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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第一季度未经审计的财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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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第一季度摘要 

 
 

银娱：继续推动中场业务及控制成本 

• 收益为134亿港元，按季上升1%，按年下跌2% 

• 经调整EBITDA为24亿港元，按季下跌2%及按年上升6% 

• 七间酒店的平均入住率接近爆满水平 

• 过去十二个月经调整EBITDA为89亿港元  

「澳門銀河™」：在中场推动下录得稳健的表现 

• 收益为98亿港元，按季及按年分别上升2%及6% 

• 经调整EBITDA为20亿港元，按季持平，按年上升12% 

• 酒店入住率为99% 
    

 澳门星际酒店：业务继续成功转型至中场 

• 收益为29亿港元，按季及按年分别下跌2%及26% 

• 经调整EBITDA为5.12亿港元，按季及按年分别下跌8%及15% 

• 酒店入住率为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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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第一季度摘要 
「澳門百老匯™」：主打家庭旅客、澳门中小企概念录得轻微盈利 

• 收益为1.81亿港元，按季上升5% 

• 经调整EBITDA为300万港元（2015年第四季度亏损400万港元） 

• 酒店入住率为99% 

 最新发展概况：继续推进土地储备（在澳门最大）之规划 

• 路氹第三及四期 — 地盘勘察工程预计于2016年展开 

• 横琴 - 继续推进于一幅2.7平方公里之土地发展世界级渡假胜地之计划 

• 国际 - 持续于海外市场发掘商机 

  资产负债表：资本充足、流动资金充裕及接近没有负债 

• 手持现金88亿港元，净现金为80亿港元 

• 较早前宣布另一次特别股息每股0.15港元（总额6.4亿港元）将于2016年4月29日派发，令自2014年7月起
派发之股息总额增加至73亿港元 

• 维持于接近没有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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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第一季度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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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娱2016年第一季度收益摘要 

集团于 2016年第一季度收益按季上升1%至134亿港元，按年则下跌2% 

第一季 
按年增长 

15年第四季至16年
第一季 
按季增长 

 银娱 (2)% +1% 

「澳門銀河™」 +6% +2% 

 澳门星际酒店 (26)% (2)% 

「澳門百老匯™」 不適用 +5% 

 城市娱乐会 (15)% +5% 

 建筑材料 (1)% (13)% 

2015年第一季 2015年第四季 2016年第一季 

$9,212 $9,607 $9,790 

$3,966 $2,965 $2,918 

$172 $181 $31 $25 $26 

$460 $519 $454 

银娱收益 (百万港元) 

「澳門銀河™」 澳门星际酒店 「澳門百老匯™」 

城市娱乐会 建筑材料 

$13,288 $13,669 $13,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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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娱2016年第一季度EBITDA摘要 

集团EBITDA 于 2016年第一季度按年上升6%及按季下跌2%至24亿港元 
 

 
第一季 
按年增长 

15年第四季至16年
第一季 
按季增长 

银娱 +6% (2)% 

「澳門銀河™」 
 

+12% 
0 

澳门星际酒店 (15)% (8)% 

「澳門百老匯™」 不適用 +175% 

城市娱乐会 (15)% +5% 

建筑材料 +92% +15% 
2015年第一季 2015年第四季 2016年第一季 

$1,816  $2,034  $2,037  

$605  
$557  $512  

($4) 

$3  
$31  

$25  $26  $48  
$80  $92  

($198) ($216) ($237) 

银娱经调整EBITDA （百万港元） 

「澳門銀河™」 澳门星际酒店 「澳門百老匯™」 

城市娱乐会 建筑材料 净集团支出 

$2,476 
$2,302 

$2,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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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銀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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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銀河」2016年第一季度 
 「澳門銀河™」于 2016年度第一季度经调整EBITDA按年上升
12% ，按季持平至20亿港元 

收益 
第一季 

（按年増长） 

 
15年第四季至 
16年第一季  
（按季增长） 

「澳門銀河™」 总额 +6% +2% 

贵宾厅博彩 # (3)% +5% 

中场博彩 +14% +2% 

角子机博彩 +21% (19)% 

非博彩 +71% (10)% 

经调整EBITDA +12% 0 

•收益为98亿港元，按季及按年分别上升2%及6% 

•贵宾厅收益按季上升5%，按年下跌3%至55亿港元 

•中场收益按季及按年分别上升2%及14%至33亿港元  

• 经调整EBITDA为20亿港元，按年上升12%，按季持

平，当中包括浄赢率偏高而令经调整EBITDA增加约

1.35亿港元 

•五间酒店入住率为99%  

•按香港财务报告准则及美国公认会计原则计算，经调

整EBITDA利润率分别为21%及27% 

•非博彩收益为6.66亿港元，当中包括1.96亿港元的净

租金收益 

# 包括金门 

$1,816 $2,034 $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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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调整EBITDA（百万港元）及经调整EBITDA利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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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星际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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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星际酒店2016年第一季度摘要 
                    澳门星际酒店于2016年第一季度经调整EBITDA，按季下跌8%及按年下跌15%

至5.12亿港元 

•收益为29亿港元，按季下跌2%及按年下跌26% 

•贵宾厅收益按季下跌2%及按年下跌43%至17亿港

元 

•中场收益按季下跌1%，但按年上升25%至12亿港

元 

• 经调整EBITDA按季下跌8%及按年下跌15%至5.12

亿港元，当中包括净赢率偏低而令经调整EBITDA

减少约3,500万港元 

•酒店入住率为97% 

•按香港财务报告准则及美国公认会计原则计算，经

调整EBITDA利润率分别为18%及24% 

•非博彩收益为5,600万港元，当中包括900万港元的

净租金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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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金门 

收益         第一季 

   （按年增长） 

15年第四季至 

16年第一季 

（按季增长） 

澳门星际酒店总额 (26)% (2)% 

贵宾厅博彩# (43)% (2)% 

中场博彩 +25% (1)% 

角子机博彩 (27)% 0 

非博彩 (36)% (8)% 

经调整EBITDA (1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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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百老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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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百老匯™ 」于2016年第一季度录得1.81亿港元收益，经调整EBITDA 为
300万港元 

•  收益为1.81亿港元，按季上升5% 

• 经调整EBITDA为300万港元，当中包括净赢率偏低而令经调整EBITDA减少约100万港元 

• 收益结构为博彩收益约占70%及非博彩收益约占30% 

• 酒店入住率为99% 

 

「澳門百老匯™」2016年第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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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第一季度部分主要奖项  

 
 

Award Organization 

银
娱

 

Socially Responsible Operator 
负社会责任营运商 

International Gaming Awards 
国际博彩业大奖 

Top 100 HK Listed Companies Awards – Comprehensive Strength 
香港上市公司港股100强评选 – 综合实力100强 

QQ.com x Finet 
腾讯网 x 财华社 

Top 10 Hoteliers of the Year – Mr. Francis Lui 
中国酒店业十大年度人物 – 吕耀东先生 

China Hotel Starlight Awards 
中国酒店星光奖 

Marketing Team of the Year 
年度最杰出表现市场推广大奖 

IAIR Awards 

 「
澳

門
銀

河
™

」
 

The Supreme Award for the Most Favored Integrated Resort by 

Parent-Child in Asia 
亚洲最受欢迎亲子旅游综合渡假城至尊大奖 

Golden Horse Award of China Hotel 
中国饭店金马奖 

The Best Integrated Resort and Hotel Service and Brand 
最优质综合渡假城及酒店业品牌 

Exmoo – Macau Elite Service Award 
《力报》– 澳门优质服务品牌选举 

Forbes Travel Guide - Five Stars Hotel (Banyan Tree Macau) 
福布斯旅游指南 – 五星酒店 (澳门悦榕庄)  

Forbes Travel Guide 
福布斯旅游指南 

A CEO’s Dining Guide - 8⅟2 Otto e Mezzo BOMBANA , YAMAZATO 

(山里),  Belon (贝隆)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 100 Top Tables 2016 
《南华早报》– 100 Top Tables 2016  

KitchenAid Pastry Chef of the Year (Regional) - Gunther 

Wolfsgruber 
World Gourmet Summit 

澳
门

星
际

酒
店

 The Supreme Award for the Most Glamorous Hotel of Asia 
亚洲最具魅力酒店至尊大奖 

Golden Horse Award of China Hotel          
中国饭店金马奖 

Top 10 Glamorous Hotels of China            
中国十大最具魅力酒店 

China Hotel Starlight Awards        

中国酒店星光奖  

A CEO’s Dining Guide – Feng Wei Ju (风味居) , Jade de Jardin (苏浙汇)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 100 Top Tables 2016 
《南华早报》– 100 Top Tables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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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娱乐会 

城市娱乐会2016年第一季度的经调整EBITDA为2,600万港元，较2015年
第四季度上升5%及按年下跌15% 

2015年第一季 2015年第四季 2016年第一季 

$31 

$25 $26 

城市娱乐会经调整EBITDA（百万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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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材料 

建筑材料业务于2016年第一季度经调整EBITDA为9,200万港元，按季及按年分别
上升15%及92% 

 

 

2015年第一季 2015年第四季 2016年第一季 

$48 

$80 

$92 

建筑材料经调整EBITDA（百万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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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现金的最新情况  

截至2016年3月31日，银娱继续保持资本充裕，手持现金为88亿港元，当中包
括受限制性使用现金5亿港元，净现金为80亿港元及接近没有负债 

 

 

2015年12月31日 2016年3月31日 

$7.7 
$8.8 

$6.5 

$8.0 

手持现金及浄现金（十亿港元） 

 

手持现金 净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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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展概况 

路氹第三及四期  

• 地盘勘察工程预计将于2016年展开 

 

横琴  

•继续推进于一幅2.7平方公里之土地发展世界级渡假胜地之计划 

 

国际  

• 持续于海外市场发掘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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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银河娱乐集团 

• 2016年第一季度收益为134亿港元及经调整EBITDA为24亿港
元，按季上升1%及按季下跌2% 

• 较早前宣布另一次特别股息每股0.15港元，将于2016年4月29日
派付 

营运 

• 「澳門銀河™」在2016年第一季度经调整EBITDA为20亿港元，
按年上升12% ，按季持平，当中包括浄赢率偏高而令经调整
EBITDA增加约1.35亿港元 

• 澳门星际酒店在2016年第一季度经调整EBITDA为5.12亿港元，
按季下跌8%，按年下跌15% ，当中包括净赢率偏低而令经调整
EBITDA减少约3,500万港元 

• 「澳門百老匯™」在2016年第一季度经调整EBITDA为300万港
元，当中包括净赢率偏低而令经调整EBITDA减少约100万港元 

资金状况 

• 资本充足、流动资金充裕及接近没有负债，截至2016年3月31

日，手持现金为88亿港元及净现金达80亿港元 

发展项目 

• 于全球最具活力的市场，拥有清晰的短、 中、长期发展蓝图 

• 路氹第三及四期地盘勘察工程预计于2016年展开 

• 继续推进于横琴土地发展世界级渡假胜地之计划 

• 持续于海外市场发掘商机 

 

 

 

 

•银娱以一个愿景起步 

 

•「成为全球公认亚洲首屈
一指的博彩及娱乐企业」 

 

•集团向着实现愿景迈进 

 

 

 
 

 

定位清晰达至长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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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 

本文件及任何口述发表或讨论均由银河娱乐集团有限公司（「本公司」）提供及仅供
个人参考之用。本文件所载数据并没有得到独立核实，概无就本文件所载数据或意见
是否公平、准确、完整或正确作出明确或隐含声明或保证。本文件数据应以出版当时
的所有情况作为参考依据，若数据没有，亦将不会作出更新以反映此文件发表后发生
的任何重大发展。对于使用本文件所载数据或其内容、或基于本文件所载数据而引致
的任何亏损或损失，本公司或其任何关联人士、顾问或代表一概不需承担任何责任(
不论属疏忽或其他原因)。 
  
本文件包含反映本公司对未来发展的看法及展望声明。由于这些前瞻性声明乃基于有
关本公司之经营及其他不受本公司控制因素的假设而定，实际业绩与该等前瞻性声明
可能出现重大差异。本公司不会承担修改前瞻性声明以反映未来事件或情况。 
  
本文件及与其相关的口述均含有专有信息，不得因任何目的直接或间接地将全部或部
分内容复制、发表、流通、或分发给阁下所属组织/机构内外的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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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27日 

2016第一季度未经审计的财务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