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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第四季度及全年业绩



22017年2月

业绩摘要

银娱：继续推动中场业务、盈利收益及控制成本

2016年全年

• 集团全年收益按年上升4%至528亿港元

• 集团全年经调整EBITDA按年上升18%至103亿港元

• 全年股东应占溢利按年上升 51%至63亿港元，当中包括5亿港元非经常性开支

• 撇除非经常性开支，全年经调整股东应占溢利按年上升17%至68亿港元

2016年第四季度

• 集团2016年第四季度经调整EBITDA按年及按季分别上升20%和10%至30亿港元

• 由于博彩业务净赢率偏高，令集团2016年第四季度经调整EBITDA増加约1.5亿港元

• 凈嬴率正常化后，2016年第四季度经调整EBITDA为28亿港元，按年增长20%及按季增长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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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全年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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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全年 2016全年

$1,918 $2,141 

$107 $107 

$425 $676 

$13,039 $11,827 

$35,502 $38,075 

银娱收益（百万港元）

银娱2016年全年收益

2016年全年集团总收益按年上升4%至528亿港元

按年变化

银娱总收益 +4%

「澳門銀河™」 +7%

澳门星际酒店 (9)%

「澳門百老匯™」 +59%

城市娱乐会 0%

建筑材料 +12%

「澳門銀河™」 澳门星际酒店 「澳門百老匯™」

城市娱乐会 建筑材料 

$50,991
$52,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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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全年 2016全年

$(813) $(881)
$318 $434 $107 $107 

($7) $30

$2,185 
$2,150 

$6,946 

$8,508 

银娱经调整EBITDA（百万港元）

银娱2016年全年经调整EBITDA

2016年全年集团经调整EBITDA按年上升18%至103亿港元

经调整按年变化

银娱总收益 +18%

「澳門銀河™」 +22%

澳门星际酒店 (2)%

「澳門百老匯™」 不适用

城市娱乐会 0%

建筑材料 +36%

$8,736

$10,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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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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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娱2016年全年股东应占溢利

2016年全年股东应占溢利按年上升51%至63亿港元，撇除非经常性开支
后，上升17%至68亿港元

（百万港元） 15年全年 16年全年 按年变化

收益  $           50,991 $52,826 4%

经调整EBITDA  $             8,736 $10,348 18%

 股东应占溢利  $             4,161 6,283$              51%

非经常开支  $             1,655  $                518 

非经常收入  $                   (7)  $                   (6)

经调整股东应占溢利  $             5,809  $             6,795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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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娱特别股息

银娱今天宣布将约于2017年4月28日派发另一次特别股息，每股0.26港
元

• 集团于年内已派发两次特别股息：于2016年4月29日派发每股0.15港元及于2016年10月28日派发每
股0.18港元

• 银娱董事会今天欣然宣布将约于2017年4月28日派发另一次特别股息，每股0.26港元（或26仙），
较2016年4月之派息增加73%



82017年2月

手持现金最新概况

银娱继续维持资本充裕，截止2016年12月31日止，持有现金及流动投资
为226亿港元，净现金为167亿港元

截至2016年12月31日，负债59亿港元，这反映库务利息收益率管理策略

2015年12月31日 2016年3月31日 2016年6月30日 2016年9月30日 2016年12月31日

$7.7
$8.8

$11.3

$14.1

$22.6

$6.5
$8.0

$10.1

$12.9

$16.7

现金及「浄现金」（十亿港元）

持有现金及流动投资 净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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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第四季度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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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第四季 2016 年第三季 2016 年第四季

$519 $526 $624
$25 $26 $25

$172 $167 $159

$2,965 $2,795
$3,433

$9,607 $9,415
$10,118

银娱收益（百万港元）

$12,929

银娱2016年第四季度总收益摘要

2016年第四季度，集团总收益按年及按季分别上升8%和11%至144亿港
元

第四季
（按年变化）

第三季至第四季
（按季变化）

银娱总收益 +8% +11%

「澳門銀河™」 +5% +7%

澳门星际酒店 +16% +23%

「澳門百老匯™」 (8)% (5)%

城市娱乐会 0% (4)%

建筑材料 +20%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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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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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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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娱2016年第四季度经调整EBITDA摘要

2016年第四季度，集团经调整EBITDA按年及按季分别上升20%及
10%至30亿港元

第四季
（按年变化）

第三季至第四季
（按季变化）

银娱总收益 +20% +10%

「澳門銀河™」 +16% +7%

澳门星际酒店 +14% +19%

「澳門百老匯™」 不适用 +100%

城市娱乐会 0% (4)%

建筑材料 +56% +20%

2015 年第四季 2016年第三季 2016 年第四季

($216) ($198) ($209)

$80 $104 $125 $25 $26 $25 
($4) $7 $14

$557 $536 $637 

$2,034 $2,206 
$2,369 

银娱经调整 EBITDA（百万港元）

$2,681
$2,476

$2,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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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銀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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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銀河™」2016年第四季度业绩摘要

「澳門銀河 ™」2016年第四季度经调整EBITDA按年及按季分别上升
16%和7%至24亿港元

总收益101亿港元，按年上升5%，按季上升7%

• 贵宾厅博彩收益按年下跌2%，按季上升10%至51亿港元

• 中场博彩收益按年及按季分别上升20%及8%至39亿港元

• 非博彩收益为7.57亿港元，当中包括2.25亿港元的净租金
收益

• 五间酒店入住率达97%

经调整 EBITDA为24亿港元，按年上升16%，按季上升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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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及30%

• 因净赢率偏高令经调整EBITDA增加约1亿港元

• 净赢率正常化后，经调整EBITDA按年上升17%，按季上
升14%至23亿港元

# 包括金門

经调整EBITDA（百万港元）及经调整EBITDA利润率（%）

收益 第四季
（按年变化）

第三季至第四季
（按季变化）

「澳門銀河™」 +5% +7%

贵宾厅博彩# (2)% +10%

中场博彩 +20% +8%

角子机博彩 (6)% (4)%

非博彩 +2% (1)%

经调整EBITDA +16% +7%

$2,034
$2,206

$2,369

21%

23% 23%

0%

5%

10%

15%

20%

25%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2015年第四季 2016年第三季 2016年第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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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星际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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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星际酒店2016年第四季度业绩摘要

澳门星际酒店2016年第四季度经调整EBITDA按年及按季分别上升
14%及19%至6.37亿港元

总收益34亿港元，按年及按季分別上升16%和23%

• 贵宾厅博彩收益按年上升23%，按季上升47%至21亿港元

• 中场博彩收益按年上升5%，按季下跌4%至13亿港元

• 非博彩收益为5,500万港元，当中包括1,000万港元的净租
金收益

• 酒店入住率为99%

经调整 EBITDA为6.37亿港元，按年上升14%，按季上升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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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及26%

• 因净赢率偏高令经调整EBITDA增加大约1,000万港元

• 净赢率正常化后，经调整EBITDA按年上升16%，按季上
升18%至6亿港元

收益 第四季
（按年变化）

第三季至第四季
（按季变化）

澳门星际酒店总额 +16% +23%

贵宾厅博彩 +23% +47%

中场博彩 +5% (4)%

角子机博彩 +58% +52%

非博彩 (10)% +12%

经调整EBITDA +14% +19%

$557 $536
$637

19% 19% 1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2015第四季 2016 年第三季 2016年第四季

经调整EBITDA （百万港元）及经调整

EBITDA利润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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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百老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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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百老匯™」第四季度录得经调整EBITDA为1,400万港元（2015年第
四季度：(400)万港元）

总收益1.59亿港元，按年下跌8%，按季下跌5%

• 中场博彩收益按年及按季分别下跌19%及3%至1亿
港元

• 收益比例约1/3为非博彩收益，2/3为博彩收益

• 酒店入住率接近100%

经调整 EBITDA为1,400万港元（2015年第四季度：

(400)万港元）

• 因净赢率偏高令经调整EBITDA增加约1,000万港元

• 净赢率正常化后，经调整EBITDA按季持平至800万
港元，按年增加500万港元

「澳門百老匯™」2016年第四季度业绩摘要

收益 第四季
（按年变化）

第三季至第四季
（按季变化）

「澳门百老汇™」总额 (8)% (5)%

中场博彩 (19)% (3)%

角子机博彩 (25)% (25)%

非博彩 +33% (5)%

经调整EBITDA 不适用 +100%

($4)

$7 

$14 

($5)

$0

$5

$10

$15

2015年第四季 2016 年第三季 2016年第四季

经调整EBITDA （百万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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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娱2016年奖项摘要

奬项 颁发单位

银娱

The Most Generous Chinese of “Hurun Non-Mainland Chinese 

Philanthropy List 2016”

「2016 胡润港澳台及海外华人慈善榜」首善

Hurun Report

胡润百富

Socially Responsible Operator

负社会责任营运商
International Gaming Awards

国际博彩业大奖

「澳门银河™」

Best Integrated Resort

最佳综合性度假村
Asia Gaming Awards

亚洲博彩大奖

Macau Elite Service Award 2015 - The Best Integrated Resort and Hotel 

Service and Brand

澳门优质服务品牌选举 2015 - 最优质综合渡假城及酒店业品牌

Exmoo 

《力报》

The Most Popular Hotel in Macau – Galaxy Hotel

澳门最受欢迎酒店 (银河酒店)

Top Magazine – 2016 Quality Life Awards

《新知杂志》- 2016 艺术生活大赏

2015-2018 Macao Green Hotel Award

2015-2018年澳门环保酒店奖
- Gold (Hotel Okura Macau) 金奖 (澳门大仓酒店)

- Silver (Galaxy Hotel)  银奖 (银河酒店)   

Maca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reau 

(DSPA)

澳门环境保护局

澳门星际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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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iling Enterprise Award - StarWorld Hotel

微笑企业大奖 -星际酒店
Smiling Enterprise Award

微笑企业大奖

The Supreme Award for the Most Glamorous Hotel of Asia

亚洲最具魅力酒店至尊大奖
Golden Horse Awards of China Hotel         

中国饭店金马奖

「澳门百老汇™」 The Supreme Award for the Most Local Experience Resort in Asia

亚洲最地道体验渡假胜地至尊大奖
Golden Horse Awards of China Hotel

中国饭店金马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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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娱最新发展概况

路氹第三及第四期

• 银娱在路氹拥有最大的相连土地储备，让我们在把握亚洲、尤其是中国的旅游及休闲业务的中
长期增长方面处于独特的地位

• 路氹第三、四期项目令银娱的非博彩业务版图得以进一步扩展

• 项目的大部分楼面面积将用作发展非博彩元素，针对MICE、娱乐和适合家庭旅客的设施

• 我们会继续推进各个项目，并预计建筑工程于2017年首季尾或第二季初开展

横琴

• 银娱正在继续进行横琴的概念计划，此项目将会让银娱发展一项以低层建筑物组成的低密度综
合渡假城，与我们在澳门的高能量项目优势互补，我们预计于今年稍后公布项目详情

国际

• 银娱将会持续于海外市场发掘潜在商机，包括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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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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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集团向着实现我们的愿
景迈进

定位清晰达至长期增长
业绩

• 2016年全年集团总收益为528亿港元，按年上升4%；经调整
EBITDA为103亿港元，按年上升18%

• 2016年第四季度经调整EBITDA为30亿港元，按年上升20%

• 2016年全年股东应占溢利为63亿港元，按年上升51%

• 2016年内已再次派发特别股息：于2016年4月29日派发每股
0.15港元及于2016年10月28日派发每股0.18港元

营运

• 「澳門銀河™ 」于2016年全年总收益为380亿港元，按年上升
7%；经调整 EBITDA为85亿港元，按年上升22%。第四季度经
调整EBITDA为24亿港元，按年上升16%

• 澳门星际酒店于2016年全年总收益为118亿港元，按年下跌
9%；经调整EBITDA为22亿港元，按年下跌2%。第四季度经调
整EBITDA为6.37亿港元，按年上升14%

• 「澳門百老匯™」于2016年全年总收益为6.76亿港元，经调整
EBITDA为3,000万港元，第四季度经调EBITDA为1,400万元

资金状况

•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持有现金及流动投资226亿港元，净现
金为167亿港元

• 截至2016年12月31日，负债59亿港元，主要反映库务利息收益
率管理策略

发展项目

• 于全球最具活力的市场，拥有清晰的短、中和长期发展蓝图

• 展望第三、四期建筑工程于2017年首季尾或第二季初展开

• 继续推进横琴一个世界级渡假胜地之发展概念

• 持续积极于海外市场发掘潜在商机，包括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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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

本文件及任何口述發表或討論均由銀河娛樂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提供及僅供個人
參考之用。本文件所載資料並無經獨立核實。概無就本文件所載資料或意見是否公平、
準確、完整或正確作出明確或隱含聲明或保證，閣下亦不得加以信賴。本文件資料應以
出版當時的所有情況作為參考依據，而資料沒有，亦將不會作出更新以反映於此文件發
表後發生的任何重大發展。對於使用本文件所載資料或其內容、或基於本文件所載資料
而引致的任何虧損或損失，本公司或其任何關聯人士、顧問或代表概不需承擔任何責任(
不論屬疏忽或其他原因)。

本文件包含反映本公司對未來發展的看法及展望的若干陳述。由於這些前瞻性聲明乃基
於有關本公司之經營及其他不受本公司控制因素的假設而定，實際業績與該等前瞻性聲
明可能出現重大差異。本公司概無義務為反映其後的事項或情況而更新或修改任何前瞻
性聲明。

本文件及與其相關的口述均含有專有資訊，不得因任何目的直接或間接地將全部或部分
內容複製、發表、流通、或分發給包括閣下所屬組織/機構內外的其他人。



2017年2月28日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第四季度及全年业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