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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第三季EBITDA增長近三倍至18億港元 

集團EBITDA連續第十二個季度增長 

 
澳門銀河™第三季度錄得EBITDA 達9.73億港元 

 
星際酒店連續第十三個季度錄得EBITDA增長 

第三季度EBITDA達7.79億港元，同比增長37% 
 

 

(2011 年 10月 20日 – 香港) – 銀河娛樂集團有限公司 (「銀娛」或「集團」) (香港聯

合交易所股份代號：27) 今天公布截至 2011 年第三季度未經審核之主要財務表現指標。 

 

 

銀河娛樂集團 

2011 年第三季度未經審核之主要財務表現指標 

摘要 

銀娛： 

 集團第三季度 EBITDA達 18億港元，同比增長 191%，按季增長 62% 

 連續第十二個季度錄得 EBITDA增長 

 截至2011年九月止十二個月（「過去十二個月」）集團EBITDA 同比增加逾倍達42

億港元 

 

澳門銀河™：開業後首個完整季度表現 

 第三季度錄得理想 EBITDA達 9.73億港元 

 第三季酒店入住率進一步升至 91%，同時客房數目增加 50%至 2,100間 

 繼續增添特色食府，包括貝隆餐廳在期內開業 

 2011年第四季度將推出全數2,200間客房及澳門首個大型3D電影院 

 

星際酒店： 

 第三季度EBITDA破紀錄達7.79億港元，同比增長37% ，按季上升14% 

 EBITDA連續第十三個季度錄得增長 

 貴賓廳轉碼數破紀錄達1,800億港元，同比增長32% 

 中場博彩收益破紀錄達4.33億港元，同比增長40% 

 投資回報率*持續上升，於第三季度達80% 

 

資產負債表 ﹕ 

 流動資金保持充足，截至2011年9月30日手持現金為70億港元 

 

*投資回報率乃按過去十二個月EBITDA總額除以總投資額 (包括地價) 所得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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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娛主席呂志和博士表示：「澳門銀河™在貴賓廳及中場均表現理想，我們對澳門銀

河™在第一個完整季度的表現感到非常欣慰。星際酒店的業績持續亮麗，包括EBITDA

破紀錄及投資回報率達80%。集團業績再創新高，為未來增長奠定良好根基。」 

 

集團財務業績 

 

集團業績於 2011年第三季錄得強勁增長，錄得連續十二個季度的 EBITDA增長。 

 

在澳門銀河™及星際酒店帶領下，集團於 2011 年第三季度錄得收益 130 億港元，較

去年同期上升 148%，按季上升 67%；集團的 EBITDA 於 2011 年第三季度達 18 億港

元，分別較 2010 年第三季度及 2011 年第二季度增加 191%及 62%。截至 2011 年 9

月，集團過去十二個月 EBITDA達 42億港元，比上一個年度增加 116%。 

 

 
 

銀娛所有其他業務 (包括城市娛樂會及建築材料業務) 繼續表現穩定，並為集團的強勁

業績帶來可觀的貢獻。 

 

澳門銀河™ 

 

澳門銀河™於 2011 年第三季度錄得收益 63.9 億港元，EBITDA 為 9.73 億港元。於期

內，澳門銀河™的 EBITDA 利潤率繼續上升，在香港公認會計原則下為 15%，在美國

公認會計原則下為 23%。 

 

2011年第三季 

(百萬港元) 

貴賓廳博彩  中場博彩  角子機  

轉碼數 / 投注額 $163,000 $5,000 $4,000 

博彩收益 $4,900 $1,000 $262 

淨贏率 3.0% 20.9% 6.5% 

 

 

Q3 10 Q4 10 Q1 11 Q2 11 Q3 11 

$616 $625 $712 
$1,106 

$1,793 

銀娛季度 EBITDA (百萬港元) 

Q3 10 Q4 10 Q1 11 Q2 11 Q3 11 

$1,962 $2,231 
$2,526 

$3,059 

$4,236 

銀娛過去十二個月 EBITDA  

(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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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季內，澳門銀河™的酒店入住率進一步升至91%，同時，可提供客房數目由1,400

間，增加50%至2,100間。對於澳門銀河™的天浪淘園廣受歡迎，我們感到非常欣慰。 

我們在第三季繼續推出更多特色食府，包括貝隆餐廳。集團預期在2011年底前，將全

數推出2,200間酒店客房、套房及水上別墅。第四季亦將推出更多娛樂設施，包括澳門

首間大型3D電影院。我們相信這些新設施將進一步增加澳門銀河™對旅客的吸引力。 

 

星際酒店及娛樂場 

星際酒店為集團位處澳門半島的旗艦物業，季度收益達 64 億港元，較去年同期上升

37%，較 2011 年第二季度增加 28%。期內 EBITDA 為 7.79 億港元，較 2010 年第三

季度及 2011 年第二季度分別上升 37%及 14%，是連續第十三個季度錄得 EBITDA 增

長。星際酒店截至 2011 年 9 月止十二個月的 EBITDA 達 27 億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

51%。 

 

星際酒店的卓越聲譽及品質、位處澳門半島博彩樞紐的絕佳位置以及真誠以「亞洲心」

為待客之道，促使該物業繼續錄得卓越表現，第三季度貴賓廳轉碼數達 1,800 億港元，

較去年同期增長 32%。 

 

2011年第三季 

(百萬港元) 

貴賓廳博彩  中場博彩  角子機  

轉碼數 / 投注額 $180,000 $2,300 $917 

博彩收益 $5,900 $433 $58 

淨贏率 3.2% 18.9% 6.3% 

 

2010年第三季 

(百萬港元) 

貴賓廳博彩  中場博彩  角子機  

轉碼數 / 投注額 $137,000 $1,800 $761 

博彩收益 $4,300 $310 $50 

淨贏率 3.1% 17.2%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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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際酒店於本季度的 EBITDA 利潤率為 12%，與去年同期一樣。在美國公認會計原則

下，星際酒店的 EBITDA 利潤率為 21%，與去年同期一樣。 

 

星際酒店年度投資回報率持續增長，2011 年第三季度達 80%（按截至過去十二個月

EBITDA總額除以總投資額（包括地價）所得的結果）。 

 

 
 

 

星際酒店 2011 年第三季度的入住率高達 99%。作為澳門領先的五星級豪華酒店，星

際酒店於 2011年獲得行內多項殊榮，包括連續第五年獲得五星級鑽石獎。 

 

獎項名稱 頒發團體 

五星級鑽石獎 (2007 - 2011)  美國優質服務科學協會 

中國最佳服務酒店 (2011)  中國飯店金馬獎 

最佳消費者滿意酒店 (2011)  中國飯店金馬獎 

中國十大最具魅力酒店 (2010 - 11)  中國酒店星光獎 

傑出酒店及娛樂場 (2010) Hong Kong Business Magazine High-Flyers 獎項 

中國十大魅力品牌酒店 (2010, 2011)  世界酒店聯盟五洲鑽石獎 (中國) 

中國最佳娛樂旅遊博彩主題酒店 (2010)  中國飯店金馬獎 

澳門地區最佳商務酒店 (2010)  中國酒店金枕頭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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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娛樂會 

城市娛樂會持續為集團帶來可觀的貢獻。於本季度錄得EBITDA為3,200萬港元，2010

年第三季度為4,300萬港元。 

 

建築材料業務 

集團的建築材料業務繼續受惠於其專注於高增值產品及中國內地合資公司錄得增長。

此分部於2011年第三季度錄得EBITDA為1.17億港元，2010年第三季為6,900萬港元。 

 

資產負債表 

集團維持穩健的資產負債表。於2011年9月30日，手持現金為70億港元。 

 

-完- 

 

 

有關銀河娛樂集團有限公司（香港聯合交易所股份代號: 27） 

 

銀河娛樂集團 （下稱「銀娛」）透過其附屬公司銀河娛樂場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澳門博

彩經營權，可於澳門開設及營運娛樂場，而澳門乃中國唯一可進行合法博彩活動的地

區。 

 

銀娛旗下位於澳門路氹之旗艦綜合渡假項目「澳門銀河™」日前正式開幕。銀娛同時

擁有及經營位於澳門半島的超五星級娛樂酒店「星際酒店及娛樂場」。集團將繼續致

力擴展並提供多元化的娛樂設施，以及充實澳門的旅遊體驗，鞏固澳門「世界旅遊休

閒中心」之定位。 

 

詳情請瀏覽 www.galaxyentertainment.com 

 

 

傳媒垂詢: 
 

銀河娛樂集團有限公司 
 

賈文尼先生 

副總裁 - 投資者關係  

電話: (+852) 3150 1111 

電郵: ir@galaxyentertainment.com 

夏明麗小姐 

高級經理 - 投資者關係 

電話: (+852) 3150 1111 

電郵: ir@galaxyentertainment.com 

 
古素蘭小姐 

助理經理 - 投資者關係 

電話: (+852) 3150 1111 

電郵: ir@galaxyentertainme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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