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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季度摘要 

银娱: 尽管市况充满挑战，集团仍然录得增长 

 收益达173 亿港元，按年增加6% 

 经调整 EBITDA达33亿港元，按年增长1% 

银娱: 于季内回馈盈余资本予股东 

 2014年7月31日向股东派付特别股息每股0.70港元 

 2014年7月4日宣布以13亿港元成立银河娱乐集团基金会 

「澳门银河™」: 录得稳健表现 

 收益按年上升11% 至111亿港元 

 经调整EBITDA 达24亿港元，按年上升4% 

澳门星际酒店 : 按年盈利表现与集团预期方向一致 

 收益按年上升0.5% 至57亿港元 

 经调整EBITDA达9.04亿港元，按年下跌0.7% 

最新发展 : 推进「澳门银河™」第二期，将为银娱带来耳目一新的酒店、零售及休闲设施 

 「澳门银河™」第二期 ─ 将按预算如期于2015年中前落成 

 路凼第三及四期 ─ 投资500至600亿港元之渡假村的地盘勘察工程即将展开 

 金都综合楼群 ─ 目标于2015年1月公布新概念规划并于2015年初重开 

 横琴岛 ─ 继续就占地2.7平方公里的渡假城项目发展概念规划 

 国际 ─ 持续于海外地区（主要在亚洲）发掘潜在商机 

资产负债表 : 维持良好资本水平，流动资金充裕 

 截至2014年9月30日止手持现金为115亿港元 

 负债接近零水平，净现金为112亿港元 

结算日后事项 : 

 2014年10月31日向股东派付另一次特别股息每股0.45港元或约19亿港元 

 

银河娱乐集团 
公布 

2014 年第三季度未经审核之财务数据 

纵然环境充满挑战 

集团录得经调整 EBITDA 达 33 亿港元，按年增长 1% 

「澳门银河™」第二期将按预算如期于 2015 年中前落成
成为澳门下一个大型项目 

适合大众家庭的金都综合楼
群将如期于 2015 年初重新开

幕 

集团于 2014 年 7 月已派付 30 亿港元特别股息 

(2014年11月11日 – 香港) 银河娱乐集团有限公司（「银娱」或「集团」）（香港联合交易所股
份代号：27）今天公布截至2014年9月30日止三个月期间之未经审核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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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娱主席吕志和博士表示： 
 

「纵然面对宏观市况逆转，银娱仍然录得强劲表现，这从我们的业绩可见一斑，这亦足证
集团旗下项目继续保持吸引力，管理层专注收益增长及促进业务效益的策略亦行之有效。 

 

于季内，为庆祝银娱在澳门营运十周年，我们宣布成立银河娱乐集团基金会。基金会以教
育和装备澳门及中国内地的年轻人为目标。 

 

我们对旗舰项目于期内表现强健感到欣慰。『澳门银河™』录得稳健的财务业绩，澳门星
际酒店的 EBITDA 表现达到与去年同期相若的水平，并录得按季度增长。 

 

我们对澳门的中长期前景维持乐观，亦期待『澳门银河™』第二期按预算如期在 2015 年
中前竣工，届时将显著增加项目提供的五星级豪华酒店客房数目及高级零售和休闲设施，
并将巩固『澳门银河™』作为有品味及较高消费力客户的渡假首选。 

 

金都综合楼群的重新规划发展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我们计划于 2015 年 1 月公布令人期
待的新概念规划。我们将会与多间澳门本土企业合作，为中产顾客带来更多适合大众家
庭的休闲娱乐设施。 

 

为显示我们对集团和澳门前景继续充满信心，集团已于 2014 年 7 月 31 日向股东派付特 
别股息每股 0.70 港元，并于 2014 年 10 月 31 日向股东派付另一次特别股息每股 0.45 港
元。 

 

一如既往，本人谨此感谢 16,000 名员工致力提供最高质素的渡假设施和『傲视世界情系亚
洲』的服务，为顾客带来难以忘怀的体验，我们相信这正是银娱能够傲视同侪的关键。」 

 

集团财务业绩 
 

集团的季度收益按年上升 6%至 173 亿港元。经调整 EBITDA 较去年同期增长 1%至 33 

亿港元。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集团过去十二个月经调整 EBITDA 攀升 22%至 141 亿
港元。集团的旗舰项目季度表现强劲，「澳门银河™」的经调整 EBITDA 按年增长 4%， 
澳门星际酒店的经调整 EBITDA 按季度上升 10%。 

 

于 2014 年第三季度，集团按管理层基准计算1的博彩总收益按年增长 6.5%至 171 亿港元，
表现领先市场，主要受惠于中场及贵宾厅的稳健增长。中场博彩总收益按年上升 
12%至 48 亿港元，贵宾厅博彩总收益按年增长 5%至 118 亿港元。角子机博彩收益按年
增长 6%至 5 亿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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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回報率乃按過去十二個月經調整 EBITDA 總額除以於 2014 年 9 月 30 日賬面總值 (包括佔用的地價) 所得的結果。 

第 3 頁 

 

 

 

于 2014 年 9 月 30 日，集团的资产负债表维持资本充足及流动资金充裕，手持现金达 

115 亿港元，净现金为 112 亿港元。于 2014 年 9 月 30 日银娱的债务仅为 2.4 亿港元。 
 
 

集团经调整EBITDA (百万港元) 

澳门银河™ 澳门星际酒店 城市娱乐会 建筑材料业务 净集团支出 

 
2013年第三季度 2014年第二季度 2014年第三季度 

 

 

「澳门银河™」 
 

「澳门银河™」第三季度收益按年增加 11%至 111 亿港元。经调整 EBITDA 上升 4%至 

24 亿港元。业绩理想主要由于贵宾厅及中场博彩业务表现强健，其中贵宾厅收益上升 
12%至 72 亿港元，中场收益增长 12%至 31 亿港元。非博彩收益上升 3%至 3.86 亿港元。
于季内，项目三间五星级酒店的平均入住率达 99%。 

 

于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止期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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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2013 年第三季: 23%)及 29% (2013 年第三季: 31%)。 

「澳门银河™」的过去十二个月投资回报率2 高达 60%。 
 

贵宾厅博彩 

百万港元 2013年第三季 2014年第二季 2014年第三季 按季变化% 按年变化% 

转码数 191,140 264,340 224,435 -15% 17% 

博彩收益 6,473 8,364 7,239 -13% 12% 

净赢率 3.4% 3.2% 3.2%   

 

 

 

$3,239 
$3,461 

$3,271 

$138 
$114 

$44 $114 

$48 $822 $41 

$910 $904 

$2,302 
$2,649 $2,397 

$(159) $(168) $(185) 



3 
投資回報率乃按過去十二個月經調整 EBITDA 總額除以於 2014 年 9 月 30 日賬面總值 (包括佔用的地價) 所得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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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场博彩 

百万港元 2013年第三季 2014年第二季 2014年第三季 按季变化% 按年变化% 

投注额 7,012 6,943 6,842 -1% -2% 

博彩收益 2,730 3,020 3,070 2% 12% 

净赢率 38.9% 43.5% 44.9%   

 

角子机博彩 

百万港元 2013年第三季 2014年第二季 2014年第三季 按季变化% 按年变化% 

投注额 8,375 8,823 9,325 6% 11% 

博彩收益 402 384 419 9% 4% 

净赢率 4.8% 4.4% 4.5%   

 

澳门星际酒店 
 

澳门星际酒店的经调整  EBITDA 达  9.04 亿港元，与去年同期持平，较上一季度增加 
10%。收益按年上升 0.5%至  57 亿港元。业绩理想主要由于中场博彩业务继续录得理想
增长，收益按年上升 10%至 11 亿港元，贵宾厅业务亦表现稳健，收益仅轻微下跌 2%至 

44 亿港元。于季内酒店入住率达 99%。 
 

于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止期内，按香港财务报告准则及美国公认会计原则计算，经调 
整 EBITDA 利润率分别达 16% (2013 年第三季: 16%) 及 24% (2013 年第三季: 26%)。
澳门星际酒店的过去十二个月投资回报率3 高达 108%。 

 

贵宾厅博彩 

百万港元 2013年第三季 2014年第二季 2014年第三季 按季变化% 按年变化% 

转码数 169,121 168,460 150,452 -11% -11% 

博彩收益 4,500 4,260 4,412 4% -2% 

净赢率 2.7% 2.5% 2.9%   

 

中场博彩 

百万港元 2013年第三季 2014年第二季 2014年第三季 按季变化% 按年变化% 

投注额 2,829 2,874 2,661 -7% -6% 

博彩收益 1,012 1,094 1,116 2% 10% 

净赢率 35.4% 37.6%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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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子机博彩 

百万港元 2013年第三季 2014年第二季 2014年第三季 按季变化% 按年变化% 

投注额 744 727 682 -6% -8% 

博彩收益 44 48 45 -6% 2% 

净赢率 5.9% 6.6% 6.6%   

 
 

城市娱乐会及建筑材料业务 
 

于季内，城市娱乐会录得经调整 EBITDA 为 4,100 万港元。 
 

建筑材料业务录得经调整 EBITDA 为 1.14 亿港元，按年下跌 17%，与上一季度相若。

开发澳门最大型的发展项目 

银娱现时提供约 2,700 间五星级酒店客房，而入住率一直维持于接近客满的水平。为满
足未来日益殷切的需求及为顾客提供更全面的娱乐、零售及餐饮选择，银娱将积极拓展
以建立澳门以至全球博彩市场最大规模的发展项目。 

 

「澳门银河™」第二期将额外提供约  1,350  间五星级酒店客房及显著增加项目的零售选 

择，以较高消费力客户为目标。我们有信心第二期将于 2015 年中前竣工，成为澳门下一 
个大型渡假项目。我们将扩充零售楼面面积至约 100,000 平方米，亦欣然宣布所有零售
楼面差不多已悉数租出，我们将会引进世界知名品牌，其中包括许多新进驻澳门的品
牌。银娱预期扩大后的「澳门银河™」作为 2015 年首个新开幕的设施，将能够稳占先
机吸引新一批较高消费力的旅客。 

 

金都综合楼群的重新规划发展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我们计划于 2015 年 1 月公布新概念规 
划，目标于 2015 年初重开，为中产顾客带来更多适合大众家庭的休闲娱乐设施。我们尤
其高兴将会与多间澳门的中小企合作，以共同缔造金都综合楼群的成功。 

 

长期发展方面，银娱已准备就绪展开路凼第三及四期项目的初步工程，同时继续推进位
于横琴岛面积达 2.7 平方公里土地项目的概念计划。 

 

以 13 亿港元成立银河娱乐集团基金会 
 

为庆祝集团踏入十周年，银娱于 2014 年 7 月 4 日成立银河娱乐集团基金会。集团初步注 
资 3 亿港元，并承诺日后会再注资 10 亿港元。基金会以教育和装备澳门及中国内地的年
轻人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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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定主要奖项 (2014 年 1 至 10 月) 

 
 

奖项 颁发单位 

 银
娱

 

 

最佳酒店集团 
 

中国《罗博报告》2014 年「最佳之最」 

 

《福布斯》亚洲 50 杰出公司 
 

《福布斯》杂志 

亚洲最佳管理公司 – 博彩业 《欧洲货币》杂志 

 

年度最佳娱乐场营运商（澳洲╱亚洲） 
 

国际博彩业大奖 

 
我最喜爱旅游酒店及度假村 U Magazine 

  
年度最佳度假酒店（港澳地区） 

《Travel Weekly 旅讯》杂志与《Events 

商旅圈》杂志联合主办 – 中国旅游业界
奖 

  

亚洲最佳卓越服务综合渡假城 
 

中国饭店金马奖 

 澳
门

银
河
™

 中国十佳旅游渡假酒店 中国酒店星光奖 

胡润百富至尚优品奖 – 澳门酒店最佳表现
奖 

 

胡润百富 

 
获选为「高级舒适」酒店 《米芝莲指南 香港 澳门 2014》 

 
2014 年度卓越奖 TripAdvisor 到到网卓越奖 

 澳
门
星
际
酒
店

 

 
年度最卓越服务酒店 

《Travel Weekly 旅讯》杂志与《Events 

商旅圈》杂志联合主办 – 中国旅游业界
奖 

亚洲最佳卓越服务酒店 中国饭店金马奖 

中国十大最具魅力酒店 中国酒店星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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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股息 
 

银娱在发展澳门最大规模项目的同时，于 2014 年 7 月 31 日向股东派付特别股息每股 

0.70 港元，反映银娱对前景的信心及产生盈余现金的能力。 
 

于结算日后，银娱于 2014 年 10 月 31 日向股东派付另一次特别股息每股 0.45 港元。该 

等特别股息合共涉资约 50 亿港元，此乃实践银娱回馈盈余资本予股东的承诺。

展望 

银娱对集团以至澳门整体的前景继续保持乐观。虽然 2014 年因为市场环境逆转令行业充
满挑战，但澳门作为中国内地旅客心目中的休闲及渡假胜地的魅力丝毫不减。这从今年
首九个月访澳旅客数目按年稳健上升 7%至 2,350 万人，便可见一斑。此外，行业增长的
长期动力并无改变，大型基建工程及中国内地需求不断上升，将继续推动未来旅客人数
增长。 

 

凭借优质的设施组合、著名的品牌及多个发展中的大型项目，银娱拥有能够吸引较高消
费力旅客、提高盈利能力及回馈盈余资本予股东的独特优势。「澳门银河™」第二期将
如期在 2015 年中前落成，成为澳门下一个大型渡假项目。我们并计划于 2015 年 1 月公 
布金都综合楼群的新概念规划，目标于 2015 年初重开。管理层对扩大后的项目之庞大规
模及其进一步多元化深感期待，有信心能够进一步实践集团的承诺，在澳门为顾客提供
其他综合渡假村无可比拟的最优质设施和服务。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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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银河娱乐集团有限公司（香港联合交易所股份代号： 27） 
 

银河娱乐集团有限公司（「银娱」）是亚洲首屈一指的博彩及娱乐企业，为恒生指数成

份股之一。 

 

银娱主要于澳门发展及经营酒店、娱乐场及综合渡假城等设施。而澳门乃中国唯一可进

行合法博彩活动的地区，亦是全球最大的博彩娱乐市场。 

 

银娱的两个旗舰项目分别是2011年5 月开幕、位于路凼的世界级综合渡假项目「澳门银

河™」，以及位于澳门半岛、于2006 年开幕后屡获殊荣的澳门星际酒店。 

 

2012 年4 月，银娱宣布开展「澳门银河™」第二期工程，目标于2015 年中前落成之

后，将综合渡假城的面积增加接近一倍至1,000,000 平方米，为澳门带来刺激的娱乐、休

闲、零售及会议展览等设施。于2012 年12 月，银娱公布路凼地皮第三及四期的发展蓝

图，并预计项目的地盘勘察工程最快于2014 年底开展。 
 

银娱与横琴岛当局就横琴岛一幅面积达 2.7  平方公里的土地订立框架协议，以发展世界

级渡假胜地。此项目将与银娱在澳门的业务相辅相成，令银娱在同业中脱颖而出，并在

支持澳门发展成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此外，银娱亦经营建筑材料业务。 

 

详情请浏览 www.galaxyentertainment.com。 

http://www.galaxyentertainmen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