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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河娱乐集团 
2017 年第一季度未经审核之财务数据 

 

集团经调整 EBITDA 按年上升 31%至 32 亿港元 
 

已为集团未来增长建立独特定位 
 

快将公布路氹新里程 
 

与蒙地卡罗滨海渡假酒店集团作策略性合作 

继续发掘日本市场  
 

已于 2017 年 4 月 28 日派发每股 0.26 港元之特别股息 
 

（2017 年 5 月 4 日 – 香港）银河娱乐集团（「银娱」或「集团」）（香港联合交易所股份代号：

27）今天公布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止三个月期间之第一季度未经审核之财务数据。 

 

 

  

2017 年第一季度业绩摘要  
 

银娱: 继续推动中场、盈利收益及控制成本 

 第一季度集团收益为 141 亿港元，按年上升 5%，按季下跌 2% 

 第一季度集团经调整 EBITDA 为 32 亿港元，按年上升 31%，按季上升 7% 

 由于博彩业务净赢率偏高，令第一季度经调整 EBITDA 增加约 5,000 万港元 

 过去十二个月经调整 EBITDA 为 111 亿港元 

 第一季度集团旗下七间酒店的入住率为 97% 
 

「澳門銀河™」：强健的表现由中场推动 

 第一季度收益为 102 亿港元，按年上升 5%，按季上升 1% 

 第一季度经调整 EBITDA 为 26 亿港元，按年上升 27%，按季上升 9% 

 由于博彩业务净赢率偏高，令第一季度经调整 EBITDA 增加约 7,500 万港元 

 第一季度五间酒店入住率为 97% 
 

澳门星际酒店：中场带动下令季度业绩稳健 

 第一季度收益为 31 亿港元，按年上升 6%，按季下跌 10% 

 第一季度经调整 EBITDA 为 6.49 亿港元，按年上升 27%，按季上升 2% 

 由于博彩业务净赢率偏低，令第一季度经调整 EBITDA 减少约 2,500 万港元 

 第一季度酒店入住率为 98% 
 

「澳門百老匯™」：适合一家大小的渡假城并获澳门中小企鼎力支持 

 第一季度收益为 1.35 亿港元，去年同期为 1.81 亿港元，2016 年第四季度为 1.59 亿港元 

 第一季度经调整 EBITDA 为 600 万港元，去年同期则为 300 万港元，2016 年第四季度为 1,400 万港元 

 博彩业务净赢率对第一季度经调整 EBITDA 无构成重大影响 

 第一季度酒店入住率接近 100%  
 

资产负债表：维持资本充足、流动现金充裕 

 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持有现金及流动投资为 250 亿港元，净现金为 198 亿港元  

 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负债为 52 亿港元，主要反映库务利息收益率管理策略  

 已于 2017 年 4 月 28 日派发早前宣布之特别股息每股 0.26 港元 
 

最新发展概况：澳门最大的发展蓝图及未来盈利潜力 

 路氹发展：快将开展路氹新里程的工程，包括酒店、MICE、娱乐及博彩元素 

 横琴：继续推进发展休闲旅游渡假城，与我们在澳门的高能量娱乐渡假城优势互补，预计今年稍后公布更多详情 

 国际：宣布与蒙地卡罗滨海渡假酒店集团建立策略伙伴合作关系，藉此在亚洲发展综合渡假城项目，当中包括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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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娱主席吕志和博士表示： 
 

「我们很高兴公布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止的三个月期间的财务业绩。集团的财务表现延
续自 2016 年第四季度的正面趋势，第一季度的经调整 EBITDA 录得 32 亿港元，按季上升
7%，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 31%。尽管在去年下半年有新项目进入市场，但集团仍能取得
佳绩。 

 

我们持续推动集团各项业务，并专注提高渡假城项目的效益和创造盈利收益。集团致力实
践『傲视世界 情系亚洲』的服务理念，结合独一无二的世界级渡假城，成功为顾客打造
难忘的体验，即使最近新增的竞争项目继续提升服务，我们旗下的酒店于第一季度仍录得
接近 100%的入住率。 

 

我很高兴地宣布，集团已于 2017 年 4 月 28 日派发另一次特别股息，为每股 0.26 港元，
比去年 4 月之派息增加 73%。集团会继续审慎管理资本配置，为路氹、横琴项目及国际发

展机遇做好准备。为进一步支持集团在亚洲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拓展目标，我们亦欣然宣
布与蒙地卡罗滨海渡假酒店集团建立策略伙伴合作关系。 

 

内地的中产阶层不断增长，他们对休闲和旅游的需求持续上升，使我们对澳门的长远前景
继续充满信心。随着包括有酒店、MICE、娱乐和博彩元素的路氹新里程快将动工，银娱

已踏进下一个发展里程。银娱在各间博彩营运商之中拥有最庞大并最清晰的发展蓝图。 

 

最后，我向所有辛勤工作的员工致以感谢。没有他们的齐心努力，不可能创造银娱的佳
绩。」 

 

市场概览 

 

我们很高兴见到澳门继续由中场带领着行业持续复苏。2016 年下半年的正面发展趋势延

续至 2017 年第一季度。2017 年第一季度的博彩收益总额为 616 亿港元，与 2016 年第四

季度的 587 亿港元相比，上升 5%。这是澳门连续第三个季度录得博彩收益增长。 

 

第一季度的访澳旅客数量为 790 万人次，按年上升 6%；过夜旅客则按年上升 12%至 390

万人次。旅客平均逗留时间按年上升 0.1 日至 1.2 日。当中内地旅客达 530 万人次，按年

上升 8%，是由于自由行旅客强劲增长，录得 280 万人次，按年上升 14%。 

 

在政策方面，澳门特区政府宣布已经向立法会提交草案，容许博彩营运商在娱乐场中场保

留吸烟室，贵宾厅则须在 2019 年 1 月 1 日前设置吸烟室。 

 

2017 年 1 月新增了三条高铁线连接到珠海，另外四条高铁线亦在 4 月通车。连同预计在

今年 5 月启用的氹仔客运码头，以及将在 2018 年落成的港珠澳大桥，这会进一步为内地

和国际旅客提供更便捷的方法前往澳门，增加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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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财务业绩 

 

2017年第一季度 

 

集团于2017年第一季度录得收益为141 亿港元，按年上升 5%，经调整 EBITDA 为 32 亿

港元，按年上升 31%。「澳門銀河™」经调整 EBITDA 为 26 亿港元，按年上升 27%。

澳门星际酒店经调整 EBITDA 为 6.49 亿港元，按年上升 27%。「澳門百老匯™」录得经

调整 EBITDA 为 600万港元，去年同期为300万港元。 

 

过去12个月的经调整EBITDA按年上升25%，至111亿港元，按季则上升7%，这是业务趋

向正面的讯号。 

 

于2017年第一季度，银娱的博彩业务净赢率偏高，令经调整 EBITDA 增加约 5,000 万港

元。净赢率正常化后，2017年第一季度经调整 EBITDA为31亿港元，按年上升34%，按季

上升11%。 

 

于2017年第一季度，集团按管理层基准计算1的博彩收益总额为131亿港元，按年上升

4%，但按季下跌2%。中场收益总额为58亿港元，按年增长15%。贵宾厅收益总额按年下

跌5%至68亿港元，主要由于净赢率较低的负面影响大于转码数的轻微增长。 

 

                                                             
1
 法定收益及按管理层基准计算的收益主要差别为城市娱乐会收益的计算，按法定基准包括其（应占）贡献，按管理层

基准则包括其博彩收益。 

2016年第一季度 2016年第四季度 2017年第一季度 

($237) ($209) ($197) 

$92  $125  $115  $26  $25  $24  
$3  $14  $6 

$512  
$637  $649  

$2,037  

$2,369  $2,583 

银娱2017年第一季度经调整EBITDA（百万港元） 

$3,180 

$2,433 

$2,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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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库务管理及特别股息 

 

集团拥有强健和流动性高的资产负债表。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集团持有的现金及流动

投资为 250 亿港元，净现金为 198 亿港元。负债由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 59 亿港元，减

少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的 52 亿港元。负债主要反映一项库务管理令手持现金之利息收

入，超出相应借贷利息支出所致。在拥有强健的资产负债表及充裕的现金情况下，我们可

以透过派发股息把盈利回馈股东的同时，亦可以投资我们的发展蓝图以及到海外发展的目

标。 

 

集团已于 2017 年 4 月 28 日派发早前宣布之另一次特别股息每股 0.26 港元，较 2016 年 4

月之派息增加 73%。 

 

「澳門銀河™」 

 

「澳門銀河™」为集团最大的收益及盈利贡献来源。于 2017 年第一季度「澳門銀河™」

录得收益为 102 亿港元，按年上升 5%，按季度上升 1%，是两年来最佳收益的季度。经

调整 EBITDA 为 26 亿港元，按年上升 27%，按季上升 9%。按香港财务报告准则计算，

经调整 EBITDA 利润率上升至 25%（2016 年第一季度：21%），按美国公认会计原则计

算为 32%（2016 年第一季度：27%）。 

 

在 2017 年第一季度，由于「澳門銀河™」博彩业务净赢率偏高，令经调整 EBITDA 增加

约 7,500 万港元。净赢率正常化后，2017 年第一季度经调整 EBITDA 为 25 亿港元，按年

上升 32%，按季上升 10%。 

 

贵宾厅博彩表现 

 

2017 年第一季度的贵宾厅转码数为 1,318 亿港元，按年上升 1%，按季上升 3%，带来收

益为 51 亿港元，按年下跌 6%，按季上升 1%。 

 

贵宾厅博彩 

百万港元 2016 年 

第一季 

2016 年 

第四季 

2017 年 

第一季 

按季变化 % 按年变化 % 

转码数 130,536 127,814 131,755 3% 1% 

博彩收益 5,458 5,057 5,113 1% (6%) 

净赢率 (%) 4.2% 4.0% 3.9%   

 

中场博彩表现 

 

2017 年第一季度的中场博彩收益为 40 亿港元，按年上升 21%，按季上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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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场博彩 

百万港元 2016 年 

第一季 

2016 年 

第四季 

2017 年 

第一季 

按季变化 % 按年变化 % 

投注额 7,734 8,375 8,839 6% 14% 

博彩收益 3,284 3,860 3,968 3% 21% 

净赢率 (%) 42.5% 46.1% 44.9%   

 

角子机博彩表现 

 

2017 年第一季度角子机博彩收益为 4.54 亿港元，按年上升 19%，按季上升 3%。 

 

角子机博彩 

百万港元 2016 年 

第一季 

2016 年 

第四季 

2017 年 

第一季 

按季变化 % 按年变化 % 

投注额 11,542 11,647 11,385 (2%) (1%) 

博彩收益 381 441 454 3% 19% 

净赢率 (%) 3.3% 3.8% 4.0%   

 

非博彩业务表现 

 

于 2017 年第一季度非博彩业务收益为 7.07 亿港元，按年上升 6%，按季下跌 7%。「澳

門銀河™」旗下五间酒店于 2017 年第一季度的平均入住率为 97%。 

 

「时尚汇」于 2017 年第一季度的租金收益净额为 2.22 亿港元，按年上升 13%，按季下

跌 1%。 

 

非博彩业务收益 

百万港元 2016 年 

第一季 

2016 年 

第四季 

2017 年 

第一季 

按季变化 % 按年变化 % 

租金收益净额 196 225 222 (1%) 13% 

酒店 / 餐饮 / 其他收益 470 532 485 (9%) 3% 

总额 666 757 707 (7%) 6% 

 

澳门星际酒店 

 

澳门星际酒店 2017 年第一季度收益为 31 亿港元，按年上升 6%，按季下跌 10%。经调整

EBITDA 为 6.49 亿港元，按年上升 27%，按季上升 2%。按香港财务报告准则计算，经调

整 EBITDA 利润率上升至 21%（2016 年第一季度：18%），按美国公认会计原则计算为 

29% （2016 年第一季度：24%）。 

 

由于澳门星际酒店博彩业务净赢率偏低，令 2017 年第一季度经调整 EBITDA 减少约

2,500 万港元。净赢率正常化后，2017 年第一季度经调整 EBITDA 为 6.73 亿港元，按年

上升 23%，按季上升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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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宾厅博彩表现 

 

于 2017 年第一季度，贵宾厅转码数为 631 亿港元，按年上升 7%，按季上升 5%，带来收

益 17 亿港元，按年上升 3%，按季下跌 18%。 

 

贵宾厅博彩 

百万港元 2016 年 

第一季 

2016 年 

第四季 

2017 年 

第一季 

按季变化 % 按年变化 % 

转码数 59,200 60,149 63,066 5% 7% 

博彩收益 1,659 2,087 1,703 (18%) 3% 

净赢率 (%) 2.8% 3.5% 2.7%   

 

中场博彩表现 

 

2017 年第一季度的中场收益为 13 亿港元，按年上升 10%，按季上升 3%。 

 

中场博彩 

百万港元 2016 年 

第一季 

2016 年 

第四季 

2017 年 

第一季 

按季变化 % 按年变化 % 

投注额 3,019 3,303 3,442 4% 14% 

博彩收益 1,178 1,251 1,291 3% 10% 

净赢率 (%) 39.0% 37.9% 37.5%   

 

角子机博彩表现 

 

2017 年第一季度的角子机博彩收益为 3,400 万港元，按年上升 42%，按季下跌 11%。 

 

角子机博彩 

百万港元 2016 年 

第一季 

2016 年 

第四季 

2017 年 

第一季 

按季变化 % 按年变化 % 

投注额 409 1,399 1,594 14% 290% 

博彩收益 24 38 34 (11%) 42% 

净赢率 (%) 5.9% 2.7% 2.1%   

 

非博彩业务表现 

 

于 2017 年第一季度非博彩业务收益为 5,100 万港元，按年下跌 9%，按季下跌 7%。2017

年第一季度酒店入住率为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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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博彩业务收益 

百万港元 2016 年 

第一季 

2016 年 

第四季 

2017 年 

第一季 

按季变化 % 按年变化 % 

租金收益净额 9 10 12 20% 33% 

酒店 / 餐饮 / 其他收益 47 45 39 (13%) (17%) 

总额 56 55 51 (7%) (9%) 

 

「澳門百老匯™」 

 

「澳門百老匯™」是适合一家大小，配以街头娱乐和美食的渡假城，并得到澳门本地中小

企支持，当中并没有贵宾厅业务。「澳門百老匯™」于 2017 年第一季度的收益为 1.35 亿

港元，按年下跌 25%，按季下跌 15%。经调整 EBITDA 为 600 万港元，去年同期为 300

万港元，2016 年第四季度则为 1,400 万港元，下跌主因是我们把娱乐桌调配以达至更高

及更佳的使用效率。 

 

净赢率并没有对 2017 年第一季度「澳門百老匯™」之经调整 EBITDA 构成重大影响。 

 

中场博彩表现 

 

2017 年第一季度的博彩收益为 7,500 万港元，按年下跌 43%，按季下跌 25%。 

 

中场博彩 

百万港元 2016 年 

第一季 

2016 年 

第四季 

2017 年 

第一季 

按季变化 % 按年变化 % 

投注额 600 393 325 (17%) (46%) 

博彩收益 131 100 75 (25%) (43%) 

净赢率 (%) 21.9% 25.5% 23.1%   

 

角子机博彩表现 

 

2017 年第一季度的角子机博彩收益为 800 万港元，按年上升 14%，按季上升 33%。 

 

角子机博彩 

百万港元 2016 年 

第一季 

2016 年 

第四季 

2017 年 

第一季 

按季变化 % 按年变化 % 

投注额 143 103 201 95% 41% 

博彩收益 7 6 8 33% 14% 

净赢率 (%) 5.1% 5.9% 4.0%   

 

非博彩业务表现 

 

2017 年第一季度的非博彩业务收益为 5,200 万港元，按年上升 21%，按季下跌 2%。

2017 年第一季度酒店入住率接近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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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博彩业务收益 

百万港元 2016 年 

第一季 

2016 年 

第四季 

2017 年 

第一季 

按季变化 % 按年变化 % 

租金收益净额 14 13 10 (23%) (29%) 

酒店 / 餐饮 / 其他收益 29 40 42 5% 45% 

总额 43 53 52 (2%) 21% 

 

城市娱乐会及建筑材料业务 

 

于2017年第一季度，城市娱乐会为集团贡献 2,400 万港元的经调整 EBITDA，按年下跌

8%。建筑材料业务的经调整 EBITDA 为 1.15亿港元，按年上升25%。 

 

最新发展概况 

 

路氹  – 新里程 

 

银娱为长远的发展建立独特定位。集团快将为路氹的新里程动工，当中包括酒店、

MICE、娱乐和博彩元素。 

 

横琴 

 

银娱正在继续进行横琴的概念计划。这将会让银娱发展一个休闲旅游渡假城，与我们在澳

门的高能量渡假城优势互补。我们预计于今年稍后公布项目详情。 

 

国际  

 

银娱与蒙地卡罗滨海渡假酒店集团宣布正式建立策略伙伴合作关系。有关伙伴合作关系包

括承诺提升双方在业务和品牌上的合作，以及在亚太地区共同发展和营运包括综合渡假城

项目在内的娱乐业务，以及开拓在日本的发展机会。是次协议是银娱于 2015 年 7 月在蒙

地卡罗滨海渡假酒店集团进行策略性股权投资后所作出的宣布。 

 

2017 年选定主要奖项 （一月至四月）  

 

奖项  颁奖单位 

银娱  

香港上市公司港股 100 强评选 – 综合实力 100 强  腾讯网 x 财华社 

「澳門銀河™ 」 

年度最佳娱乐场综合渡假村 国际博彩业大奖 

亚洲最受亲子欢迎旅游综合渡假城至尊大奖 第十七届中国饭店金马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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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最佳综合渡假城 2017 亚洲卓越大奖 

优异奖 - 酒店 C 组  
澳电及能源业发展办公室 - 《澳门知悭

惜电比赛 2016》 

2017《福布斯旅游指南》 

 

五星酒店 

－ 澳门丽思卡尔顿酒店 

－ 澳门悦榕庄 

 

五星餐厅 

－ 贝隆 

 

五星水疗 

－ 澳门悦榕 SPA 

－ 怡世宝水疗 

 

推荐餐厅 

－ 山里日本料理餐厅 

《福布斯旅游指南》 

澳门星际酒店 

中国十大最具魅力酒店 第十二届中国酒店星光奖 

优异奖 - 酒店C组 
澳电及能源业发展办公室 - 《澳门知悭

惜电比赛 2016》 

亚洲最佳餐饮服务酒店至尊大奖 第十七届中国饭店金马奖 

风味居 《南华早报》– 100 家顶尖餐厅 2017 

建筑材料业务 

「商界展关怀」计划 – 连续 15 年或以上「商界展关怀」标志 香港社会服务联会 

职业健康大奖 2016-2017 – 好心情@健康工作间大奖 – 企业/机

构组 – 良好机构大奖 
劳工处 / 职业安全健康局 

香港绿色机构认证 - 减废证书 - 卓越级别 环境运动委员会 

 

集团展望 

 

我们继续集中为集团创造盈利收益、提高渡假城的营运效益、吸引更高端的客户群并为客

人提供「傲视世界 情系亚洲」的服务体验。我们的努力令集团在 2017 年第一季度经调

整 EBITDA 录得按季上升 7%及按年上升 31%的成绩。在第一季度，集团透过积极的推广

策略，令酒店客房维持接近全满。 

 

澳门市场在 2017 年第一季度的博彩收益总额增加至 616 亿港元，是连续第三个季度录得

增长。第一季度的访澳旅客数量为 790 万人次，按年上升 6%；过夜旅客则按年上升 12%

至 390 万人次。旅客平均逗留时间按年上升 0.1 日至 1.2 日。当中内地旅客达 530 万人

次，按年上升 8%，是由于自由行旅客强劲增长，录得 280 万人次，按年上升 14%。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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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16 年下半年有新酒店项目投入市场，过夜旅客的数量首次超越即日旅客，而由于过

夜旅客的人均消费比即日旅客高，这现象令人尤为欣喜。在 2017 年及之后会有更多新酒

店项目推出，我们相信会为市场带来积极影响。 

 

澳门即将进入业务高峰期的夏季，「澳門銀河™」凭借其独特及与众不同的「天浪淘园」

设施，包括全球最大的空中冲浪池和全球最长的空中激流，能吸引追求全面渡假体验的旅

客，这有利于我们抢占此类客群的市场份额。 

 

在2017年，「澳門銀河™」和澳门星际酒店将推出一系列令人期待的优化设施，以确保我

们的渡假城维持高度竞争力、吸引力和行业领先地位。 

 

然而，我们留意到来自澳门及区内的加剧竞争，以及收紧的监管环境。此外，全球多个地

区政治局势的发展，亦可能短期内影响消费者的心情。 

 

我们对澳门的长远前景仍然充满信心，因为内地的中产阶层不断增加，他们对旅游和休闲

有着殷切需求。凭借银娱独特及与众不同的渡假城项目，配合路氹和横琴项目的庞大发展

潜力，以及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发展机遇，集团已为把握未来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做好准

备。银娱将全力支持澳门政府，将澳门发展成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 

 
 

-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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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银河娱乐集团（香港联合交易所股份编号：27）  

 

银河娱乐集团（「银娱」或「集团」）是全球首屈一指的渡假城、酒店及博彩企业，主要

在澳门发展及经营一系列综合渡假城、零售、餐饮、酒店及博彩项目。集团于香港联合交

易所上市，并为恒生指数成份股。 
  
作为澳门三家获得博彩批给合同的营运商之一，银娱一直以成功打造崭新、触目及屡获殊

荣的项目、产品及服务见称，加上「傲视世界 情系亚洲」的服务理念，令集团的表现持

续傲视同侪，引领澳门市场。 
  
银娱于澳门经营三个旗舰项目：包括位于路氹、全球其中一个规模最大的综合渡假城「澳

門銀河™」；毗邻「澳門銀河™」独一无二的娱乐及美食街新地标「澳門百老匯™」；以

及位于澳门半岛、屡获殊荣的尊尚项目澳门星际酒店。 
  
集团拥有的尚待开发之土地为澳门博彩营运商之中最大。随着位于路氹的新里程落成后，

银娱在路氹的渡假城版图将倍增至超过二百万平方米，成为全球其中一个规模最大并集渡

假城、娱乐及会展设施于一身的多元化综合旅游渡假胜地。银娱正就一幅面积达2.7平方

公里、位于澳门毗邻之横琴的土地计划发展一个世界级的休闲渡假胜地，此渡假项目将与

银娱在澳门的业务相辅相成，令集团在同业中脱颖而出，并支持澳门发展成为世界旅游休

闲中心的愿景。 
  
此外，集团持续积极物色海外的发展机会。于2015年7月，集团宣布对摩纳哥公国之世界

著名豪华酒店及渡假村营运商「蒙地卡罗滨海渡假酒店集团」（Société Anonyme des 

Bains de Mer et du Cercle des Étrangers à Monaco）作出策略性股权投资，双方承诺在

亚太区合作发展及营运娱乐业务，当中包括但不限于综合渡假城项目，并加强双方之相关

业务及品牌。 
  
银娱致力为顾客提供世界级的独特渡假体验，并矢志为其经营业务之社区建立可持续发展

的未来。 
   
更多关于集团的详情，请浏览 www.galaxyentertainment.com 

 
 

传媒垂询: 

 

银河娱乐集团 － 投资者关系 

 

贾文尼先生／古素兰小姐／冯佩乐小姐 

电话: +852 3150 1111  

电邮: ir@galaxyentertainment.com   

 
 

 

http://www.galaxyentertainment.com/
mailto:ir@galaxyentertainmen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