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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数字世界博览会

展会名称： 2016数字世界博览会

展会时间： 2016年8月18日至21日

展会地点：成 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世纪城路198号）

主办单位：美 国国际数据集团（IDG）

共同举办单位：成 都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成都市博览局

　　　　　　　 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承办单位： IDG世展博览

协会合作伙伴： 成都市软件行业协会

　　　　　　　　成都市移动互联网协会

　　　　　　　　成都市动漫网络文化行业协会

展会基本信息

展会简介

2016数字世界博览会（简称数博会）将于2016年8月18-21日在成都世纪城新国

际会展中心举行，全球最大规模的聚焦于移动互联生态圈相关产品和应用的展览和会

议活动。首届iWorld数字世界博览会于1985年在美国三藩市举办， 之后每年在美国

举办一次。 2011年，主办单位IDG将数博会引入中国，于首都北京举行并取得巨大

胜利。今年数博会首次移师成都，展览总面积约22,000平米。结合同期举办的中国国

际软件合作洽谈会（以下简称“软洽会”），为成都本年度最亮眼的软件界盛事。

   

第十四届软洽会以“软件定义的'创时代'”为主题，紧扣推动实施《成都制造

2025规划》，打造世界软件名城的发展任务，汇聚行业领袖、业界精英以及国际国

内知名企业，重点围绕中国软件名城、互联网+制造、网络安全、移动互联、信息消

费、软件测试等内容，借助专题论坛、对接交流、展览展示、招商考察等活动形式，

并首次引进举办中国软件测试认证委员会（CSTQB）“CSTQB国际软件测试高峰论

坛”（以下简称“软测会”），加上数博会展会互动，探索经济发展新常态下软件产

业发展升级路径，分享“软件定义”的成功案例，促进成都软件产业走向国际化，推

动成都软件产业步入量质并举的发展快车道。

软洽会其中一个主要项目为专题论坛，主题包括 “中国软件名城2.0、互联网+制

造、网络安全、移动互联、软件测试”五个方面。此外，另一主要项目为对接交流，

“蓉港软件产业交流会”亦将作为对接交流的重点。

香港优秀科创产品软件展区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展品牌、升级转型及拓展内销市场的专项基金」（机

构支援计划）资助下，本会首次在数博会上设立144平方米的「香港优秀科创产品展

区」，将有18间香港科创企业进行展示。期间并举办「蓉港软件产业交流会 」（简

称交流会），以搭建蓉港两地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合作平台，促进两地产业的沟通

与交流，加深两地企业的认识与合作。

展会信息 2016数字世界博览会 展会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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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企业介绍展位位置图

2016数字世界博览会展位位置图 2016数字世界博览会 参加企业介绍

爱科达方案有限公司

「室內位置信息方案」

主要以BLE技术实现物联网应用，推动线上线下的互动交流，亦是成为智慧城市的基础。

零售/博物馆/展览位置信息服务

提供智能化导赏体验，以任何智能手机可定点接收展品信息，配合声画导览，较传统声音导览器更立体，且

免去租用限制。提供BLE感应协助主办单位有效处理人流，向参观人士提供摊位搜寻, 3D位置引导，会场信息广播

推送，行事历和笔记助手

 安老院应用

目的是提升安老服务质素，向医护人员及家人提供院友实时位置信息，协助医护人员对院友或严重患者的活

动进行检测和记录。同时支援人性化安老院管家服务，服药记录及病历推送。

学校应用

系统适用提供课室及设施位置引导，适用于校巴接载，学生进出及设施管理，进入学校后的自动化点名，禁

区管理，以及校内的信息广播推送，附助课堂上的指导作为互动教学工具。

「室外位置信息方案」

爱科达，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最适合最先进的解决方案，亦可根据客户及市场需求来为贵公司量身定制最佳的

解决方案。作为第三方系统服务供应商，可减省自行开发的成本，更是在室外位置信息方案的专家。

车队管理系统方案，把车队集成后在云端平台进行追踪，查看每个事件、状态、位置、警报、历史回顾、实

时检测，更快速下立决策。它亦可以自动生成数据推送，降低通信成本和时间消耗，亦是控制中心与司机之间的

额外沟通渠道。

物件随身侦测方案，在保安方面有显著的果效，尤其在导航功能、工作调度、授权通话、短信息发送、视频

直播、视频和语音记录、语音监听和远程照片拍摄等。控制中心得知实况以便作出即时决策。

Accurtag Solutions Limited 

参展方案/产品/服务：

公司介绍：

爱科达方案有限公司拥有深入的系统開發及市场营销经验。主要业务为区内崭新之无线定位信息方案集成商

及服务商;为客户提供一站式全方位室内外定位信息方案。我们希望与客户共同成长，为行业长久发展而努力。

电  话：(852) 9834 9800

邮  箱：carloslam@accurtag.com

网  址：http://www.accurtag.com

地  址：香港上环干诺道西28号威胜商业大厦5楼510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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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贝有限公司

CamClaim Limited

「报贝」

CamClaim 是为了提升我们日常工作及生活而设计的手机应用程式，每个人只需简单步骤就可储存单据并可

即时提交公司申报，公司经理可即时在独立Apps内审批，三分钟完成申报到审核，无需大量人手输入及核对，提

升90%的报销申报程序的生产力，高效，低成本。公司内部登入云端即时管理员工与经理的申报情况及直接将报

告下载到ERP或HRM！帮助个人、公司或商户有效提升工作生产力及提高工作生活素质。

CamClaim 提供个人版及公司版，轻松易用

手机个人版推出完全免费

- 拍照输入、地图输入、单据输入

- 连结 OneDrive，DropBox，百度云盘

- 可连结微软 Office365 登入公司帐户

- 自动记录时间日期地点

- 即时申报到公司审核

- 随时可以加入工作公司或同时加入不同公司

- 即时报告摘要及审批情况

参展方案/产品/服务：

多莱宝授权（国际）有限公司

「《中华美食小子》3D电视卡通系列」

主要项目《中华美食小子》3D电视卡通系列将抢先强势出击，以雷霆万钧之势风靡万千青少年及每一个拥有

梦想的观众，配合大量而富特色的周边产品，席卷神州，其后紧接的是更高质素的动画电影，将把《中华美食小

子》的热潮进一步推上高峰！丰富多姿的人物角色、生动有趣的剧情，「爽滑仔」将带领他的朋友们，把中华五

千年的饮食文化，以新奇趣致的新形态，走向世界，发扬光大！「多莱宝」经过十多年的大中华市场调查，卡通

角色定位，再配合相应电影及电视计划，已订下前期、中期、后期推广和创作一个文化产业的奇迹。

Bubble Mon Licesing (International) Co. Limited

参展方案/产品/服务：

公司介绍：

多莱宝授权（国际）有限公司，创立于1997年，继而在1999年于香港成立亚太区域总公司，随即在中国广

州成立公司，2002年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其主要业务为版权并购、电影版权买卖、卡通动画发行、 音像发行、电

讯网路及手机游戏授权、产品授权、产品促销、授权推广及跨地区授权商业活动等。从授权海内外百余个著名卡

通动漫品牌到原创属于自己的动漫品牌——“中华美食小子爽滑仔”，从积极参与各类与文化产业相关的各类电

影节、短片展、博览会到协办、承办或主办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文化宣传和推广活动，多莱宝一直致力于打造文

化软实力，提升企业的文化内涵，并十分鼓励和尊重原创。打造文化品牌,多莱宝一直在路上。

电  话：(852) 3107 0717

邮  箱：info@bubblemon.com

传  真：(852) 3107 0718

地  址：香港九龙塘达之路72号创新中心2楼223-225室

网  址：http://www.bubblemon.com

公司介绍：

CamClaim提供云应用和手机程式解决方案，以提供优质，安全性和服务。今年推出CamClaim 手机简易报

销程式，CamClaim 是配合云端应用的手机程式。由手机申报到公司审核三分钟内完成，減掉既烦恼又慢长的报

销流程。提高员工及公司生产力。

电  话：(852) 6067 6732

邮  箱：support@camclaim.com 地  址：香港旺角新填地街470号海岛中心2604室

网  址：http:// www.camclai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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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奇思有限公司

「Arwiz」

连接App即可启动AR  带来飞一般内容体验

ARwiz为营销及开发人员提供一个完整的和易于部署的解决方案，有效加强APP用户的参与度。通过SDK和

内容管理系统，ARwiz助您实现全天候的在线内容管理。

飞一般用户参与度 

以AR技术作为吸引用户的关键点去全面提升您的APP，ARwiz使您的创意与信息能更为生动，为用户带来深

刻印象。

方便高效的系统集成及维护 

强大的ARwiz SDK简化开发人员的工作流程，包括设计、编写、测试以及操作系统更新而产生的开发任务等

等。

合理定价

按订购期收费的模式更能符合您的预算，满足小型推广以至APP内添加完整功能等的不同需求。

简单易用的内容管理系统

ARwiz的线上内容管理系统，可以让您随时随地更新上传您APP相关的AR内容，包括追踪图像（线索）以及

触发器（效果）。

下载我们的演示APP，亲身体验AR效果！详情︰http://www.arwiz.co/cn

「SHOPPO购赏」

「互联网+」时代的智慧商场  拉近消费者与商户之间的距离

SHOPPO购赏是一个为增强现场消费体验而推出的移动端O2O(线上到线下)平台，把优质的商户以及促销信

息整合到消费者手中，从而增加消费者的选择和提升用户忠诚度。用户只需透过一台连接互联网和蓝牙的智能手

机即可享受全新体验。

• 网上体验不同商店/购物中心

• 客户奖赏方案

• 商户与客户互动

• 透过分析消费者信息和数据，进行有效的即时营销

• 由用户互动触发的定制推广

• 简易电子兑换程序

• 智能信标会将商店资讯标记到用户生成的图片上

• 室内定位及导航系统 (PDIP)

成为我们的战略伙伴或查詢︰china@shoppoapp.com

Cherrypicks Limited 

参展方案/产品/服务：

翘晋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数码证书宏量控管器」

因应法律法规的规范，核证机关签发数码证书时，需经人手进行严谨的工序来处理申请、个别核对和制作数

码证书及将其送递。 「数码证书宏量控管器」(LCM) 使整个流程自动化处理，并完全符合所有法理标准及保存所

有监控要求。它省却人手的工序，成功把数天的签发周期缩短为数秒，为去年十二月银行界推出的电子支票服务

作出莫大支援和贡献。

LCM为银行的网上银行系统提供安全无缝接口，有效连接香港邮政核证机关的系统以处理数码证书申请，让

银行能够使用其硬体安全模组储存数以百万计的数码证书，令其客户安心方便地使用电子支票服务。

这产品是透过创新科技署小型企业研究资助计划而开发，并能广泛地应用在利用数码证书签署文件或核实身

份的系统。

Certizen Limited

参展方案/产品/服务：

公司介绍：

翘晋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为香港邮政核证机关的营运商，负责全面营运电子证书服务，致力于促进电子证书的

普及和应用，满足香港市民以及企业、银行、教育等机构的网络交易安全之需要，为把香港建设成为智慧城市做

出贡献。

电  话：(852) 3669 7658

邮  箱：sybielau@certizen.com

传  真：(852) 3669 7666

地  址：香港湾仔轩尼诗道245-251守时商业大厦16楼B室

网  址：http://www.certizen.com

公司介绍：

成立于2000年，创奇思是扎根香港的科技初创企业。公司专注于发展会员购物社群SHOPPO购赏及研发扩增

实境等创新技术，现稳占亚太区流动科技及流动商务界的领导地位。公司的主要业务为开发线上对应线下(O2O) 

流动营销平台( 包括i蝶儿及SHOPPO购赏) 及提供优质流动营销解决方案。创奇思已于资讯科技及市场营销界别获

得超过100个本地及国际奖项，包括被誉为「IT界奥斯卡」的联合国2013世界信息峰会移动大奖全场总冠军及亚

太资讯及通讯科技大奖等，亦曾成为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研究个案。目前，创奇思于创新流动解决方案的领导地

位已广为银行、保险、游戏、餐饮、零售、电视互动、旅游及运输等各行各业的长期合作伙伴所信赖。

电  话：(852) 2127 7788

邮  箱：info@cherrypicks.com

传  真：(852) 2127 7780

地  址：香港尖沙咀诺士佛台16-19楼

网  址：http:// www.cherrypick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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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WB Tech Limited

「GLANCE」

Glance是一款微型、低电耗及高度准确的穿戴式装置。它能够根据跑步者的姿势自动监测其表现。

自由跑，其余交由我们为你处理﹣

Glance能够自动识别跑步。无需触碰手带上的按键或依靠手机程式协助，你可以随时随地开始跑步。

同样大小，却更加精确-

跑步比一般的步行燃烧更多卡路里。与其他着眼于步数的装置不同，Glance透过辨识你是否在步行、跑步或

加速来计算你消耗的卡路里和行走的距离。

跑得更快，更远﹣

Glance为你分析跑步姿势，使你跑得更快更好。

持久电力﹣

Glance在充满电后能连续运行12天以上。相比基于GPS定位的装置，它的电力能让你走多5倍的路程。

从专业角度看见你的进步﹣

我们邀请专业运动员和教练参与Glance的研发。通过详实的分析，你能看到自己的进步。

参展方案/产品/服务：

城通科技有限公司

「云端源管理平台（CEMP）」

云端能源管理平台(CEMP)为各类型机构和基础建设提供能源监控和远程控制服务，以及全面和创新的应对分

析，使节约能源方案更简单化。CEMP是物联网界的绿色先锋，配合不同物联网设备，如智能电表、智能插座，

通过互联网收集客户公司日常用电记录，并储存在云端数据库。经专业分析后，知道客户用电习惯，找出能源浪

费根源，从而为他们提供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提高使用能源的效能。通过物联网，CEMP能掌握所有设备状态， 

亦能就设备作出智能控制，减少非必要用电，缔造绿色智慧城市。

「云端生产管理系统（CPIS）」

云端生产管理系统(CPIS)是实时的产品监控系统，工业4.0的MES(制造执行系统)。

CPIS透过扫瞄RFID及条码将产品数据输入至系统，将生产效能、效率等生产线资料可视化，实时掌控生产全

貌，为计划优化和调度调整提供决策建议，敏捷地应对生产的各种”状况”，通过实时生产过程中的质量控制和

成本控制，来优化质量和成本, 有助生产相关人员就生产线即时变化作出相应决策, 统计质量控制、历史趋势、从

而实现精益制造和企业控制。

CPIS荣获2015香港资讯及通讯科技奖：最佳中小企资讯科技（产品）特别嘉许。

CityTone Technology Ltd

参展方案/产品/服务：

2016数字世界博览会

公司介绍：

我们的主要服务包括：产品开发，解决方案与系统整合，IT专业服务。我们专注技术于云计算，绿色科技和

移动解决方案。

我们的客户来自不同的行业。他们包括上市公司或中小企业在制造业，教育，零售和医疗等。

电  话：(852) 3171 2030 

邮  箱：steven.ykk@citytone.com.hk

传  真：(852) 3747 8012

地  址：香港沙田香港科学园第三期科技大道西16号2楼221室

网  址：http://www.citytone.com.hk

公司介绍：

CWB Tech开发各类运动分析系统，以三维方法重建和分析人的动作及姿势。

我们的技术能提高人的运动技巧和准确度，并已应用在如高尔夫球、跑步等专业运动中。

今天，通过我们的系统处理的运动数据已超4百万。

电  话：(852) 9634 9955

邮  箱：anvil@cwb-tech.com

地  址：香港数码港道100号数码港3座(F区)5楼27室

网  址：http://www.cwb-tech.com

            http://www.fitglance.com

11 12



2016数字世界博览会参加企业介绍 2016数字世界博览会 参加企业介绍

科施工作流有限公司

「科施工作流解决方案(Workflow)」

科施工作流有限公司提供企业管理解决方案，主力推广科施工作流解决方案(Workflow) 。科施工作流解决

方案：有效地协助用户轻松地设计、模拟、执行和监控业务和管理流程，获取更高的回报及利润。

FlexWorkflow Limited

参展方案/产品/服务：

电  话：(852) 3950 6350

邮  箱：info@FlexWorkflow.com

传  真：(852) 3529 4378

地  址：香港葵涌葵昌路29-39号东海工业大厦A座4楼

网  址：http://www.FlexWorkflow.com

公司介绍：

科施工作流有限公司 (FlexWorkflow Limited)为佛氏电脑软件集团旗下成员，是一家领导市场的企业方案

供应商，从事软件开发、项目实施和提供各种解决方案，如工作流解决方案 (Workflow)、业务流程管理 (BPM) 

解决方案和文档管理系统 (DMS)。　拥有超过25年的经验，业务遍及澳门、中国、台湾、马来西亚和其他亚洲国

家。累积多年经验，一直为客户提供最优质的软件和服务给广泛的行业领域。

「SoldEazy商机易电子商贸业务管理平台」

SoldEazy是一个云端平台，用户只需簡單地登入到網站便可更快、更简单地使用和管理平台上的一切运作，

协助中小企简单快捷地开展电子商贸业务。

随着近年像eBay, Amazon, Alibaba等国际购物平台发展成熟，中小企只需把其产品放在这些平台上销售，

便有机会接触数以亿计的全球买家，事半功倍。不过，不同国际购物平台有不同的技术要求，对于大部分的中小

企来说，若要同時管理這些平台及有效地销售产品是一门深奥的学问。

SoldEazy的成立，目标便是协助中小企使用有关国际购物平台，成功开展电子商务业务。简单来说，中小企

只需把产品信息上载到SoldEazy的云端平台上，便可透过自行研发的智能转化引擎，把单一的产品信息转化成不

同平台所需的数据，在有关平台上销售,实现统一管理，增加效率。

SoldEazy目前已经有超过3000间中小企使用，每日管理超过500万件产品。去年，SoldEazy帮助客户成功

录得30亿港元的收益。

参展方案/产品/服务：

公司介绍：

浩全科技有限公司于2012年成立。凭籍系统管理专业知识,逾十年的eBay卖家经验，对客户需求的充分了

解；再加上具有丰富软件开发实战经验的系统开发人员和售后服务人员所组成的团队，研发出一套超高效的刊登

管理系统 - SoldEazy。

电  话：(852) 3952 9654

邮  箱：info@holistictec.com

地  址：香港沙田科学园科技大道西一号核心大楼2期3楼319室

网  址：http://holistictec.com

浩全科技有限公司

Holistic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传  真：(852) 3952 9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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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希骏软件有限公司 

「Form-World平台」

产品特点

1. 这是一款将“数据库、中间件、应用开发平台”三者功能合一的系统平台，平台自带数据库，无需购买第

三方数据库、中间件。

2. 提供“开源+开放型资源”设计，受惠者众市场广阔。

3. 平台数据库属准结构化数据结构，它既具有结构化数据库的特征，同时又可容纳非结构化的海量数据，可

轻易地囊括和装载现今计算机软件产生的大部分文件、数据，包括无边界的流式数据。

4. 平台同时支持C/S和B/S以及手机APP,,三者共享同一数据库，自带防火墙。

5. 分布式结构，对操作系统要求具最广的弹性设计，小则是普通的单CPU的PC带一般的操作系统，大则是多

CPU的服务器带多用户的操作系统，等都能做为Form-World分布式系统的节点。

6. 自动生成网页，可以无需编程。支持支付包、PayPal，可用于开网店等。

7. 从传统的数据库应用系统移植到Form-World平台可以无需源码，且可保留原系统的界面。

8. Form-World数据库结构是当代数据库进化的结果、是数据库应用软件工程的一项颠覆性“革命”。

Hong Kong Synergy Software 

Company Limited

参展方案/产品/服务：

电  话：(852) 2104 1237

邮  箱：zheng_gg@163.com

传  真：(852) 3427 7973

地  址：香港沙田香港科学园科技大道西5号第9座525室

网  址：http://www.form-world.com.cn

公司介绍：

公司成立于2004年，从事基础软件的研发，致力探索简化软体工程量的新方法及新工艺。在这期间我们发明

了可以节省软件工程量达70%的新方法，该方法获得美国、中国、香港专利；研发了与之配套的工具平台并形成

系列产品，产品被命名为“Form-World平台”。

「e-M-POWER」

e-M-POWER 是一套全面的企业资源规划系统( ERP System )，其功能符合众多制造业商户要求，系统并以

先进的。NET Framework技术作为开发架构，配合Microsoft Visual .NET为开发工具，其完善的功能，可有效

地帮助企业进行营运策划、减低成本、如期付运和提高产品质量，令客户对整间企业的运作完全在运筹帷幄之

中。现在，更为客户提供了于 Windows Azure Platform 运行的按需版本。此外，e-M-POWER 现在已能与 

ACCPAC 整合。

e-M-POWER 主要分为以下6大层面运作：

销售

采购

仓库

生产制造

模具管理

财务

「ReportNOW」

ReportNOW是一套适合所有行业的流动数据互换平台，只要您手上有任何一种流动装置便能无间断地接收

或更新业务信息。透过 ReportNOW，您可以将智能手机、平板电脑连接到现有的数据系统，取得实时的数据建

立报表，以及将智能手机上收集的信息实时上载到公司的数据库，令您工作更有效率。

ReportNOW 安装容易、用法简单，是现时唯一在流动平台上兼容不同数据库作数据互换，并提供以多元化

格式作实时汇报的解决方案。它可以在 Android、iOS 和 Windows 等不同的操作系统上运作，因此您毋须付出

额外的费用去购置硬件，就可以随时随地存取公司系统内的各种信息。

参展方案/产品/服务：

公司介绍：

集信软件科技有限公司(ISL)早在1985年已经是软件开发商。

凭着超过30年的资讯管理经验，使ISL成为一家很独特的公司。为了满足香港和大中华地区企业的需要，

ISL在产品和服务方面投入极多资源，亦因此带来品质工艺的美誉。

电  话：(852) 2319 2898

邮  箱：enquiry@isl.com.hk

地  址：香港沙田香港科学园科技大道西8号尚湖楼512室

网  址：http://www.isl.com.hk

集信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Integrated Solutions Limited

传  真：(852) 2319 2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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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悅有限公司

「SnapPop App」

SnapPop是亚洲第一个流动网络影像搜寻的信息平台。 它利是云端的影像辨认技术在数秒内能从百万的影像

中辨认你所搜寻的影像。 当你用手机拍摄影像后(包装、传单、海报等等)，你可以建立一些跟影像有关的视频，

声音，文字等。 如果消费者拍摄到相同的影像，他们便可以听到或看到额外的信息,或跟朋友分享。 这是一个最直

接，方便，快捷的平台去搜罗产品或优惠推广。 更重要的，它不但可以追緃高潜力的消费者，它还可以直接在他

们的手机里发出推送通知。 SnapPop可以帮助品牌提供一个脱机商务模式的经验 (O2O) 。 当顾客考虑会否购买

消费品，他们可以拍下图片，寻找相关的信息或用家意见。 同时，其他用家透过视频，声音，文字或其他图片去

分享或交流购买经验或感受。 他们可选择跟大众或朋友分享。 这里还可以直接购买有关商品，透过银行信用卡进

行实时交易。

「扩增实境Augmented Reality (AR)」

这是一种崭新的场景及产品特点的表达手法，只需使用智能手机或平板计算机，就可把虚拟与现实世界结合

并进行互动，甚至在3D立体环境中运作。 扩增实境技术可为客户带来崭新的体验与惊喜。 例如，在展览会上，

可以更有趣地去让客户体验你的产品；在玩具上，更可以带出多元化的游玩体验；在楼房业上，也可以把楼房可

视化，让客户代入将来楼房兴建完毕之后的模样。 因此，扩增实境技术能为客户传递一些现实中无法直接获知的

信息，更能将之视像化，从而为商机增添无限可能! 

扩展实境应用程序可以令小朋友互动及有效地学习动物及其生态系统。 我们跟Dr. King Zoo合作，设计及制

作一些有趣的识字卡。 打开智能手机或平板计算机的相机镜头，扫瞄一下识字卡，小朋友不但可以在设备的屏幕

上看到立体的动物图像，还可以为牠们拍照。 更有趣的是，扫瞄两张相关的识字卡，他们就会自动地互动起来， 

例如虚拟的牛吃虚拟的草。

Joy Aether Limited

参展方案/产品/服务：

电  话：(852) 3482 5035

邮  箱：info@joyaether.com 

传  真：(852) 3015 2871

地  址：香港沙田科学园科技大道西6号集成电路开发中心3楼313室

网  址：http://www.joyaether.com

公司介绍：

喜悦是一间移动解决方案的供货商,位于香港科学园。 我们的管理团队精英拥有40年以上在北美的信息科技知

识及经验。 我们提供专业的手机咨询服务范围很广，有各行各业的小中型及跨国公司,成功地为不同的企业客户创

造了70个以上的移动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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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to Technologies Limited

「汽车维修无纸化移动方案」

汽车维修过程当中会利用大量纸张报表，而收集到的资料亦需要人手重新输入。透过无纸化移动方案，选用

一系列的移动装置作资料输入及无线传输，公司可即时减省纸张及印刷的成本，而且无纸化移动系统亦可大大减

低减低人手数据输入時的错误，再者无纸化移动系统更可将工作流程自动化，加上内部系统融合数据自动更新，

大大减低工作成本。

「移动网络性能测试系统」

一个强大及全面的移动网络性能测试系统，为客户提供全面的移动网络测试软件及其服务器，系统主要用来

验证及测试移动网络的性能，收集移动网络蜂窝基站，通过速率和移动营运商所有的网络参数，以用作进行监控

和故障维修之用，而收集的数据則可作网络分析及性能报告。它还包括一个远程遥控功能在远程站点中的网络性

能。 

参展方案/产品/服务：

电  话：(852) 2861 0009

邮  箱：info@legato.co

传  真：(852) 3013 8837

地  址：香港九龙湾临乐街19号南丰商业中心18楼1801室

网  址：http://www.legato.co

公司介绍：

Legato Technologies Limited为香港一所专门为企业客户提供移动方案顾问服务的公司，一系列移动软件企

业方案亦已相继推出市场，当中方案类别包括市场推广平台，企业和政府移动服务,企业移动工作流程，移动社交

社区和移动广告推广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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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星魂」

“创世星魂”游戏介绍

- 香港团队原创的益智PRG手机游戏

- 已于台湾，香港及澳门的App Store及谷歌游戏发行

- 获选为应用商店，谷歌游戏推荐游戏

- 获选2016年香港资讯及通讯科技奖

游戏特色

- 创新的3D立体方块消除玩法

- 超大型冒险迷宫

- 四人协力开采宇宙资源

- 超过300个人物角色

- 精美日系人设

- 樱井孝宏，花泽香菜，中村悠一等日本动漫界豪华声优阵容

参展方案/产品/服务：

公司介绍：

MAMO Games Limited 美亚怪物游戏公司(前身MonsterINC怪物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为美亚娱乐

(MEIAH ENTERTAIMENT，香港上市代号:00391)投资的游戏公司，总部设于香港，拥有香港本地的游戏开发团

队，并于台湾设立分公司。主营手机游戏业务，于中国、台湾、香港、澳门、东南亚地区发行及运营手游产品，

致力发展领先的移动娱乐产品。

公司于2016年于香港及台湾地区推出自家开发手机游戏《创世星魂》，30天内下载超过25万，并获得App 

Store及Play Store推荐。

电  话：(852) 2111 3999

邮  箱：gary.ip@mamogames.com 地  址：香港荃灣TML Tower 29樓B2室

网  址：http://gs.mamogames.com

美亚怪物游戏有限公司

MAMO Games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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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eanX云端企业内容管理中心 - 支援云端及企业内自建应用」

傲讯全通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亞洲領先之文檔管理,處理及發送軟件開發公司, 提供企业级的云端文

档处理中心及分发软件的解决方案。专注研发企業內容管理(Enterprise Content Management) 及傳真服務器

(Fax Server)。产品包括ECM云端文档管理中心, Document Processing Center文档处理中心,Capture文件扫

描自动撷取系统, OceanFax传真服务器。其下OceanFax是亞洲銷量第一及屡获殊荣之传真服务器。

「OceanX Document Processing Center, DPC文档处理中心及OceanX Capture 文件扫描自动撷取系

统」

OceanX文档处理中心(Document Processing Center, DPC)及OceanX Capture文件扫描自动截取系统为

Web平台资讯撷取解决方案。运用OCR, ICR及OMR技术,高效撷取不同来源如邮件、扫瞄器、传真服务器之文

档,并可自动整合分派给适当之部门及后端系统,如ERP、CRM、SAP及工作流(Workflow),大幅简化工作流程。

OceanX DPC, Capture特点：

          • OCR, ICR及OMR技术

          • 支援批量扫描文档

          • SAP、ERP、Oracle、OceanX DPC、OceanX ECM后端系统集成

          • 支援Watch Folder、Searchable PDF

          • 支援扫描器、邮件、OceanFax、手动撷取文档

「OceanFax Fax Server 企业传真服务器 ─ 通过SAP、Cisco、Avaya三认证」

OceanFax传真服务器为亚洲第一的电子传真服务器，通過SAP、Avaya 及Cisco官方三认证。基于.NET技

术，OceanFax与Email（Exchange、Lotus Notes、SMTP Mail）、ERP（Oracle、SAP、IBM）及MFD多功

能一体机（HP、Ricoh、Canon、Fuj i Xerox）无缝集成；与主要网关（Cisco、Avaya、AudioCodes 

、Alcatel）完美兼容，为无卡式IP传真（FoIP）的解决方案。

OceanFax特点：

参展方案/产品/服务：

电  话：(852) 3977 0088

邮  箱：marketing@oceanfax.com

传  真：(852) 3977 0038

地  址：香港观塘开源道64号源成中心

26楼2601B室

网  址：http://oceanxtech.com

http://www.oceanfax.com

http://www.oceanfax.com.cn

公司介绍：

傲讯全通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亞洲領先之文檔管理,處理及發送軟件開發公司, 提供企业级的云端文

档处理中心及分发软件的解决方案。专注研发企業內容管理(Enterprise Content Management) 及傳真服務器

(Fax Server)。产品包括ECM云端文档管理中心, Document Processing Center文档处理中心,Capture文件扫

描自动撷取系统, OceanFax传真服务器。其下OceanFax是亞洲銷量第一及屡获殊荣之传真服务器。

傲讯全通科技有限公司

OceanX Technology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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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code生成器

• OCR自动传真

• Production Messaging

• TenderBox投标箱

• SAP认证

• Web manager

• Overlay Template

• 可搜索PDF

• Unicode

• 多语言界面及自定义风格

• 自定义多语言/图形页眉页脚

• 超级用户

• 黑白名单

• Web端操作

• 传真数据挖掘

• 传真报表生成器

• Image Plus图像处理专利技术

• 自动备份及一键恢复

• 委托代理处理传真

• 数据加密/安全传输

• 自动传真回复

「OceanFax传真服务器一体机」

OceanFax传真服务器一体机是新一代软硬结合一体式传真服务器，适用于中小企。该服务器毋须安装，易

于配置，是一站式的完整传真解决方案，拥有OceanFax传真服务器所有功能，可满足企业所需的各种传真需求，

支持员工轻松通过电脑、网络、电邮、多功能一体机接收或发送传真，并从后端系统自动批量生成、发送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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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y Queen Co.

「Party Queen大电影」

正在筹划的Party Queen大电影，邀请到金马奖最佳编剧阮继志老师（香港著名电影编剧。早年于南澳洲大

学毕业，获文学硕士。毕业后出任电影编剧，至今已编写超过六十部港产电影剧本。1987年，他为电影《倩女幽

魂》编写剧本，获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代表作：《倩女幽魂》、《逃学威龙2》、《醉拳2》、《二人三足》 

、《群龙戏凤》、《皇家女将》、《捉鬼大师》、《神探父子兵》、《黄飞鸿》、《卫斯理》等）担任编导，即

将倾情投拍，重磅来袭！，而收集的数据則可作网络分析及性能报告。它还包括一个远程遥控功能在远程站点中

的网络性能。 

参展方案/产品/服务：

电  话：(852) 2111 1765

邮  箱：1500217695@qq.com

传  真：(852) 3107 0718

地  址：香港九龙塘达之路72号创新中心224A-225室

网  址：http://www.bubblemon.com

公司介绍：

 "Party Queen"卡通品牌是一个拥有长长及柔顺黑发少女，极富有东方亚洲女性的神秘色彩,享受中东拜金主

义。为配合西方人的品味，于"Party Queen"的首饰及服饰上均会融入大量欧美文化。 "Party Queen"形象灵感

来自上流社会派对文化及取材自(荷里活)比华利山庄各种大型Ball场之派对文化。 "Party Queen"与其爱犬Mr.P将

会为Ball场派对带来更新文化原素，更新时代感觉和超现实之理想主义生活模式。



2016数字世界博览会参加企业介绍 2016数字世界博览会 参加企业介绍

「云频 （培训）软件平台」

通过简单而易于使用的个人视频协作工具，允许培训教练师和学员即时面对面沟通，无论在任何地方或所使

用的设备位于何处，只需点击一个按钮，就能够进行面对面的教练、培训、沟通和协作。

服务方面：专门为各企业的内部培训部门和专业培训服务机构提供云视频培训平台设计和开发（包括手机，

平板 APP）。同时，也给各专业培训服务机构一个简单而完善的培训软件服务平台，让他们可以加入成为我们的

培训云频服务专销商。

参展方案/产品/服务：

公司介绍：

本公司专门为各企业的内部培训部门和专业培训教练服务机构提供云视频培训平台设计和开发（包括手机，

平板 APP）。

同时，也给各专业培训服务机构一个简单而完善的培训软件服务平台，让他们可以加入成为我们的培训云频

服务专销商。

我们同时也是国际专业项目管理，敏捷软件开发培训，企业管理培训及顾问服务机构，对培训服务的专业要

求有深入了解，因而对我们的客户的能保证超越的服务质量。

电  话：(852) 9365 1055/(86) 13671330108

邮  箱：smpartnersz@gmail.com 地  址：香港官塘伟业街 116 号 803 室

网  址：http://www.vega-global.com

SM Partners (SZ)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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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i2i高清云视频应用创新平台」

UCi2i是世界上第一个全球性、独立和供应商无关（vendor-agnostic）的视频管理服务系统。通过安全和

高清视频，让您与人面对面沟通，无论您身在何处。UCi2i推出一个简单而易于使用的个人视频协作工具，称为

“V-簿”，用于业务品质的视频通信。该平台允许即时面对面沟通，无论在任何位置或所使用的设备位于何处，

只需点击一个按钮，就能够与同事和客户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和协作。

我们的服务计划为不同类型的机构提供全方位、实惠及全面性支持的视像通话及会议服务，无论身在何方，

都能随时带给用户面对面的紧密连系。

UCi2i 提供无限量月费计划，就像您的手机服务计划一样简单方便。您既可以选择现有的服务计划，也可以

订制您独有的服务方案； 配合您所有的业务需求，为您提供全球化及全面性支持的视像代管服务。

UCi2i的 “高清云视频应用创新平台” 在视频会议领域的三大创新，该系统在行业模式、收入模式、企业模

式等方面进行了创新：行业模式从视频会议产品运营转向虚拟运营。行业模式的创新必然引起收入模式的创新。

企业模式实现从对立竞争向后方服务的创新。

UCi2i 跨越传统的终结点，客户端软件和移动设备的装置，让用户以微投资便可以享受到国际水平的互动多

媒体视频会议室服务。它还有每月订阅，覆盖设备安装和注册功能，B2B 的连通性和全公司的目录。

UCi2i的合作伙伴能够将视像设备配合 UCi2i 的视像代管服务包装成为一个服务套餐，更容易推销 UCi2i 服

务计划给客户同时，让客户的投资有更长远的发展，也助合作伙伴增加视像设备业务销售的利润。

我们负责提供管理，建设视像基础设施以及一切使用视像通讯所需要的支援服务；加上服务使用简单、购买

容易并且有固定每月收费，使合作伙伴能够轻松容易地向他们的客户群推销采用 UCi2i 的视像通讯服务。

参展方案/产品/服务：

公司介绍：

维佳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1986年在香港成立而成功进入国际的IT/AV公司，在世界各地拥有26家子公司。

多年不断创新，把服务质素提高，为客户提供视频会议系统, 系统整合及电脑软件开发。 从2013年，我们的

UCi2i高清云视频应用创新平台更而為客户帶來视频會議的最新体会。

维佳科技有限公司的AV / IT 解决方案可以定义为种类繁多的设备集成包括视听、 照明、 信息和通信技术基

础设施，这是专为我们客户端以满足其特定的要求中的有效与其他人沟通，以及加强沟通的质量。我们服务的音

频装置服务包括投影屏幕, 放映机, 高射投影机, 写字板, 扩音器, 耳筒, 扬声器(连外壳), 麦克风, 电视及影视器材, 电

视(包括液晶显示屏/等离子显示屏/高清数字电视), 商业用影音器材 (屏幕及实物摄像仪), 扩音装置, 电脑周边设备及

配件, 影像显示器, 电脑软件, 多媒体电脑产品, 路由器, 商业用照明设备, 视像会议系统, 系统整合及开发等等。

电  话：(852) 2310 1138

邮  箱：general.cd@vega-global.com

地  址：香港葵涌太连排道192-200号伟伦中心21层

网  址：http://www.vega-global.com

维佳科技有限公司

Vega Technology Limited

传  真：(852) 2310 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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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软件行业协会简介

香港软件行业协会（前名为香港软件行业内地合作协会），是一个香港注册的非

牟利团体。协会是由香港一群富有经验、热衷于中国内地市场的信息科技专业人员及

企业家所创办，目标是协助香港软件企业，通过与中国内地企业合作而寻找及发展生

意机会。协会的创办主要是基于相信结合内地的庞大市场与资源能使香港软件行业更

能突出自我优势和得益。

为此，本会订立了以下的目标：

1. 促进软件行业发展并开通内地市场的机会；

2. 加强香港与内地软件行业合作及沟通；

3. 与海外软件行业合作，从而得到更好的资源分配、利益共享及相互增值；

4. 通过国际接触、项目管理技巧、技术才能等交流，令香港及内地软件企业能

在生意发展中相互得益。

组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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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内地软件市场推广计划

香港软件行业协会于2013年和2015年分别获得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展品牌、

升级转型及拓展内销市场的专项基金」（机构支援计划）的第一和第二阶段拨款资

助，主办和推行每阶段为期两年的「中国内地软件市场推广计划」。计划的宗旨是推

广「香港优秀软件品牌」，通过品牌效应提高香港优秀软件和科技企业的吸引力，开

拓庞大的内地市场。

计划内容

推广计划透过举办具规模及品牌的“香港优秀软件展区”，更有效地推广及发挥

品牌效应；

举办研讨会，提供商业配对平台，让参加企业认识更多的潜在投资者、合作伙伴

或客户，找寻商机。

「Salesforce.com - 雲端客户关系管理(CRM)系統」

众多客户依赖这种网络为基础的，高弹性的，低成本的CRM？从Salesforce.com及本公司印所制定的完整

方案中，容易并随时地知道客户满意度和提高其营销方案的成效，赢得更多顾客及交易。

 高弹性．快捷的云端方案

一切都在云端中托管，并不断维护和更新，为不断变化的需求。在短时间内，你会得知销售业务及推广活动

的反应。

 大数据精准化

透过Salesforce.com，轻松连接云端，即时让前线业务人员或市场部得知每个客户群的资料及成长过程，更

精准地制定合适的推广方案，获得更高销售量。

「云端科技整合（Cloud Integration）&定制應用開發程式(Customer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定制化和自动化

手工流程耗时，易于出错，并经常断开系统复制客户信息是不容易共享和更新的结果。

可以在Salesforce的和其他应用之间的实时实现自动化的业务流程的实例：

- 分批或一次性从迁移原有CRM系统的数据。

- 转化成机会，赢得更多订单。

- 电子商务订单/账户管理到Salesforce的客户支持界面。

- 即时连接销售活动数据到数据库。

参展方案/产品/服务：

公司介绍：

成立于2009年，丰富的顾问经验，服务遍佈全球。我们重点提供以云端为基础的实施方案和咨询。针对客户

关系管理及织精简其业务流程的应用程序开发，用最新的云端技术令其公司提供卓越的客户体验。

我们是Salesforce.com 和IBM 金牌授权业务合作伙伴。也是注册的iOS 和Android 的发展伙伴。

电  话：(852) 2328 5505

邮  箱：marketing@laputatech.com

地  址：香港鲗鱼涌英皇道1065号东达中心5楼508室

网  址：http://www.laputatech.com

乐普达科技有限公司

Laputa Technologies Limited

传  真：(852) 2884 9836

企业资料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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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展区组织

主办机构：

香港软件行业协会

协办机构：

香港科技园

香港数码港管理有限公司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

支持机构：

香港资讯科技联会

互联网专业协会

香港电脑学会

香港电脑商会

英国电脑学会(香港分会)

香港青联科技协会

香港I.T.人协会

香港通讯业联会

香港移动软件基地

香港数码文化创意产业联盟

香港中小型企业总商会

中小企国际联盟

世贸联合基金总会创新及科技委员会

香港贸发局

(排名不分先后)

资助机构：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展品牌、升级转型及拓展内销市场的专项基金」(机构支

援计划)

媒体伙伴：

经济一周

备
  忘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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