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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章 報 導

　
Newsbook 新增中文 .hk 申請服務

新報的報導  (2006年12月4日)

手機網專用域名, .mobi 域名註冊服務始動

PC Station 的報導(2006年11月27日)

Newsbook 新增手機公司域名(.mobi)申請服務
CPU的報導(2006年11月25日)

一條龍互聯網服務, Newsbook新推.mobi域名註冊Newsbook 新增中文 .hk 申請服務
EZone的報導(2006年11月24日)

Newsbook 現正推出.mobi(手機服務)域名申請
一本便利的報導(2006年11月24日)

Newsbook 新增服務 手機公司域名.mobi
新報的報導(2006年11月22日)

Newsbook 全面體現多數據中心優勢
經濟一週的報導(2006年10月28日)

Newsbook 新增香港寬頻數據中心
一本便利的報導(2006年10月27日)

Newsbook 新推.it.es域名服務
PC Station的報導(2006年10月16日)

Newsbook 經營八蛓回饋客戶, 新.hk域名可獲登記優惠
PC Family的報導(2006年10月6日)

資訊網絡提供英國公司(.co.uk),域名申請服務
一本便利的報導(2006年10月6日)

為慶祝Newsbook八歲生辰, 申請新 .hk 域名首年只需$100
一本便利的報導(2006年9月29日)

Newsbook 申請.hk域名服務, 只需$1000
PC Station的報導(2006年9月25日)

雙核心伺服器增效益
新報的報導(2006年9月13日)

Newsbook 新推Core 2 Duo伺服器租用

PC Station 的報導  (2006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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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book 新推Core 2 Duo伺服器租用

PC Station的報導  (2006年9月4日)

租用Newsbook伺服器, 體驗嶄新CPU技術

Ezone 的報導  (2006年9月1日)

Newsbook 提供英國公司 (co.uk)域名服務

Itech的報導  (2006年8月31日)

資訊網絡 .co.uk域名申請服務

電腦廣場的報導  (2006年8月29日)

Newsbook 推出.co.uk 註冊服務

PC Station 的報導  (2006年8月28日)

資訊網絡 中國伺服

新報的報導  (2006年8月9日)

Newsbook升級中國伺服器租用計劃

電腦一週的報導  (2006年8月7日)

Newsbook 提昇中國伺服器租用連托管計劃
一本便利的報導  (2006年8月4日)

資訊網絡伺服器昇級
新報的報導  (2006年8月3日)

資訊網絡一條龍服務
新報的報導  (2006年7月12日)

資訊網絡從租機至主機管理服務, 一條龍服務切合您心意
一本便利 的報導  (2006年7月7日)

選擇您的心意 .HK 域名, 到Newsbook登記 可獲$100回饋
一本便利的報導  (2006年6月9日)

租用Newsbook伺服器, 體驗嶄新CPU技術
Ezone 的報導  (2006年5月29日)

伺服器全面升級300GB
新報的報導  (2006年5月29日)

到Newsbook申請新.hk域名, 首年減100
一本便利的報導  (2006年5月26日)

資訊網絡一條龍服務
新報的報導  (2006年5月12日)

資訊網絡伺服器租用連托管計劃免升級
一本便利的報導  (2006年5月12日)

資訊網絡伺服器計劃免費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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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3的報導  (2006年5月9日)

資訊網絡伺服器租用連托管計劃
電腦一週的報導  (2006年5月9日)

資訊網絡租機及主機管理服務
今日電腦的報導  (2006年5月)

資訊網絡一條龍服務
新報的報導  (2006年4月13日)

資訊網絡網存服務再次提昇 增大流量給客戶使用
PC Family 的報導  (2006年4月6日)

資訊網絡 Dual Core 雙核心 伺服器租用連托管計劃
電腦一週的報導   (2006年3月28日)

資訊網絡新增服務
新報的報導   (2006年3月21日)

中國服務器配置昇級
新報的報導   (2006年3月16日)

資訊網絡新伺服器租用計劃
電腦廣場的報導   (2006年3月14日)

資訊網絡設租用伺服器與托管計劃
PC3的報導  (2006年3月14日)

資訊網絡新增服務
新報的報導   (2006年3月13日)

資訊網絡 提昇中國服務器租用連托管服務
一本便利的報導   (2006年3月10日)

資訊網絡新增服務
新報的報導   (2006年3月10日)

資訊網絡新增2個伺服器租用連托管計劃
一本便利的報導  (2006年3月10日)

資訊網絡推出.tw及.com.mo 域名申請服務 

Linuxpilot的報導  (2006年2月)

資訊網絡 - 建立自己的像素網頁三步曲

Pcweekly的報導  (2006年1月)

資訊網絡推出中國伺服器管理服務

PC3的報導  (2005年12月22日)

資訊網絡提供 .mo 和 .tw 域名註冊

電腦一週的報導  (2005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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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網絡澳門及台灣域名 申請服務

新報的報導  (2005年12月18日)

資訊網絡體貼客戶需要 提供澳門域名及台灣域名申請服務

今日電腦的報導  (2005年12月)

Newsbook 2800 網頁設計套餐

今日電腦的報導  (2005年12月)

Newsbook - 資訊網絡有限公司網路專家

Linuxpilot 的報導  (2005年12月)

Newsbook 最新網頁設計套餐

Xtips的報導 (2005年12月)

資訊網絡 2800 網頁設計優惠放送

ITView@PCStation的報導  (2005年11月29日)

資訊網絡 送免費域名

新報的報導 (2005年11月25日)

Newsbook 2800 及 3800 設計套餐, 送免費域名申請一年

新報的報導 (2005年11月25日)

Newsbook 2800 及 3800 設計套餐, 送免費域名申請一年

便利遊樂通的報導 (2005年11月25日)

迎合市場需要 資訊網絡推出中國伺服器服務

ITView@電腦一週的報導 (2005年11月22日)

資訊網絡 新中國伺服器租用連托管服務計畫

經濟一週的報導 (2005年11月19日)

資訊網絡 新中國伺服器

新報的報導 (2005年11月18日)

資訊網絡開拓中國市場

數碼廣場的報導 (2005年11月16日)

中國服務器租用連托管服務

PC Buyer@PC Market的報導(2005年11月15日)

分享電郵空間, 電郵大小, 由我話事

去街Guide的報導 (2005年11月)

資訊網絡 提昇高用量網存服務計劃 每月流量增大至 20GB 

今日電腦的報導 (2005年11月)

資訊網絡 資訊網絡Share電郵空間服務方便管理

今日電腦的報導 (2005年11月)

資訊網絡 Share 電郵空間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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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pilot的報導 (2005年11月)

網存空間服務優惠

數碼廣場的報導 (2005年10月26日)

資訊網絡推出Share電郵空間服務 提供6個計劃任君選擇

電腦一週的報導(2005年10月25日)

電郵空間服務優惠

數碼廣場的報導(2005年10月19日)

20 GB網存服務計劃

新報的報導(2005年10月15日)

資訊網絡擴張業務

新報的報導(2005年10月12日)

資訊網絡有意收購同業

電腦一週的報導(2005年10月4日) 

資訊網絡為擴張業務 有意收購同業

今日電腦的報導(2005年10月) 

資訊網絡有意收購同業歡迎聯絡洽談

Linuxpilot的報導(2005年10月) 

資訊網絡有意收購香港網頁寄存同業

數碼廣場的報導(2005年9月28日)

資訊網絡預繳優惠

新報的報導(2005年9月26日)

資訊網絡成立七周年, 送你等價的當代迷你倉現金券

電腦一周的報導(2005年9月13日)

申請當代迷你倉 送HK$500 Newsbook 寄存Coupon

電腦一周的報導(2005年9月13日)

資訊網絡電郵後備服務 令你放心

一本便利的報導(2005年9月2日)

資訊網絡-電郵後備服務

今日電腦的報導(2005年9月) 

資訊網絡「電郵後備」服務 ,月費只需HK$35

電腦一周的報導(2005年8月30) 

資訊網絡現有客戶介紹新客戶-即免費送你兩個月服務

今日電腦的報導(2005年8月)

資訊網絡 FTP 服務提升容量

電腦一週的報導(2005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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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網絡現有客戶介紹新客戶-即免費送你兩個月服務 
今日電腦網站的報導(2005年7月23日)

資訊網絡FTP Basic , standard 計劃 儲存空間加大100MB  
一本便利的報導(2005年7月22日)

資訊網絡伺服器租用連托管服務
Hi-Tech@Work的報導(2005年7月19日)

資訊網絡調低, 服務器租用連託管費用
香港商報的報導(2005年7月12日)

資訊網絡推出優惠租用計劃 , 新增雙核心伺服器減租金增效能
電腦一週的報導(2005年7月12日)

資訊網絡推出FTP上下載計劃

電腦一週的報導(2005年7月6日)

現有客戶介紹新客戶 , 資訊網絡即送你兩個月網存服務

數碼廣場的報導(2005年6月29日)

資訊網絡 推出FTP服務

Hi-Tech@work的報導(2005年6月14日)

資訊網絡, 最新推出FTP Basic, Standard 計劃

一本便利的報導(2005年6月10日)

資訊網絡 服務上傳下載超值好幫手

數碼廣場的報導(2005年6月8日)

攝影網頁DIY

DC PHOTO 的報導(2005年6月)

資訊網絡 全新電郵服務
電腦1週的報導(2005年5月24日)

資訊網絡 3800 網頁設計套餐優惠

電腦1週的報導(2005年5月10日)

資訊網絡 - 網路容量大提升, Newsbook月費更抵
Hi-Tech 的報導(2005年4月5日)

資訊網絡 - 伺服器托管計劃大優惠

經濟一週的報導(2005年3月26日)

資訊網絡 - 伺服器計劃調低消費
一本便利的報導(2005年3月25日)

網絡 Server 平平平 !

數碼廣場的報導(2005年3月23日)

資訊網絡免費提升郵箱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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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zone的報導(2005年3月4日)

資訊網絡免費提升網頁空間

Linux Pilot的報導(2005年3月10日)

資訊網絡ccBoss計劃一站式監察員工電郵好幫手
Linux Pilot的報導(2005年3月10日)

資訊網絡免費提升郵箱空間

香港商報的報導(2005年3月1日)

資訊網絡免費提升郵箱空間
今日電腦的報導(2005年3月)

資訊網絡推出超值ccBoss計劃

經濟一週的報導(2005年2月26日)

資訊網絡為管理層誠意推出ccBoss計劃
一本便利的報導(2005年2月25日)

監察員工電郵好幫手, 資訊網絡推出ccBoss計劃

電腦一週的報導(2005年2月22日)

資訊網絡推出超值ccBoss計劃
香港新報(2005年2月23日)

網頁空間增加一倍

香港新報(2005年2月11日)

Newsbook 增加 smtp 端口
香港新報(2005年1月31日)

Newsbook 推台灣域名申請服務

Hi-Tech的報導(2004年10月05日)

資訊網絡幫你申請台灣域名
Linuxpiolt 的報導(2004年10月)

資訊網絡新舊客戶  獲贈免費域名注冊一年

今日電腦的報導(2004年9月)

永久域名贈客戶
Auto Express 的報導(2004年8月27日)

資訊網絡又一大優惠 
便利的報導(2004年8月13日)

.com , .net及 .org資訊網絡免費贈客戶
電腦一週的報導(2004年8月10日)

申請Newsbook儲存空間送永久域名
Hi-Tech Weekly 的報導(2004年8月10日)

http://newsbook.net/chi/ezone_03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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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book.net/chi/hk_comm_01_03_05.htm
http://newsbook.net/chi/hi_tech_10_05.htm
http://newsbook.net/chi/today_0175.htm
http://newsbook.net/chi/hk_comm_01_03_05.htm
http://newsbook.net/chi/econ_26_6_05.htm
http://newsbook.net/chi/car_25_Mar_05.htm
http://newsbook.net/chi/pcstation26_2_05.htm
http://newsbook.net/chi/daily_23_2_05.htm
http://newsbook.net/chi/hkdaily_11_2_05.htm
http://newsbook.net/chi/chi_hkdailyjan31.htm
http://newsbook.net/chi/hi_tech_10_05.htm
http://newsbook.net/chi/linuxpilot_oct.htm
http://newsbook.net/chi/computeryoday_09-2004.htm
http://newsbook.net/chi/auto_express_0827.htm
http://newsbook.net/chi/autoexpress13-08-04.htm
http://newsbook.net/chi/pcstation10-08-04.htm
http://newsbook.net/chi/hi-tech10-08-20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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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網絡新舊客戶  獲贈免費域名注冊一年
電腦一週的報導(2004年8月3日)

資訊網絡慶 6周年  優惠新舊客戶

香港商報的報導(2004年8月1日)

資訊網絡慶 6周年 歡賀經營成果
經濟一週的報導(2004年7月31日-8月6日)

防病毒﹑防垃圾電郵 資訊網絡幫到你

今日電腦的報導(2004年7月)

資訊網絡電郵過濾服務 
PC3 的報導(2004年6月22日)

資訊網絡防毒電郵服務 

Hi-Tech Weekly 的報導(2004年6月22日)

資訊代你防病毒﹑防垃圾電郵 令你安枕無憂
E-ZONE 的報導(2004年6月18日)

資訊網絡推出防病毒及垃圾電郵

香港商報 的報導(2004年6月18日)

資訊網絡完全 "軟硬" 體魔術師
便利的報導(2004年6月4日)

資訊網絡完全 "軟硬" 體魔術師

今日電腦的報導(2004年6月)

資訊網絡提供出租一站式服務
香港商報的報導(2004年5月23日)

資訊網絡完全 "軟硬" 體 魔術師

便利的報導(2004年5月21日)

資訊網絡新增中國伺服器托管服務
太陽報 的報導(2004年5月13日)

資訊網絡百年域名

Smart Choice 的 報導(2004年5月10日)

資訊網絡新增中國伺服器托管服務供客戶選擇
E-ZONE 的報導(2004年5月7日)

資訊網絡註冊域名之使用期長達一百年 

Linuxpilot 的報導 (2004年5月4日)

資訊內地伺服器租用連託管服務新收費
Hi-Tech Weekly 的報導(2004年5月4日)

資訊網絡新增中國伺服器托管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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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book.net/chi/computertoday-jul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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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book.net/chi/pc322-06-2004.htm
http://newsbook.net/chi/hi-tech22-6-2004.htm
http://newsbook.net/chi/e-zone18-6-2004.htm
http://newsbook.net/chi/e-zone18-6-2004.htm
http://newsbook.net/chi/e-zone18-6-2004.htm
http://newsbook.net/chi/hkcommercial18-06-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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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book.net/smart10-5-20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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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book.net/chi/hi-tech04-05-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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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電腦的報導 (2004年5月)

資訊網絡 您的 "軟硬" 體維護專家
東Touch的報導 (2004年4月27日)

資訊保障客戶利益註冊域名使用長達100年 

電腦一週的報導 (2004年4月27日)

資訊網絡客戶註冊域名可用100年 
Hi-Tech Weekly的報導(2004年4月27日)

資訊網絡推出免費電郵過濾服務 

PC3 的報導 (2004年4月20日)

資訊網絡推出免費電郵過濾服務 
E-ZONE 的報導 (2004年4月16日)

資訊網絡 您的 "軟硬" 體維護顧問 

E-ZONE 的報導 (2004年4月16日)

資訊網絡最完善伺服器 + 技術人員出租方案
PC3 的報導(2004年4月13日)

資訊網絡提供免費電郵過濾服務 

Hi-Tech Weekly 的報導(2004年4月13日)

資訊網絡超平伺服器服務 
香港商報的報導 ( 2004年4月11日)

資訊網絡推出 人機 "出租"一站式 服務 

電腦一週的報導 (2004年4月6日)

資訊網絡推出加大碼網絡儲存計劃
經濟一週的 報導 (2004年4月3日)

資訊網絡推出伺服器服務新優惠 

今日電腦的報導 (2004年4月)

資訊網絡推出加大碼網絡儲存計劃
太陽報的報導 (2004年3月25日)

資訊網絡為客戶提供新域名[.hk]

便利的報導 (2004年3月19日)

資訊網絡推出新伺服器計劃 
味道的報導( 2004年3月16日) 

資訊網絡新年新計劃 

東Touch的報導 (2004年3月16日)

資訊網絡推出新伺服器計劃
電腦廣場的 報導 ( 2004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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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book.net/chi/c_pcmag.com20-4-2004.htm
http://newsbook.net/chi/e-zone16-4-04chi.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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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book.net/chi/chi-hi-tech13-4-2004.htm
http://newsbook.net/chi/pc3-13-4-04.htm
http://newsbook.net/chi/chi-hi-tech13-4-20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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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book.net/chi/sunnewspaper25-3-04.htm
http://newsbook.net/chi/19-03-2004-c.htm
http://newsbook.net/chi/lisa16-03-2004-c.htm
http://newsbook.net/chi/lisa16-03-2004-c.htm
http://newsbook.net/chi/easttouchc16-03-2004.htm
http://newsbook.net/feb2004ad/pcmarket-c-02-03-04.htm
http://newsbook.net/feb2004ad/pcmarket-c-02-03-04.htm
http://newsbook.net/chi/hi-tech25-2-04-c.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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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網絡要革新 提升伺服器租用連托管服務 
Hi-Tech的報導 ( 2004年2月24日)

資訊網絡要革新 提升伺服器租用連托管服務 
E-ZONE 的報導 ( 2004年2月24日)

資訊網絡 推出新至低價伺服器計劃賀新禧
香港工業家月刊的 報導 ( 2004年2月)

資訊網絡 推 出新伺服器類型供客戶租用

經濟一週的 報導 ( 2004年1月9日)

資訊網絡 6 種 Plan 任揀 
ezone的 報導 ( 2004年1月2日)

資訊網絡最新網際網路流量管理服務

今日電腦的 報導 ( 2004年1月 )

資訊網絡 推 最新網際網路流量管理服務
香港商報的 報導 ( 2003年12月30日)

資訊網絡 數據中心遍佈港九新界

17 的 報導 ( 2003年12月17日 )

資訊網絡新增 Window Server 2003 網頁寄存服務
便利的 報導 ( 2003年12月5日 )

資訊誠意推出1025 port 寄郵服務

Smart Choice 的 報導 ( 2003年11月27日)

資訊網絡新增 Window Server 2003 網頁寄存服務
ezone的 報導 ( 2003年11月21日)

資訊網絡新增 Window Server 2003 網頁寄存服務
Hi-Tech 的 報導 ( 2003年11月18日)

資訊網絡增值電郵服務
Special Edition 的 報導 ( 2003年11月14日)

資訊網絡 1025 Port寄郵服務
太陽報 的 報導 (2003年11月6日 )

資訊網絡更全面的寄郵服務
PC Station的 報導 ( 2003年11月4日)

1025 port 寄郵服務
今日電腦的 報導 ( 2003年11月 )

資訊網絡增值電郵服務
太陽報 的 報導 ( 2003年10月27日)

資訊網絡客戶大優惠

http://newsbook.net/chi/hi-tech25-2-04-c.htm
http://newsbook.net/feb2004ad/24feb04_HK_ezone_c.htm
http://newsbook.net/feb2004ad/feb_HK_industry.htm_c.htm
http://newsbook.net/feb2004ad/feb_HK_industry.htm_c.htm
http://newsbook.net/chi/9-1-04.htm
http://newsbook.net/chi/ezone2-1-2004.htm
http://newsbook.net/chi/today1-2004.htm
http://newsbook.net/chi/hkcommercial30_12_03.htm
http://newsbook.net/chi/newsbook-17-12-03.htm
http://newsbook.net/chi/5_12_2003.htm
http://newsbook.net/chi/1025smart27_11_03.htm
http://newsbook.net/chi/1025smart27_11_03.htm
http://newsbook.net/chi/e-zone21-11-03.htm
http://newsbook.net/chi/hitect18Nov03.htm
http://newsbook.net/chi/se14_11_03.htm
http://newsbook.net/chi/sun-6-11-03.htm
http://newsbook.net/chi/pcstation4-11-03.htm
http://newsbook.net/chi/11-2003.htm
http://newsbook.net/chi/sun_27-10-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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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Choice 的 報導 ( 2003年10月23日 )

資訊網絡增值電郵服務
17 的 報導 ( 2003年10月22日 )

資訊網絡加大電郵容量

PC Station 的報導( 2003年10月14日 )
　
資訊網絡新增超值伺服器服務計劃

IT Explorer的報導 (2003年10月14日)

Newsbook切合客戶需要 提供多個數據中心選擇

太陽報 的 報導 (2003年10月2日) 
Newsbook切合客戶需要 增至8個數據中心
今日電腦的報導 (2003年10月1日)

資訊網絡推出新伺服器類型 予客戶租用
ezone 的 報導 (2003年9月23日) 

Newsbook切合客戶需要 提供多個數據中心選擇
ezone 的 報導 (2003年9月23日) 
Newsbook新增SingTel數據中心

Hi -Tech Weekly 的 報導 (2003年9月23日) 
Newsbook數據中心添用SingTel
PC3 的 報導 (2003年9月23日) 

資訊網絡服務價格大幅調低
太陽報 的 報導 (2003年9月18日) 
資訊網絡新增超值伺服器服務計劃
Linuxpilot 的 報導 (2003年9月15日) 

資訊網絡伺服托管價格大幅調低
Computer Today 的 報導 (2003年9月15日) 
資訊網絡回饋客戶大優惠

Smart Choice 的 報導 (2003年9月4日) 
資訊網絡伺服器託管服務大幅減價
Hi-Tech Weekly 的 報導 (2003年9月2日) 

1U伺服託管低至 $500 / 月
PC 3 的 報導 (2003年9月2日) 
資訊網絡Newsbook域名優惠

Hi-Tech Weekly的報導 (2003年8月26日) 
資訊網絡成立5周年賀成果
香港商報 的 報導 (2003年8月24日) 

資訊網絡優質網絡服務
PC Market 的 報導 (2003年8月19日) 
資訊網絡提升伺服器服務

Hi-Tech Weekly 的 報導 (2003年8月12日) 
<<精靈用腦手冊>> - 網上創業Go!
Hi-Tech Weekly 的 報導 (2003年8月5日) 

資訊網絡全新商業優惠套餐
Hi-Tech Weekly 的 報導 (2003年8月5日) 
1U伺服器托管租金跌至$600

http://newsbook.net/chi/smartchoice_23-10-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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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book.net/chi/computer_today_15-9-03.htm
http://newsbook.net/chi/smart_4-9-03.htm
http://newsbook.net/chi/hi-tech_2-9-03.htm
http://newsbook.net/chi/pc3_2-9-03.htm
http://newsbook.net/chi/hi-tech_26-8-03.htm
http://newsbook.net/chi/hkcommercial_24-8-2003.htm
http://newsbook.net/chi/pc-market_19-8-20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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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3 的 報導 (2003年7月29日) 
資訊網絡推出網上商店套餐

PC3 的 報導 (2003年7月29日) 
資訊網絡 - 資訊網絡租用連托管服務收費下調
電腦1週 的 報導 (2003年7月22日) 

資訊網絡 - 優惠價格惠及大眾
電腦廣場 的 報導 (2003年7月15日) 
資訊網絡又有新優惠
香港商報 的 報導 (2003年7月6日) 
服務優惠

PC3 的 報導 (2003年7月1日) 
資訊網絡網伺服器租借計劃
Linuxpilot特刊 的 報導 (2003年6月) 
資訊網絡伺服器租借計劃升級
求職廣場 的 報導 (2003年6月13日) 
資訊網絡伺服器租借計劃升級

e-Zone  的 報導 (2003年6月10日) 
資訊網絡伺服器租借計劃升級
電腦廣場  的 報導 (2003年6月10日) 
資訊網絡伺服器租借計劃升級
進階電腦  的 報導 (2003年6月3日) 
資訊網絡伺服器租借計劃全面升級

Hi-Tech  的 報導 (2003年6月3日) 
資訊網絡伺服器租借計劃升級
求職廣場 的 報導 (2003年5月30日)
　
資訊網絡網伺服器租借計劃
星島日報 的 報導 (2003年5月29日) 

資訊網絡網頁儲存服務免費升級
PC-weekly  的 報導 (2003年5月26日) 
更多儲存空間更快速度
The Standard  的 報導 (2003年5月13日) 
資訊網絡回饋客戶 免費升級
Hi-Tech  的 報導 (2003年5月13日) 
資訊網絡伺服器計劃 - 支援最新Windows Server 2003

Hi-Tech  的 報導 (2003年5月6日) 
資訊網絡大小企業好幫手
求職廣場  的 報導 (2003年5月2日) 
DesignPage - 簡單易用網站管理系統
經濟導報  的 報導 (2003年4月28日) 
Newsbook 數據中心遍佈全港

PC3  的 報導 (2003年4月22日) 
資訊網絡 不斷推陳出新 與時並進
Recruit  的 報導 (2003年4月22日) 
資訊網絡伺服器租借計劃更新
香港商報  的 報導 (2003年4月20日) 
優質伺服租用計劃

The Standard  的 報導 (2003年4月10日) 
不斷推陳出新, 與時並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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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 域名現己接受申請
Hi-Tech  的 報導 (2003年4月1日) 
全新 .cn 中國域名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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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book新增數據中心 --
提高更高質網頁儲存及伺服器寄存服務
進階電腦  的 報導 (2003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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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Tech  的 報導 (2003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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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經濟日報 的 報導 (2003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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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Page - 簡單易用網站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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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 的 報導(2003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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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職廣場的報導 (2003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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