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子商務推廣（應用 B2C 平台）鼓勵措施＂ 

認可 B2C 電商平台名單 

公司名稱 電商平台名稱 網站 聯絡人 查詢電話 電郵 生效日期 

易網零售 

有限公司 
西洋街 www.macaumarket.com 

黎淑敏 小姐 

商務部 

+853 28555286 

(內線 22) 

christy.lai@macaumarket.com 

sales@macaumarket.com 
2016 年 6 月 6 日 

澳之城 

有限公司 

澳之城網上跨境 

購物平台 

m.macaueshop.com 

在微信中搜 “macaueshop” 

或澳之城，後按“進入商城” 

李松深 先生 +853 28511888 samlei@hngroup.com.mo 2016 年 6 月 6 日 

澳門網絡傳媒發展

有限公司 
大眾點評澳門站 www.dianping.com/macau 

江海濤 先生 

總經理 

+853 28703076 

+853 63225552 
info@mem853.com 2016 年 6 月 6 日 

買野有限公司 澳門買野網 www.mineyeah.com 
繆經成 先生 

總經理 

+853 2822 7108 

+853 63397922 
admin@mineyeah.com 2016 年 6 月 6 日 

淘寶中國控股 

有限公司 
天貓國際 www.tmall.hk 

金花 小姐 

業務發展代表 

+86-571 

85022088-15287 

+86-137 6411 6969 

hua.jin@alibaba-inc.com; 

tmall_global@service.tmall.com 
2016 年 8 月 31 日 

澳門電訊有限公司 
澳門好幫手 － 

購物 

https://shopping.macaugoodha

nds.com 

禤穎心 小姐 

李慧怡 小姐 

商業服務及拓

展部 

+853 8891 2511 

+853 8891 2216 

Sum.WS.Hin@ctm.com.mo; 

Wendy.WI.Lei@ctm.com.mo 

2016 年 12 月 16

日 

廣東廣新貿易發展

有限公司 
國通達 www.gtdmall.com 

丘曉霞小姐 

客戶服務部 
+86 20 8903 1637 qiuxx@ggtdc.com 

2016 年 1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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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購科技 

有限公司 
洋品味商城 

www.yangpinwei.cn 

www.yangpinwei.com 

曲強奎 先生 

經理 

+853 2835 2836 

+853 6351 8855 

+853 6699 5673 

kennyqu@qq.com 
2016 年 12 月 16

日 

指南科技有限公司 澳指南商城 mall.macaucentral.com 劉燕華 小姐 +853 2835 8021 cs2@macaucentral.com 
2016 年 12 月 16

日 

中國工商銀行（澳

門）股份有限公司 
融 e 購澳門館 

http://channels1.mall.icbc.co

m.cn/channels/pc/operation/m

acau/index.html 

徐少東 先生

周建東 小姐 

＋853 8398 7048 

＋853 8398 7560 

xushaodong@mc.icbc.com.cn 

samarazhou@mc.icbc.com.cn 
2017 年 5 月 5 日 

惠澳科技有限公司 優優站 www.113m.com 張小姐 

+853 28921511 

+852 63995029 

+86 15920791360 

info@hellomacau.com 2017 年 7 月 21 日 

澳門世寶一人 

有限公司 

澳門世寶網上商

城 
www.macaushibao.com 

林瑞籌 先生 

技術總監 

+853 66992105 

+86 13798990623 
lin.rc@macaushibao.com 2017 年 7 月 26 日 

麥廸科技有限公司 澳門街 www.macauo2o.com 劉家明 先生  +853 66685878 brianmlau@mdcc.tech 
2018 年 10 月 24

日 

澳淘跨境電商 

供應鏈有限公司 

澳淘跨境 

電商平台 
www.macau-store.com 李敬業 先生 +853 28713600 kenglei@mastermacau.com 2020 年 4 月 8 日 

想要科技有限公司 想要城 www.twant.com 

陳超日 先生 

關鍵客戶 

業務經理  

+853 62226584 Jerry@twant.com 2020 年 6 月 10 日 

免責聲明： 

本局提供的有關資料僅供參考，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將盡力確保所提供資料之準確性及可靠性，惟本局並不擔保該等資料之準確性及可靠性，且

概不會就因有關資料之任何不確或遺漏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或損害承擔任何責任。                                      2020/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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