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即時發佈] 

 

HGC 與 aamra 聯手促進 SDN 技術聯盟合作 

引領客戶邁向數碼經濟 
 

香港，2020 年 6 月 18 日 – 環球全域電訊（HGC 環電）為領先的電訊固網營辦商及 ICT 服務供應商，於

香港及國際市場擁有廣闊的網絡覆蓋、服務及基礎設施。HGC 環電今天欣然宣佈與孟加拉領先的互聯網

及基礎建設服務供應商 aamra networks limited（aamra）簽署諒解備忘錄，利用軟件定義網絡（SDN）技

術加快網絡整合及擴展。 

 

為孟加拉的 OTT 及企業客戶的提供雲端業務 

 

亞洲具備成為龐大雲端業務市場的潛力，而雲端技術一直協助區內不少企業／OTT 客戶掌握高效的網絡

連接及電腦操作。SDN 為雲端 IT 基礎建設不可或缺的元素，HGC 環電與 aarma 的合作將能展示其世界

頂級的網絡資源和實力，繼而擴展雙方的網絡足跡，例如提供按需和零接觸服務，以及供應安全、快捷、

可持續及靈活的雲端連接，善用數碼技術支援跨國公司擴展區域業務。 

 

HGC 環電與 aarma 將採用符合 MEF 標準的 HGC 環電 SDN 國際電信服務數碼銷售平台，以加強電訊商之

間的互聯互通合作、促進東盟與國際間的網絡互連，同時務求協助客戶加快實踐數碼轉型。透過 HGC 環

電 SDN 國際電信服務數碼銷售平台，客戶將可直接且安全地連接公有雲服務，例如 AWS（Amazon Web 

Services）雲端、阿里雲、微軟 Azure 及 Google 雲端，集中以編程方式進行高效網絡配置，亦可讓客戶

改善及監察網絡表現、維持業務營運和項目管理，並透過雲端服務為客戶提供充足資源和最大效益。這

對銀行及金融機構尤其重要，讓他們毋須經由開放網絡傳輸數據，滿足法規政策的需要。 

 

掌握貫穿世界各地的數碼網絡 

 

孟加拉是世界上增長最快的經濟體之一，當地手機使用量龐大，位列全球十大。全球網絡基礎設施是數

碼經濟的基礎，而網絡軟件化和虛擬化亦大大推動新世代科技的發展，例如 5G 網絡和物聯網（IoT）。

是次合作有助孟加拉企業及其他主要垂直市場，例如公立及私人機構、成衣業、銀行業及政府部門，建

立更普及的數碼網絡，並在急速發展的市場中開創新機遇。  

 

透過 SDN 平台優化全球網絡是雙方的長遠發展重點和策略。是次合作將可讓孟加拉和東盟地區的客戶

和跨國公司連接 HGC 環電於香港、緬甸、新加坡、倫敦和洛杉磯等 30 個海外據點，同時連接 aamra 的

國內數據中心和網絡據點。跨國公司如製造業和銀行業將可直接連至 HGC 環電的全球網絡基建設施，減

少時延及提升端對端連接的質素。 

 
 
 
 



                                         
 
 
                                                                       
aamra 主席 Syed Faruque Ahmed 表示：「我很高興地宣佈 aamra 跟 HGC 環電合作，推動孟加拉區內的

SDN 服務。這次合作將標誌著區內資訊科技及資訊科技委外服務業的重大轉變，由硬件為主發展成軟件

主導的自動化和網絡管理，讓企業能無縫連接全球互聯網交換中心及世界各地的數據中心。在這革新進

程，aamra 很榮幸能成為這個項目的一分子。」 

 

HGC 環電國際業務部高級副總裁 Ravindran Mahalingam 表示：「HGC 環電很高興與孟加拉領先的科技企

業集團 aamra 合作，我們致力引領市場，積極透過電訊商之間的 SDN 互聯互通加快各企業的數碼轉型，

同時透過靈活的網絡基礎設施，以及多元化的 ICT 解決方案，應付全球對質量、價值及可靠性的要求，

擴展網絡足跡至各大洲。我們將繼續與東盟地區及南亞地區加強合作，提供以客為先的解決方案，以應

付 OTT 供應商及企業客戶對多媒體日益增加的需要。」 

 
 

– 完 – 

 
 
 
 

 

環球全域電訊有限公司簡介 

 

環球全域電訊有限公司（環電）是領先的香港及國際電訊固網服務營辦商，於香港及國際市場擁有廣闊的網

絡覆蓋及基礎設施，提供各種不同服務，除了提供電訊網絡基礎設施予其他營辦商外，亦是企業及住宅用戶

的服務供應商。環電總公司位於香港，擁有 23 間海外辦公室，業務遍佈五大洲。環電為本地、海外、企業

及大眾市場提供全面的電訊服務、數據中心服務、資訊科技方案及寬頻服務。環電擁有及營運覆蓋廣泛的光

纖網絡，與中國內地頂級電訊商開通了五條跨境分流路由，更與過百間世界級的國際電訊網絡營辦商互連。

環電亦是香港其中一個最大規模的 Wi-Fi 服務供應商，於全港共有逾 29,000 個 Wi-Fi 熱點。本公司致力增

強現有基礎設施，發展最新技術，並開發基礎設施服務和方案。環電是 I Squared Capital 的投資組合公司。

I Squared Capital 是獨立的環球基建投資管理基金，主要於北美、歐洲以及其他高增長經濟體地區進行能源、

公共設施及運輸業等投資。 

 

如欲瞭解詳情，請瀏覽環球全域電訊網站：www.hgc.com.hk 

 

傳媒查詢 

環球全域電訊有限公司 

電話：+852 2128 2150 / +852 2128 5218 

電郵：pr@hgc.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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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aamra networks limited (aamra) 
 
aamra networks limited (aamra) is a flagship SBU (strategic business unit) of aamra companies - an IT conglomerate with 
35+ years of proven experience in IT & ITES, Textiles and Apparels, Lifestyle Services &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amra 
networks limited is the leading Corporate ISP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specializing in Enterprise Internet & Data, Video 
Conference and Video Surveillance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based services such as Data Center and Colocation services 
to Cloud Computing backed by international SLA and state-of-the-art network monitoring solutions. 
 
With its extensive network of PoP(s) in Bangladesh and abroad, aamra serves a commendable list of 1600+ clients ranging 
from foreign embassies to government agenc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and armed forces 
of Bangladesh. 
 
ANL has been recognized by Dun & Bradstreet as one of the top 500 companies in Bangladesh. The company’s 
commitment to excellence is well reflected in its recognition as a ISO 9001:2015 compliant company. ANL is an avid 
participant of the UN Global Compact to encourage and adopt, sustainable and socially responsible policies.    
 
 
aamra networks limited (aamra) 
Brand Development & Marketing 
Tel: +880-1708451925, +880-1709631690  
Email: marketing@aamra.com.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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