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程碑
一九八一年

十月

澳門電訊有限公司成立

一九八二年

八月

推出直通國際長途電話服務（IDD）往香港

一九八三年

七月

本澳第一條光纖電纜投入服務

九月

第一部本地數碼式電話交換機啟用

一九八四年

五月

首座人造衛星天線國際衛星組織標準 B 落成啟用

一九八八年

七月

第一條澳門--珠海光纖電纜投入服務

十一月

推出模擬式流動電話服務

一九九一年

十月

本澳電話網絡全面數碼化

一九九二年

九月

第一座數碼式國際交換中心投入服務

十二月

第二座人造衛星天線國際衛星組織標準 A 落成啟用

五月

推出互聯網服務

十二月

GSM 數碼式流動電話服務在本澳正式推出

一九九七年

一月

參與投資「歐亞海底光纜」計劃

一九九九年

九月

推出「i.校園」計劃

十二月

推出 GSM900/1800 雙頻流動電話網絡

二零零零年

七月

推出「極動感」寬頻服務

二零零一年

八月

澳門流動電話市場開放

二零零二年

八月

正式推出 GPRS（無線分組交換技術）服務

二零零三年

八月

位於旅遊塔頂之數碼微波站新址正式啟用

十一月

成為北電網絡在澳的首間伙伴經銷商

二月

與僱員正式簽署「職業安全健康約章」

十二月

機場維修服務科考獲 OHSAS18001 職業安全健康
管理系統證書
與第四屆東亞運動會澳門組織委員會簽署加盟協議，率先成為首個主贊助商

一九九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一月
三月

成功爭取於本澳主辦第 22 屆 GSM 亞太地區會議及第 10 屆 GSM 亞太地區防偽
管理研討會

二零零六年

八月

與香港英皇集團簽訂合作協議，為旗下英皇酒店提供亞洲其一最大型電子屏幕

九月

與澳門科技大學簽訂合作協議，於澳門科技大學設立 3G 流動通訊科研實驗室

五月

考獲 ISO27001『資訊安全管理』認証

六月

推出無紙帳單服務

十月

澳門電訊銀禧誌慶
獲發第三代流動通訊牌照

二零零七年

三月

澳門流動電話及固網電話號碼正式統一昇位

四月

榮獲《廣州日報》主辦第四屆“港澳優質誠信商號”暨“我至喜愛港澳十大品
牌”兩項殊榮
成功舉辦第三屆亞太電訊組織營運商論壇

六月

榮獲「最佳創建品牌企業獎 2007(大中華區)」
推出第三代流動電話服務
寬頻客戶人數突破十萬

七月

九月

與亞洲奧林匹克理事會及澳門第二屆亞洲室內運動會組織委員會聯合簽署合作
協議，成為第二屆亞洲室內運動會大會指定電訊合作夥伴，提供全方位技術支援
服務
潘福禧先生接任郭禮賢先生出任澳門電訊行政總裁
英國大東電報局國際事務首次於澳門召開董事局會議

十一月

參與移動通信亞洲大會，提供 HSDPA 網絡
成為 Microsoft 於澳門的認可夥伴

二零零八年

一月

與中銀澳門分行合作推出新一代智達流動銀行服務

七月

與澳門體育發展局合辦「齊參與，迎奧運」奧運知識有獎問答遊戲
推出 “強勢．連繫” 為主題之企業廣告系列

九月

與印尼流動通訊營運商 TELKOMSEL 合作推出 BEST - simPATI Kangen 預付卡

十月

與七大公共服務機構首次攜手，參展第十三屆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

十一月

成為 2008 移動通訊亞洲大會之協辦單位

十二月

積極配合澳門政府對電信服務的長遠發展政策，成功完成固網電話、流動電話及
直通內線電話號碼統一昇至八位的工程

二零零九年

一月

與大豐銀行及中銀信用卡（國際）有限公司聯合發行大豐 CTM 白金信用卡

六月

與菲律賓流動通訊營運商 Globe 聯合發行「CTM BEST Kababayan 預付卡」
啟動「齊建綠色澳門．共享綠色生活」環保大行動

十月

全澳獨一無二的流動通訊服務車投入服務
推出「奧比斯積分捐贈計劃」

十一月

與政府簽署「公共電信服務特許合同中期檢討公證契約」
連續第七年成為澳門格蘭披治大賽獨家電訊服務供應商

十二月

行政長官何厚鏵主持「家國情懷-網頁設計比賽」頒獎典禮
第四度榮獲由廣州日報主辦的「第六屆港澳優質誠信商號」及「我至喜愛澳門十
大品牌」

二零一零年

二月
六月

榮膺大中華區首家同時考獲 ISO9001:2008 優質管理及 ISO27001:2005 資訊安全管
理兩項國際認證之電訊服務商
創造一千八百四十一人的新健力士 RAP 歌世界紀錄

七月

推出 100Mbps 光纖寬頻服務

九月

與聖若瑟大學簽署獎學金協議及實習計劃合作備忘錄
「綜合服務網站」系統榮膺澳門資訊及通訊科技大獎銀獎

二零一一年

十月

推出「CTM 網上服務」

十二月

大東電報局國際通訊全球行政會議首次於本澳舉行

四月

舉辦三十周年紀念植樹活動

五月

與澳門街坊總會簽署合作協議，攜手擴展 「平安通呼援服務」

九月

榮獲東周刊「傑出企業策略大獎 2011」殊榮
增設 7-Eleven 便利店繳費途徑，為市民提供更簡易快捷的客戶服務

十月

榮獲 ISO20000 資訊科技服務管理認證

十一月

皇朝門市首階段投入服務，成為首家進駐新口岸皇朝區的電訊服務商
舉辦「iPhone 4S 首推發佈會」，迎接 iPhone 4S 的強勢登場

二零一二年

一月

推出「數碼校園」計劃，為澳門構建數碼校園宏偉藍圖

八月

至尊旗艦店(海擎天門市)盛大開幕，為目前澳門規模最大、服務最多元化的電訊
門市

十二月
二零一三年

五月

六月

與工銀澳門合作推出「工銀澳門流動銀行 - 證券版」手機應用程式，為澳門市
民帶來更大裨益
澳門電訊綜合大樓概念店隆重面世，為澳門市民呈現煥然一新的面貌，以及融合
資訊科技元素與網絡平台的嶄新客戶服務
澳門電訊獲澳門電信管理局發出設置及經營固定公共電信網絡牌照，有效期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中信國際電訊正式成為澳門電訊控股股東

七月

推出自助語音查號系統服務

九月

拓展綜合計費及發單系統
啟動「澳門電訊網絡優化計劃之固網系統升格工程」，首階段進行為時約半年的
固網電話升格工程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

推出「網上服務第一熱線 1000」

一月

極動感網站推出全新版面
獨家呈獻『 EASON'S LIFE IN MACAU』陳奕迅演唱會(澳門站)

三月

全新網管中心及資訊科技數據中心投入運作
半年內兩度下調本地專線服務收費

四月

為特區政府建立電視訊號接收及傳送系統，確保免費電視訊號傳送的平穩過渡

五月

澳門電訊與樂施會結成長遠合作伙伴

六月

與澳門中華教育會合作，推出「i 校園」教師計劃
主辦「澳門電訊青少年成長計劃 2014」
繼續支持「澳門通訊展 2014」

七月

「綜合計費及發單系統」首階段服務正式投入運作

八月

與中國移動合作，進一步拓展中國 TD-SCDMA 3G 網絡跨域服務
與澳門航空達成戰略夥伴合作，為澳門市民和遊客呈獻一系列尊享優惠
成為“2014 大中華艾菲獎-澳門”的技術及電訊伙伴
澳門電訊 Wi-Fi 熱點突破 400 個

九月

全力支持第 17 屆亞太電信組織無線電工作小組會議
成功完成「澳門電訊網絡優化計劃」

為第 8 屆 APEC(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旅遊部長會議提供暢順無間斷的通訊服務
舉辦「至 like 澳門電訊門市」選舉

十月

成功獲得澳門政府「WiFi 任我行」服務之營運合同
與印尼電訊服務營運商 TelKom Macau 合作首推「TeLin」咭澳門、印尼一咭兩號
預付咭服務
啟動「澳門電訊 33 週年系列關愛活動」，延續對弱勢社群的支持及關愛
榮獲「優秀家庭友善僱主」的殊榮

十一月

全力支持「2014 資訊科技週」，連續多年成為大會的為大會指定電訊服務供應
商
推出綜合聯繫中心平台第三階段服務
成為「越黑高歌」慈善音樂會的主要贊助機構，組織視障人士一起欣賞音樂會
向澳門特區政府遞交 4G 營運牌照的投標
連續第二年獲頒「商界關懷行動」嘉許狀
主辦 2014 葡語系國家通訊協會(AICEP)領導人會議

二零一五年

一月

CTM Wi-Fi 熱點正式登陸葡萄牙駐澳門及香港領事館

三月

獲澳門特區政府發出 4G 網絡營運牌照，積極展開 4G 網絡的籌建工作

四月

與澳門通股份有限公司及 MOME 澳動傳科簽署「電子商務及網絡業務合作夥伴」
諒解備忘錄，建立長遠的業務夥伴關係
與澳門工會聯合總會締結策略合作伙伴關係，全力配合工聯總會的會務發展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大幅提升光纖寬頻的連線速度，推出兩個上下載速度為 1Gbps 及 600Mbps 的光
纖寬頻服務計劃
與鮑思高青年服務網絡再度合辦「澳門電訊青少年成長計劃 2015」，鼓勵本地
年青一代投身資訊科技範疇，培育本地人才
澳門電訊海擎天至尊旗艦店榮膺英國「亞太物業大獎 2015-2016」- 最佳零售店
設計(澳門)五星獎
完成 4G 網絡籌建工作，並推出 CTM 4G+ 「早了」優惠
推出澳門電訊商業光纖寬頻服務

九月

全澳首間「4G+概念店」金海山門市開業，為市民提供便捷及專業的門市服務

十月

與聖保祿學校簽署合作協議，推出結合智能手機應用程式及網站之全方位家校溝
通平台「校信通 mSchool」，全力推動數碼校園的發展
全澳首家電訊營運商推出 4G 服務，開啟本澳電訊業發展的全新時代
與澳門通有限公司合作首推「M.wallet +」服務｣，讓市民感受流動支付帶來的便
捷新體驗
與 MOME 澳動傳科攜手，推出「Wi-Fi Bus+網巴」服務，首階段於 330 架新福利
巴士上安裝 CTM Wi-Fi 無線寬頻服務

十二月

主辦法新歐亞三號海底光纜營運及管理委員會小組會議
行政總裁潘福禧獲邀出席第二屆世界互聯網大會，並在「海峽兩岸暨香港、澳門
互聯網發展論壇」上，就「智能終端研製與合作」作主題發言
數據中心通過考核，取得 ISO/IEC 20000-1:2011 及 ISO/IEC 27001:2013 證書，成為
本地首間獲相關認證的數據中心服務供應商
托管服務獲頒 ISO 9001 證書
CTM Wi-Fi 熱點增至超過 1,200 個
光纖覆蓋率達 100%

二零一六年

三月

四月
五月

攜手香港 CSL 攜手推出 4G+「港澳連城」服務計劃，客戶可於澳門、香港兩地
共享月費計劃內的免費通話時間、流動數據用量、短訊，並可於港澳免費使用超
過 16,000 個 Wi-Fi 熱點
蟬聯「澳門優質服務品牌選舉 2015」之「最優質電訊商品牌」殊榮
與思科攜手舉辦「數據中心應用與服務」研討會，展示一系列嶄新的數據中心部
署解決方案
與騰訊國際業務部締結合作機遇，首階段推出 CTM 「JOOX」音樂服務

六月

4G+網絡全面支援 VoLTE 及 ViLTE 功能

七月

攜手十家社福慈善機構推出「澳門電訊積分捐贈計劃」，進一步擴闊受惠機構的
層面
與大豐銀行及中銀信用卡(國際)有限公司合作，推出全澳首張聯營 Visa Signature
信用卡 - 大豐 CTM Visa Signature 信用卡
推出 4G+ 「中港澳三地數據共用」計劃，進一步擴展跨域數據服務計劃覆蓋範
疇
舉辦「澳門電訊 35 週年標誌設計比賽」
第三度主辦「澳門電訊青少年成長計劃」，助 20 位學員拓展視野、啟發潛能

八月

與工聯簽署合作協議，開發醫療應用提高醫療效率及品質

九月

大幅下調互聯網服務收費 增量提速普及全民光纖

十月

新增多項數據漫遊服務計劃

為客戶提供更靈活便捷的漫遊服務體驗

推多項互聯網服務優惠計劃

致力惠及不同層面的客戶群體

率先採用載波聚合技術

大幅提升 4G+連線速度至 225Mbps

為「食在澳門」會員餐廳提供免費 CTM Wi-Fi 服務

十一月

全方位下調本地專線、國際專線及互聯網接駁服務收費
致力為本地企業締造更佳的營商環境
免費 CTM Wi-Fi 服務於明愛復康巴士啟用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

連續第十四年冠名贊助「CTM 澳門房車賽」
全力支持第六十三屆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
與新時代巴士公司簽署合作協議
將 CTM Wi-Fi 服務覆蓋至全澳所有公共巴士
榮獲「金沙卓越供應商」綜合質量管理獎

一月

簽署“牽手計劃”合作備忘錄
積極拓展“一帶一路”沿線跨域通訊服務
新增多項數據漫遊服務計劃目的地
呈獻靈活便捷的漫遊服務體驗
啟動「光纖安裝設備優化計劃」 加快「全民光纖」進程

二月
三月

助力中小企緊抓互聯網經濟機遇
澳門電訊好幫手網上購物平台正式啟業

四月

澳門電訊、CSL 及 PCCW Global 攜手推出全球首個
端對端 VoLTE 及 ViLTE 長途電話服務
推出 4G+｢酥酥｣預付卡 任用數據暢玩社交平台

五月

免費 CTM Wi-Fi 熱點

六月

CTM Wi-Fi FREE 登陸氹仔舊城區一帶商戶
推動電子商務及提升澳門智慧城市旅遊形象
參與 2017 世界移動通訊大會深化全球合作
積極部署 5G 流動通訊技術應用 參與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探討
第四度主辦「澳門電訊青少年成長計劃」，助 20 位學員拓展視野、啟發潛能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二零一八年

三月

正式登陸各社屋休憩區

設立「緊急電訊設施援助計劃」
與澳門同心共度重建家園
國家減災委通訊專家到澳門電訊考察交流
肯定風災電訊保障工作並提出通訊防災抗災提專業意見
CTM Wi-Fi FREE 登陸新馬路議事亭前地
致力推動電子商務發展及提升澳門智慧城市旅遊形象
推出「全中國內地-香港-澳門（3 日）」上網預付卡
任用數據 暢玩三地
全力支持澳門社會發展
大幅下調 IDD 及國內跨域服務收費
致力回饋社會並深化本地與一帶一路和葡語系國家間的民間及經貿往來
網絡綜合質素獲第三方認可
奠定澳門智慧城市發展高起點
澳門電訊舉辦「數碼澳門」發展論壇 共商共建智能生態圈
連續第十五年冠名贊助「CTM 澳門房車賽」
全力支持第六十四屆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
主辦第 34 次法新歐亞三號海底光纜管理委員會會議
推出「大灣區服務計劃」
全力支持本地企業參與大灣區建設發展
推出 TVB Anywhere 星級娛樂服務
為市民帶來多元視聽娛樂體驗
下調本地專線、國際專線服務收費
澳門電訊致力為本地企業締造更佳的營商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