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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第三季度未經審核之財務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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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第三季度業績摘要
銀娛：在趨向穩定的市況中錄得穩健業績

• 收益為123億港元，按年下跌29%，按季上升5%

• 經調整EBITDA為21億港元，按年下跌36%，按季上升13%

• 第三季度博彩業務淨贏率偏低令經調整EBITDA減少約1.31億港元

• 推動8億港元的成本控制方案

「澳門銀河™」：第二期繼續擴大，餘下設施陸續開業

• 收益為87億港元，按年下跌22%，按季上升9%

• 經調整 EBITDA為17億港元，按年下跌30%，按季上升19%

• 第三季度博彩業務淨贏率偏低令經調整EBITDA減少約1.17億港元

• 五間酒店的平均入住率為99% 

• 非博彩收益為7.42億港元，按年上升92%，按季上升60%

澳門星際酒店：季度業績穩健，專注營運效益

• 收益為29億港元，按年下跌48%，按季下跌7%

• 經調整 EBITDA為5.14億港元，按年下跌43%，按季上升1%

• 第三季度博彩業務淨贏率偏低令經調整EBITDA減少約1,100萬港元

• 酒店入住率為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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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第三季度業績摘要
「澳門百老匯™」：繼續擴大業務，餘下設施陸續開業

• 第一個完整季度錄得收益為1.89億港元

• 接近收支平衡，錄得經調整EBITDA 虧損100萬港元

• 第三季度博彩業務淨贏率偏低令經調整EBITDA減少約300萬港元

• 酒店入住率為99%

最新發展概況：繼續項目規劃，完成首次國際投資

• 「澳門銀河™」第二期 ─ 節省發展成本4億至5億港元

• 路氹第三及四期 ─ 地盤勘察工程預計於2016年初展開

• 橫琴 ─ 繼續推進一幅2.7平方公里之土地發展概念規劃

• 國際 ─ 持續於海外市場發掘潛在商機，已完成對Société Anonyme des Bains de Mer et du Cercle des Étrangers à 

Monaco (「SBM」) 的策略性投資

資產負債表及特別股息：資本充足，接近零負債

• 於2015年9月30日，手持現金為60億港元，淨現金為48億港元

• 於2015年9月30日，集團負債為12億港元

• 早前宣佈之另一次特別股息每股0.14港元將約於2015年10月30日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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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第三季度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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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第三季 2015 年第二季 2015 年第三季

$11,116

$8,001 $8,682

$5,664

$3,163
$2,945

$64
$189

$41

$25
$26

$504

$449
$490

銀娛總收益 (百萬港元)

「澳門銀河™ 」 澳門星際酒店 「澳門百老匯™」 城市娛樂會 建築材料

$11,702

銀娛2015年第三季度總收益摘要

2015年第三季度，集團錄得季度收益為123億港元，按年減少29%，按季
增加5%

第三季
按年增長

2015年第二季至
2015年第三季
按季增長

銀娛 (29)% +5%

「澳門銀河™」 (22)% +9%

澳門星際酒店 (48)% (7)%

「澳門百老匯™」 n/a +195%

城市娛樂會 (37)% +4%

建築材料 (3)% +9%

$12,332

$17,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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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娛2015年第三季度經調整EBITDA摘要

第三季
按年增長

2015年第二季至
2015年第三季
按季增長

銀娛 (36)% +13%

「澳門銀河™」 (30)% +19%

澳門星際酒店 (43)% +1%

「澳門百老匯™」 n/a +50%

城市娛樂會 (37)% +4%

建築材料 (18)% (2)%

2015年第三季度，集團經調整 EBITDA按年下降36%至21億港元，按季上升
13%

2014 年第三季 2015 年第二季 2015 年第三季

$2,397 

$1,413 
$1,683 

$904 

$509 

$514 

($2) ($1)

$41 

$25 

$26 

$114 

$96 

$94 

($185) ($184) ($215)

銀娛經調整EBITDA (百萬港元)

「澳門銀河™ 」 澳門星際酒店 「澳門百老匯™」

城市娛樂會 建築材料 淨集團支出

$1,857

$2,101

$3,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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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銀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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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銀河™ 」2015 年第三季度業績摘要
「澳門銀河™ 」第三季度經調整EBITDA按年下跌30%至17億港元，按季則
上升19%

• 第二期營運後首個完整季度

• 總收益按年減少22%至87億港元，按季上升9%

• 貴賓廳收益按年減少38% 至45億港元，按季下
跌4%

• 中場收益按年減少2%至30億港元，按季上升
21%

• 經調整EBITDA  按年減少30%至17億港元，按
季上升19%，其中因淨贏率偏低導致經調整
EBITDA減少約1.17億港元

• 五間酒店錄得平均入住率達99%

• 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計算，經調整EBITDA利潤
率為19%，按美國公認會計原則計算，經調整
EBITDA利潤率為25%

• 非博彩業務收益達7.42億港元，當中包括2.36億
港元的租金收益淨額

$2,397

$1,413 $1,683

22%

18% 19%

0%

5%

10%

15%

20%

25%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2014 年第三季 2015 年第二季 2015 年第三季

經調整EBITDA (百萬港元) 及經調整EBITDA 利潤率 (%) 

收益
第三季

(按年增長)

2015年第二季至
2015年第三季

(按季增長)

「澳門銀河™」 (22)% +9%

貴賓廳博彩# (38)% (4)%

中場博彩 (2)% +21%

角子機博彩 +5% +17%

非博彩 +92% +60%

經調整EBITDA (30)% +19%

# 包括金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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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星際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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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星際酒店2015年第三季度業績摘要

澳門星際酒店2015年第三季度經調整EBITDA 按年下跌43%至5.14億港
元，按季上升1%

• 收益按年減少48%至29億港元，按季輕微下跌
7%

• 貴賓廳收益按年減少59%至18億港元，按季下
跌15%

• 中場收益按年減少5%至11億港元，按季則增加
12%

• 經調整EBITDA為5.14億港元，按年下跌43%，
按季上升1%，當中包括因博彩業務淨贏率偏低
導致經調整EBITDA減少約1,100萬港元。

• 酒店入住率為99%

• 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計算，經調整EBITDA利潤
率達17% ，按美國公認會計原則計算，經調整
EBITDA利潤率達25%

• 非博彩收益為6,000萬港元，包括租金收益淨額
700萬港元

$904

$509 $514

16% 16%
17%

0%

5%

10%

15%

20%

$0

$250

$500

$750

$1,000

2014 年第三季 2015 年第二季 2015 年第三季

澳門星際酒店經調整EBITDA (百萬港元) 及經調整EBITDA 利潤率 (%) 

收益
第三季

(按年增長)

2015年第二季至
2015年第三季

(按季增長)

澳門星際酒店總額 (48)% (7)%

貴賓廳博彩# (59)% (15)%

中場博彩 (5)% +12%

角子機博彩 (40)% (18)%

非博彩 (33)% (9)%

經調整EBITDA (43)% +1%

# 包括金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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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百老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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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百老匯™」匯報首個完整季度的營運業績，接近收支平衡，收益達
1.89億港元

• 收益達 1.89億港元

• 接近收支平衡，錄得經調整EBITDA 虧損100萬港元，其中包括由於淨贏率偏低而減少約

300萬港元

• 收益佔比約三份之二為博彩收益、三分之一為非博彩收益

• 酒店入住率達 99%

• 繼續增強營運效益及推出餘下設施

「澳門百老匯™」2015年第三季度業績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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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選定主要獎項
獎項 頒發單位

銀
娛

年度最佳娛樂營運商 (澳洲/亞洲) 國際博彩業大獎

亞洲整體最佳管理公司 – 博彩業 《歐洲貨幣》雜誌

香港最佳管理公司 (第六名) 《FinanceAsia》雜誌

第四屆傑出企業社會責任獎 《鏡報》月刊

最佳投資者關係公司 - 大型股

最佳投資者關係推介材料 - 大型股
香港投資者關係協會

「
澳
門
銀
河

™
」

年度最佳娛樂場貴賓廳 國際博彩業大奬

2014-2015年度世界級酒店－澳門最佳度假酒店 國際酒店大獎

胡潤百富至尚優品獎－ 澳門豪華酒店婚禮最佳表現 胡潤百富

2015 福布斯旅游指南－五星酒店（澳門悅榕庄）

2015 福布斯旅游指南－五星水療（澳門悅榕SPA）
福布斯旅游指南

「領先能源與環境設計LEED」金級認證 －「澳門銀河™」二期 美國綠色建築協會

澳
門
星
際
酒
店 被列為“高級舒適” 2015  －酒店獎項 米芝蓮指南香港澳門

亞洲最佳卓越服務酒店 中國飯店金馬獎

中國十大最具魅力酒店 中國酒店星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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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娛樂會

2014 年第三季 2015 年第二季 2015 年第三季

$41

$25 $26

城市娛樂會經調整EBITDA (百萬港元)

城市娛樂會於2015年第三季度的經調整EBITDA為2,600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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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材料

建築材料於2015年第三季度的經調整EBITDA為9,400萬港元

2014 年第三季 2015 年第二季 2015 年第三季

$114

$96 $94

建築材料經調整EBITDA (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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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30日 2015年9月30日

手持現金及長期負債 (十億港元)

手持現金 負債

現金和長期負債最新概況

銀娛繼續維持穩健及充裕的流動資金，截至2015年9月30日，手持現
金為60億港元，當中包括5億港元受限制性使用現金，淨現金48億港
元，接近零負債

$9.4

$4.8
$6.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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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娛最新發展概況

「澳門銀河™」第二期

• 預計節省發展成本4億至5億港元

• 路氹第三及第四期

• 地盤勘察工程預計於2016年初展開

橫琴

• 為面積達2.7平方公里的項目繼續進行概念規劃

國際

• 繼續積極於海外地區發掘潛在商機

• 已完成對Société Anonyme des Bains de Mer et du Cercle des Étrangers à 

Monaco (「SBM」) 的策略性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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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集團業績

• 2015年第三季收益為123億港元，按季上升5%

• 2015年第三季經調整EBITDA為21億港元，按季上升13%

• 推動8億港元的成本控制方案

• 另一次特別股息每股0.14港元將約於2015年10月30日派發

營運

• 「澳門銀河™」於2015年第三季錄得經調整 EBITDA為17億港元，按
季上升19%，包括因淨贏率偏低令經調整EBITDA減少約1.17億港元

• 澳門星際酒店於2015年第三季錄得經調整 EBITDA為5.14億港元，按季
上升1%，包括因淨贏率偏低令經調整EBITDA減少約1,100萬港元

• 「澳門百老匯™」於2015年第三季錄得經調整EBITDA 虧損100萬港
元，包括因淨贏率偏低令經調整EBITDA減少約300萬港元

資金狀況

• 流動資金充裕，截至2015年9月30日止手持現金為60億港元，淨現金為
48億港元，接近零負債

發展項目

• 預計「澳門銀河™」第二期節省發展成本4億至5億港元

• 於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市場，擁有清晰的短、中期和長期發展藍圖

• 路氹第三及四期 一地盤勘察工程預計於2016年初展開

• 繼續推進橫琴土地發展概念規劃，已完成對SBM的策略性少數股權投資

• 持續於海外市場發掘潛在商機

• 銀娛具有遠見的發展計畫

• 「成為亞洲首屈一指的博
彩及娛樂企業」

• 集團向實現我們的願景邁
進

定位清晰達至長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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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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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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第三季度未經審核之財務數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