 – 大中華區IP-VPN市場卓
越增長」旨在表揚獲獎公司在增長策略及增長實踐兩大關鍵範疇的傑出表
現。Frost & Sullivan分析員及內部評審團以獲提名供應商的盈利和增
長、市場佔有增長率、創新、成就，以及客戶的滿意度，作為評審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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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st & Sullivan指出，在過去一年，CITIC Telecom CPC在VPN市場
一直表現卓越，而在提升服務水平和產品創新方面更是努力不懈，因此在
大中華區VPN市場大部份的競爭對手中脫穎而出，達致極佳增長率。
CITIC Telecom CPC行政總裁何偉中先生表示：「我們對於獲得Frost
& Sullivan頒發這個獎項深感榮幸，並證明了我們銳意投資及發展
TrueCONNECT MPLS VPN服務，提供全球超過60個服務據點的努力取
得豐碩成果。」何先生更指出：「『以客為尊』是公司成功的關鍵。這個
獎項是對我們成功訂定及推行以客為先的策略，並獲得實質和滿意成效的
認同，亦正與我們的服務理念－『以人為本，以客為先』互相呼應。」
事實上，CITIC Telecom CPC是香港首個VPN服務供應商同時榮獲三項
ISO認證：ISO9001、ISO20000和ISO27001，這標誌著公司一直致力
為客戶提供優質及高效安全的服務。憑藉其可靠的TrueCONNECT
MPLS VPN基建，CITIC Telecom CPC於2007年及2011年分別推出
TrustCSI綜合資訊安全服務方案及SmartCLOUD雲端計算解決方案兩大
旗艦 產品，公司 各 方案 均能 互相 融 合，相得 益彰 ， 共 同推 動 公司的業務發
展。
展 望未來 ， 由 於 各企 業 將繼續尋求 可信 賴 的合作 伙伴 以 積 極 將 業務 擴 展 至
全球，CITIC Telecom CPC 將繼續加強 其 網路 基 礎設施 ，以及與 各地 區
通 訊服務供應商建 立戰 略合作 夥伴 關 係 ，務 求擴 大其服務範 圍 。此
外 ，CITIC Telecom CPC更 會 致力提供 多元化 的服務， 包括 資訊安全方
案、雲端 運 算解決方案及一 系列 的 管 理服務，成為 企 業最可信 賴 的資訊技
術 方案 伙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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