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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广播事业发展里程碑

年份 事件

1935 一家私人企业英属马来亚广播公司 (British Malaya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获得广播

执照。

1936 英属马来亚广播公司在加利谷山 (Caldecott Hill) 通过中波225米开始了私人广播。

1937 海峡殖民地总督珊顿·汤姆士爵士 (Sir Shenton Thomas) 为加利谷山广播站开幕。

1941 英属马来亚广播公司被海峡殖民地政府和英国政府收购后改组为马来亚广播局 
(Malay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它的主要广播室设在国泰大厦。

1942 日军攻击并占领了加利谷山广播站和国泰大厦广播室。在日本占领期间，电台改名

为“昭南放送局”。

1945 日本投降。英国临时军政府的宣传与印刷单位接管电台。

1946 电台改名为马来亚新加坡电台 (Radio Malaya, Singapore)，总部设在新加坡。

1950 8月18日，新加坡总督富兰克林·金森爵士 (Sir Franklin Gimson) 为建在加利谷山的

广播大厦开幕。

  
为广播大厦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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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 电台广播室从国泰大厦搬迁到加利谷山

广播大厦。

1957 马来亚脱离英国独立后，电台从马来亚电台 (Radio Malaya) 改名为新加坡广播电台

(Radio Singapura)。

1959 新加坡自治，电台英文名改为 Radio Singapore。

1961 新加坡最高元首尤索夫·伊萨 (Encik 
Yusof Ishak) 在维多利亚剧院主持第四

个中波服务新加坡之声 (Suara Singapu-
ra) 的启播仪式。

为新加坡之声启播而举行的音乐会

1963 电视启播仪式在维多利亚纪念堂举行 

（2月）。

第二个电视频道第8波道开播（11月）。

公众在维多利亚纪念堂观看电视启播。

1963 新加坡与马来亚合并，广播电视台改名

为马来西亚／新加坡广播电视台 (Radio 
and Television Malaysia/Singapura)。

刻有广播电视台名称的金属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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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 电视开始播放商业广告（1月）。

1965 李光耀总理在电视上宣布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8月）。新加坡广播电台  (Radio  Sin-
gapura)  与新加坡电视台  (Television  Singapura)  改名为新加坡广播电视台  (Radio  and 
Television Singapore, RTS)。

1966 电视台直播了在政府大厦草场举行的第一次国庆检阅礼（8月）。

李光耀总理为加利谷山的新电视中心开幕。

1967 教育电视 (Educational Television Service, ETV) 启播。

1969 FM 92.4身历声电台启播（7月）。

1974 电视台开始彩色广播，第一个彩色节目是直播世界杯足球赛。

1980 1979年12月国会通过新加坡广播局法案后，新加坡广播局，简

称新广 (Singapore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SBC) 于1980年2月1
日成立。王鼎昌担任主席，郑东发为总经理，黄李淑珍为副总

经理。

1981 电视台停止播出方言节目。

1982 本地制作，具开创性意义的电视电影《实里达大劫案》播出（7月）。

1984 新广训练学校 (SBC Training School) 在加利谷山设立。

文化部长丹那巴南主持第三个电视频道第12波道的启播仪式（1月）。

为庆祝新加坡建国25周年，新广制作了电视剧《雾锁南洋》（2月）。

黄金辉先生在1984年5月出任新广主席。（他在1985年月9日2日成为新加坡共和国第

四任总统）

1988 新广推出《才华横溢出新秀》节目（2月）。

1990 吴金龙接替郑东发为新广副主席。

1991 李金富接替黄李淑珍担任新广总经理。

1994 新加坡国际广播电台 (Radio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RSI) 短波服务启播。

第一届《红星大奖》，郑惠玉获得最受欢迎女艺人奖。

新广私营化：新加坡国际传媒机构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Media, SIM) 

设立新加坡电视机构，简称新视 (Television Corporation of Singapore, 
TCS)、新加坡广播机构 (Radio Corporation of Singapore, RCS) 和新加坡

电视12 (STV 12)。
第一部本地制作的英语电视剧《霸海浮沉》(Master of the Sea) 播出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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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两个新的电视频道精华频道 (Prime 12) 
和首选频道 (Premiere 12) 启播。

第5波道和第8波道开始24小时广播（9
月）。

新视设立第一个卫星频道新视国际台 
(TCS International)（10月）。

柯宗盛接替张松光博士为新加坡国际

传媒机构主席。

 
新视总裁李焯尧在台湾为新视国际台主持

启播仪式。

1997 5月12日，林合成受委为新加坡国际传媒机构与新加坡电视12总裁

1998 星霖电影公司 (Raintree Pictures) 成立（8月）。

1999 亚洲新闻台 (Channel NewsAsia) 启播（3月）。

郑维强出任新视主席。

新加坡国际传媒机构易名为新加坡传媒机构 (Mediacorp Singapore)（6月）。

2000 新电视12改组，朝阳频道 (Suria) 取代精华频道；聚点频道 (Central) 取代首选频道，

在不同时段播映儿童节目、艺术节目和淡米尔语节目。

黄源荣接替林合成为新传媒总裁（10月）。

都市体育台 (Sports City) 启播。

亚洲新闻国际台 (Channel NewsAsia International) 启播（9月）。

创办《今日报》（TODAY）（11月）。

2001 在巴士上播出的数码电视流动电视 (TV Mobile) 开播。

新加坡电视机构改名为新传媒电视 (Mediacorp TV)。

2002 柯宗盛再度受委为新传媒主席（4月）。

2003 创立《今日报》电子版 (TODAY online)。

2004 何光平担任新传媒主席（7月）。

新传媒与新加坡报业控股 (SPH) 的电视频道与免费报纸合并。

2005 周永强出任新传媒总裁（12月）。

2006 电视新闻开始附带实时字幕（12月）。

2007 新传媒投资于印尼 PT Media Musantara Citra（6月）。

新传媒的网上分类广告平台 MOCCA 开始营运。

新传媒的第一个高清电视频道 HD5 启播（10月）。

2008 新传媒投资于中国大贺传媒（2月）。

春天频道 (Vasantham) 成为只放映淡米尔语节目的电视频道（10月）。

奥多频道 (Okto) 启播（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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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同微软 (Microsoft) 合作设立 XinMSN 网站。

张铭坚接替何光平为新传媒主席（7月）。

2011 萧文光成为新传媒总裁（7月）。

2013 推出一站式音乐平台 MeRadio.sg（1月）。

新传媒注资于奢侈品电商 Reebonz（5月）。

新传媒注资于线上游戏平台 Cubinet Interactive（5月）。

2014 所有7个电视频道实现数码化 (DVBT-2)，其中5频道、8频道、朝阳频道与春天频道

以高清播出。

推出 Toggle 过顶内容服务平台（2月）。

2015 李显龙总理为纬壹媒体城的新传媒园区主持开幕仪式（12月）。

2016 推出世界上第一个跨平台观众策划解决方案。

黄源荣受委为新传媒主席。

2017 新传媒出版 (Mediacorp Publishing) 旗下的所有杂志改为电子版。

新传媒推出“新传媒体验游”，为公众提供互动式游览。

《今日报》完全电子化。

谭乐琼接替萧文光为新传媒总裁。

2018 严昌明接替黄源荣为新传媒主席。

设立新传媒协立慈善基金 (Mediacorp Enable Fund)。

2019 亚洲新闻台庆祝建台20周年，并将英文名称改为 CNA 及使用新台标。

奥多频道停播后并入5频道（5月1日）。

李显龙总理与亚洲新闻台团队合影。

2020 1月 30日  Toggle 更名为 meWATCH，同时推出 meLISTEN、meR EWA R DS 和
meCONNECT 数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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