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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第二季度及中期業績之財務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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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河娛樂集團主席的信

我想藉今日機會，向大家報告銀娛最近的狀況以及2021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財務業績。澳門在疫情下有效地
前行，並繼續穩步復甦。儘管內地和澳門最近均發現有零星的新冠肺炎個案，但澳門市場仍錄得連續四個季
度博彩收益上升。澳門政府和銀娛將繼續把公眾健康和安全，以及社會和經濟穩定作為基本工作重點。

於2021年八月初，澳門公佈四個新冠肺炎確診個案。我們欣然看到澳門政府及時並果斷地行動，在三天內為
澳門社區超過70萬人完成檢測，此乃一項出色成就。而可幸的是，全民檢測結果亦全屬陰性。我們感謝並讚
揚澳門社區在這重要過程中充分合作，確保了此龐大任務能夠迅速執行完成。此外，我們亦感謝中央政府從
內地安排300位醫護人員協助進行是次關鍵的檢測工作。檢測結果公佈後，粵澳口岸過境人士持有的核酸陰性
報告之有效期由12小時放寬至48小時。銀娛繼續支持澳門政府多項工作，其中包括設置外展疫苗接種站及舉
辦疫苗教育講座，積極鼓勵員工和他們的家庭成員支持澳門的疫苗接種計劃，以建立免疫屏障並提供即場新
冠肺炎驗測設施。我們的疫苗接種站吸引了超過12,000位員工及其家屬參與或已預約接種。

接下來是2021年第二季度的業績表現，銀娛錄得集團淨收益為56億港元，較去年同期的12億港元，和2021年
第一季度的51億港元均有所改善。集團經調整EBITDA為11億港元，多於2020年第二季度的虧損14億港元，
並按季上升32%。我們亦欣喜非博彩收益表現在2021年第二季度呈現改善，主要由於零售銷售表現強健，顯
示澳門整體復甦的良好態勢。此外，業績表現亦受惠於集團內繼續有效的推行成本控制措施。我們的資產負
債表保持高流動性和穩健。截至2021年6月30日，現金及流動投資達 430億港元，淨現金為 316億港元，負
債總額為114億港元，當中包括109億港元反映庫務利息收益率管理策略和5億港元的核心債項，這讓我們能
彈性地調整業務，同時支持我們的發展計劃。由於持續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董事會今天決定不派發股息。

談談我們的發展項目，首先是路氹第三及四期，標誌著我們繼續對澳門未來的投資。我們欣然於2021年3月
公佈澳門銀河 萊佛士這傳奇品牌，落成後將會帶來約450間全套房的酒店大樓，目標於2022年初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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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河娛樂集團主席的信

我們預計MICE和娛樂市場將會復甦，而緊隨其後的是銀河國際會議中心和澳門安達仕酒店的開業。此外，我
們繼續推進路氹第四期的工程，此乃屬於新世代的綜合度假城，並將令我們在路氹的發展全局得以完成。由
此可見，我們透過路氹第三及四期以支持澳門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願景，對澳門的未來充滿信心。

關於我們在橫琴的發展計劃，我們正等候政府公佈細節，並期待橫琴在澳門的未來佔有更突出的地位。此外
，我們亦正擴大在橫琴及澳門以外的拓展重點，可能包括快速發展中的大灣區之機遇。我們與摩納哥公國的
「蒙地卡羅濱海渡假酒店集團」對日本長遠發展前景仍感興趣，並有信心日本能成功走出新冠肺炎疫情的陰
霾。

我們很高興國際旅遊評論網站「貓途鷹」TripAdvisor最近公佈「澳門銀河™」的澳門麗思卡爾頓酒店，得到
最高殊榮，獲選為優中之優獎項，並在中國廿五間最佳酒店中獲排名第一，在全球廿五間最佳酒店中獲排名
第十四。

今年是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中國共產黨成功帶領中國走上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取得讓世界重視的巨
大成就，銀娛特此向國家致以衷心的祝賀。不幸地，河南省在7月經歷了嚴重天然災害，我們祝願所有受影響
的民生能盡快恢復，銀娛捐出1,000萬澳門元以支援抗洪救災。

最後，我要感謝所有醫護及救援人員，竭盡所能確保澳門安全。我亦要再次感謝每位銀娛的員工，在此時刻
與公司共度時艱。我們的前景仍然光明！

主席
呂志和博士
GBM，MBE，太平紳士，LLD，DSSc，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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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摘要

銀娛：疫情下繼續穩步復甦並繼續有效地控制成本

2021年第二季度

• 第二季度集團淨收益為56億港元，對比去年同期為12億港元，2021年第一季度則為51億港元

• 第二季度集團經調整EBITDA為11億港元，對比去年同期為(14)億港元，2021年第一季度則為
8.59億港元

• 因淨贏率偏高增加7,400萬港元，第二季度正常化後經調整EBITDA為11億元，對比去年同期為
(14)億港元，2021年第一季度則為6.9億港元

• 過去十二個月經調整EBITDA為21億港元，2021年第一季度則為(4.44)億港元

2021年上半年

• 上半年集團淨收益為107億港元，按年上升71%

• 上半年集團經調整EBITDA為20億港元，對比2020年上半年為(11)億港元

• 上半年股東應佔溢利為9億港元，對比2020年上半年為 (29)億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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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摘要

「澳門銀河™」：疫情下繼續穩步復甦

2021年第二季度

• 第二季度淨收益為38億港元，對比去年同期為3.11億港元，2021年第一季度則為34億港元

• 第二季度經調整EBITDA為9.24億港元，對比去年同期為(12)億港元，2021年第一季度則為7.64

億港元

• 因淨贏率偏高增加8,600萬港元，第二季度正常化後經調整EBITDA為8.38億港元，對比去年同期
為(12)億港元，2021年第一季度則為6.37億港元

• 第二季度五間酒店平均入住率為53%

2021年上半年

• 上半年淨收益為72億港元，按年上升88%

• 上半年經調整EBITDA為17億港元，對比2020年上半年為(8.48)億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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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摘要

澳門星際酒店：疫情下繼續穩步復甦

2021年第二季度

• 第二季度淨收益為9.32億港元，對比去年同期為8,100萬港元，2021年第一季度則為10億港元

• 第二季度經調整EBITDA為1.35億港元，對比去年同期為(3.06)億港元，2021年第一季度則為1.7

億港元

• 因淨贏率偏低減少1,200萬港元，第二季度正常化後經調整EBITDA為1.47億港元，對比去年同期
為(2.97)億港元，2021年第一季度則為1.28億港元

• 第二季度酒店入住率為77%

2021年上半年

• 上半年淨收益為19億港元，按年上升80%

• 上半年經調整EBITDA為3.05億港元，對比2020年上半年為(2.02)億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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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摘要

「澳門百老匯™」：適合一家大小的度假城並獲澳門中小企鼎力支持

2021年第二季度

• 第二季度淨收益為1,400萬港元，對比去年同期為1,200萬港元，2021年第一季度則為1,500萬港元

• 第二季度經調整EBITDA為(2,000)萬港元，對比去年同期為(5,200)萬港元，2021第一季度則為
(2,300)萬港元

• 淨贏率對2021年第二季度、去年同期和2021年第一季度的經調整EBITDA均沒有構成影響

• 2021年第二季度酒店暫停營業

2021年上半年

• 上半年淨收益為2,900萬港元，對比2020年上半年為6,500萬港元

• 上半年經調整EBITDA為(4,300)萬港元，對比2020年上半年為(9,700)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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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摘要

資產負債表：維持健康及高流動性的資產負債表

• 截至2021年6月30日，持有現金及流動投資合共為430億港元，淨現金為316億
港元

• 截至2021年6月30日，負債為114億港元，主要反映庫務利息收益率管理策略

股息

• 由於持續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董事會今天決定不派發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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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摘要

最新發展概況：繼續推進路氹第三、四期

• 繼續在旗下的度假城進行提升工程，藉此保持其競爭力及對顧客的吸引力

• 路氹第三及四期：繼續推進第三及四期發展，項目聚焦在非博彩業務，主要針對
MICE、娛樂和適合家庭旅客的設施，此外亦包括博彩，而發展時間表可能會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 澳門銀河 萊佛士作為路氹第三期的一部分，擁有450間全套房，目標於2022年初
開幕，其後開幕的將會是銀河國際會議中心和澳門安達仕酒店，並繼續推進第四
期建築工程

• 大灣區及橫琴：繼續推進我們在橫琴的計劃，並以探索快速發展中的大灣區潛在
機遇，擴大我們的拓展重點

• 國際：繼續在海外市場發掘發展機遇，包括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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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中期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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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娛2021年上半年收益摘要

2021年上半年集團淨收益按年上升71%至107億港元

「澳門銀河™」 澳門星際酒店 「澳門百老匯™」
城市娛樂會 建築材料

「澳門銀河™」 澳門星際酒店 「澳門百老匯™」
城市娛樂會 建築材料

$1,222 $1,517 $1,431

城市娛樂會,

$18 

城市娛樂會,

$9 

城市娛樂會,

$30 

「澳門百老匯」,

$68 
「澳門百老匯」,

$31 

「澳門百老

匯」,

$30

$1,366 
$1,473 

$2,385 

$4,942 $4,681 

$8,420

2020年上半年 2020年下半年 2021年上半年

銀娛總收益（百萬港元）

$12,296

$7,616 $7,711

$1,222 $1,517 $1,431 

城市娛樂會,

$18 

城市娛樂會,

$9 

城市娛樂會,

$30 

「澳門百老匯」,

$65 

「澳門百老匯」,

$29 

「澳門百老

匯」,

$29 

$1,083 
$1,154 $1,945 

$3,835 
$3,944 

$7,226 

2020年上半年 2020年下半年 2021年上半年

銀娛淨收益（百萬港元）

$10,661

$6,653
$6,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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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年變化 總收益 淨收益

銀娛總額 +61% +71%

「澳門銀河™」 +70% +88%

澳門星際酒店 +75% +80%

「澳門百老匯™」 (56)% (55)%

城巿娛樂會 +67% +67%

建築材料 +17% +17%

按半年變化 總收益 淨收益

銀娛總額 +59% +60%

「澳門銀河™」 +80% +83%

澳門星際酒店 +62% +69%

「澳門百老匯™」 (3)% 0%

城巿娛樂會 +233% +233%

建築材料 (6)% (6)%

銀娛2021年上半年收益摘要

2021年上半年集團淨收益按年上升71%至107億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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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9 $609 $445

城市娛樂會,

$18 

城市娛樂會,

$9 

城市娛樂會,

$30 

「澳門百老

匯™」

, $(97)

「澳門百老

匯™」, 

$(65)

「澳門百

老匯™」, 

$(43)

$(202)
$(73)

$305

$(848)

$(52)

$1,688

$(467)

$(361)
$(434)

2020年上半年 2020年下半年 2021年上半年

銀娛經調整EBITDA（百萬港元） 按年變化 按半年變化

銀娛總額 +283% +2872%

「澳門銀河™」 +299% +3346%

澳門星際酒店 +251% +518%

「澳門百老匯™」 +56% +34%

城巿娛樂會 +67% +233%

建築材料 (13)% (27)%

$(1,087)

2021年上半年集團經調整EBITDA為20億港元，對比2020年上半年為
(11)億港元

• 因淨贏率偏高增加2.43億港元，2021年上半年正常化後經調整EBITDA為17億港元，對比去年同期為
(12)億港元，2020年下半年則為1億港元

$67

$1,991

銀娛2021年上半年經調整EBITDA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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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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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上半年股東應佔溢利為9億港元，包括1億港元非經常項目，對
比2020年上半年為虧損29億港元

（百萬港元） 2020年上半年 2021年上半年 按年變化

淨收益  $                   6,223  $               10,661 71%

經調整EBITDA  $                 (1,087)  $                 1,991 283%

股東應佔溢利 / (虧損)  $                 (2,856)  $                    947 133%

非經常項目  $                      691  $                    103 

經調整股東應佔溢利 / (虧損)  $                 (2,165)  $                 1,050 148%

銀娛2021年上半年股東應佔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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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第二季度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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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於2021年第二季度淨收益為56億港元，對比去年同期為12億港
元，2021年第一季度則為51億港元

按年變化 按季變化

銀娛總額 +383% +9%

「澳門銀河™」 +1125% +11%

澳門星際酒店 +1051% (8)%

「澳門百老匯™」 +17% (7)%

城巿娛樂會 +900% +100%

建築材料 +6% +23%

銀娛2021年第二季度收益

「澳門銀河™」 澳門星際酒店 「澳門百老匯™」
城市娛樂會 建築材料

$747 $641 $790

城市娛樂會,

$2

城市娛樂會,

$10
城市娛樂會,

$20

「澳門百老匯」,

$12

「澳門百老匯」,

$15 「澳門百老匯」,

$14

$81

$1,013 $932
$311

$3,417

$3,809

2020年第二季 2021年第一季 2021年第二季

銀娛淨收益（百萬港元）

$1,153

$5,565

$5,096



172021年8月

$(227) $(218) $(216)

$390 
$156 $289

城市娛樂會,

$2 

城市娛樂會,

$10 

城市娛樂會,

$20 

$(52) $(23) $(20)
$(306)

$170 
$135

$(1,177)

$764 
$924

2020年第二季 2021年第一季 2021年第二季

銀娛經調整EBITDA（百萬港元）

集團2021年第二季度經調整EBITDA為11億港元，對比去年同期為
(14)億港元，2021年第一季度則為8.59億港元

• 因淨贏率偏高增加7,400萬港元，第二季度正常化後經調整EBITDA為11億港元，對比去年同期為
(14)億港元，2021年第一季度則為6.9億港元

按年變化 按季變化

銀娛總額 +183% +32%

「澳門銀河™」 +179% +21%

澳門星際酒店 +144% (21)%

「澳門百老匯™」 +62% +13%

城巿娛樂會 +900% +100%

建築材料 (26)% +85%

$1,132
$859

銀娛2021年第二季度經調整EBIT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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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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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銀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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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博彩收益 +558% +35%

博彩總收益

貴賓廳博彩 # +441% +2%

中場博彩 +3116% +10%

角子機博彩 +1143% +71%

博彩總收益 +1032% +9%

「澳門銀河™」第二季度經調整EBITDA為9.24億港元，對比去年同期
為(12)億港元，2021年第一季度則為7.64億港元

第二季度淨收益為38億港元，對比去年同期3.11億港元，2021

年第一季度則為34億港元

• 貴賓廳收益為13億港元，對比去年同期為2.46億港元，2021

年第一季度則為13億元

• 中場收益22億港元，對比去年同期為6,900萬港元，2021年
第一季度則為20億港元

• 非博彩收益為7.30億港元，對比去年同期為1.11億港元，當
中包括4.23億港元租金收益淨額

• 第二季度五間酒店入住率為53%

第二季度經調整EBITDA為9.24億港元，對比去年同期為(12)億
港元，2021年第一季度則為7.64億港元

• 因淨贏率偏高增加8,600萬港元，第二季度正常化後經調整
EBITDA為8.38億港元，對比去年同期為(12)億港元，2021年
第一季度則為6.37億元

# 包括金門

「澳門銀河」 按年變化 按季變化

總收益 +913% +12%

淨收益 +1125% +11%

經調整 EBITDA +179% +21%

「澳門銀河™」2021年第二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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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星際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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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收益為9.32億港元，對比去年同期8,100萬港元，2021年
第一季度則為10億港元

• 貴賓廳收益為3.63億港元，對比去年同期為6,000萬港元，
2021年第一季度則為4.7億港元

• 中場收益7.02億港元，對比去年同期為3,700萬港元，2021

年第一季度則為7.27億港元

• 非博彩收益為4,700萬港元，對比去年同期為800萬港元，
當中包括700萬港元租金收益淨額

• 第二季度酒店入住率為77%

經調整EBITDA為1.35億港元，對比去年同期為(3.06)億港
元，2021年第一季度則為1.7億港元

• 因淨贏率偏低減少1,200萬港元，第二季度正常化後經調整
EBITDA為1.47億港元，對比去年同期為(2.97)億港元，
2021年第一季度則為1.28億元

澳門星際酒店第二季度經調整EBITDA為1.35億港元，對比去年同期為
(3.06)億港元，2021年第一季度則為1.7億港元

非博彩收益 +488% +15%

博彩總收益

貴賓廳博彩 +505% (23)%

中場博彩 +1797% (3)%

角子機博彩 +167% (11)%

博彩總收益 +950% (11)%

澳門星際酒店 按年變化 按季變化

總收益 +917% (10)%

淨收益 +1051% (8)%

經調整 EBITDA +144% (21)%

澳門星際酒店2021年第二季度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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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百老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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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百老匯™」第二季度經調整EBITDA為(2,000)萬港元，對比去年
同期為(5,200)萬港元，2021年第一季度則為(2,300)萬港元

淨收益為1,400萬港元，對比去年同期為1,200萬港元，
2021年第一季度則為1,500萬港元

• 2021年第二季度酒店暫停營業

經調整EBITDA為(2,000)萬港元，對比去年同期為(5,200)

萬港元，2021年第一季度則為(2,300)萬港元

• 淨贏率對2021年第二季度、去年同期和2021年第一季度
的經調整EBITDA均沒構成影響

* 期間娛樂桌關閉

非博彩收益 +27% (7)%

博彩總收益

中場博彩* N/A N/A

角子機博彩 0% NMF

博彩總收益 0% NMF

「澳門百老匯™」 按年變化 按季變化

總收益 +25% 0%

淨收益 +17% (7)%

經調整 EBITDA +62% +13%

「澳門百老匯™」2021年第二季度

2020年第二季 2021年第一季 2021年第二季

-$52

-$23 -$20

經調整EBITDA（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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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娛樂會2021年第二季度經調整EBITDA為2,000萬港元，對比去年同
期為200萬港元，2021年第一季度則為1,000萬港元

城市娛樂會2021年第二季度

2020年第二季 2021年第一季 2021年第二季

$2

$10

$20

經調整EBITDA（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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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材料於2021年第二季度經調整EBITDA按年下跌26%，按季上升
85%至2.89億港元

Nan Gang Slag Plant

建築材料2021年第二季度

普洱水泥廠

2020年第二季 2021年第一季 2021年第二季

$390

$156

$289

經調整EBITDA（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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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上半年部分主要獎項

獎項 頒發單位

銀娛 ESG 嘉許典禮2021 - ESG Care Label 2021-2022

SocietyNext 基金會、香港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協會和平中心、扶輪和平行動小

組

「澳門銀河TM」

2020 年澳門環保酒店獎 - 銀獎 – 銀河酒店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環境保護局

米芝蓮一星
• 8½ Otto e 

Mezzo 

BOMBANA 

• 麗軒

米芝蓮餐盤
• 庭園意大利餐廳
• 麗思咖啡廳
• 山里

2021上佳豪華酒店
• 澳門悦榕庄
• 澳門麗思卡爾頓酒

店

2021上佳高級舒適酒
店
• 澳門大倉酒店 《米芝蓮指南 香港澳門2021》

旅行者之選 ( 前25大酒店 -

中國)

• 澳門麗思卡爾頓酒店 (第
1位)

• 澳門大倉酒店 (第7位)

旅行者之選 (前 25 大酒店
- 全球)

• 澳門麗思卡爾頓酒店 (第
14位)

旅行者之選大獎2021

• 銀河酒店
• 澳門悦榕庄
• 澳門JW萬豪酒店

猫途鹰

2021福布斯旅遊
指南五星評級酒
店
• 澳門悦榕庄
• 澳門麗思卡爾頓

酒店

2021福布斯旅遊
指南五星評級水
療中心
• 澳門悦榕Spa

• 澳門麗思卡爾頓
水療中心

2021福布斯旅遊
指南五星評級餐
廳
• 貝隆
• 麗軒

2021福布斯旅遊指南
Health Security 

VERIFIED™認證
• 澳門麗思卡爾頓酒店
• 澳門大倉酒店
• 澳門悦榕庄

福布斯旅遊指南

《南華早報》「100 Top Tables 2021」
• 8½ Otto e Mezzo BOMBANA 

• 麗軒
• 山里

《南華早報》

「節能概念」大獎（酒店組）
酒店B組 (優異獎)

澳門知慳惜電活動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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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上半年部分主要獎項

獎項 頒發單位

澳門星際酒店

高級舒適酒店

米芝蓮二星 - 風味居
《米芝蓮指南 香港澳門2021》

《南華早報》「100 Top Tables 2021」- 風味居 《南華早報》

一鑽餐廳 2021黑珍珠餐廳指南

「澳門百老匯™」

星級旅遊服務認可計劃一級餐廳

澳門旅遊局

 翠華餐廳（「澳門百老匯」）
 巴山酸辣粉
 百味館
 福龍葡國餐
 度小月
 鳳城禮記魚翅海鮮酒家
 火宮殿
 加東

 添好運點心專門店
 榮記荳腐麵食
 杏香園
 皇冠小館
 松花湖水餃
 33小籠包
 滷友記美食

酒店B組 (優異獎) 澳門知慳惜電活動2020

米芝蓮餐盤 – 皇冠小館 《米芝蓮指南香港澳門2021》

建築材料業務

第十九屆香港職業

安全健康大獎 – 安

全表現大獎 (其他

行業組別) – 傑出

第十九屆香港職業安全

健康大獎 – 安全管理制

度大獎 (其他行業組別) –

優異獎

第十九屆香港職業安全健康大獎

-安全管理制度大獎 – 最佳工作

間預防感染措施獎 (其他行業組

別) – 優異獎

職業安全健康局

建造業義工獎勵計劃2021 – 首次參與機構特別嘉許 建造業運動及義工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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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表：維持穩健及高流動性的資產負債表

• 截至2021年6月30日，持有現金及流動投資合共為430億港元，淨現金為316億港元

• 截至2021年6月30日，負債為114億港元，當中包括109億港元反映庫務利息收益率管理策略和5億港
元的核心債項

現金及負債概況

2020年12月31日 2021年3月31日 2021年6月30日

$46.0
$42.4 $43.0

$36.8
$33.6

$31.6

現金及流動投資和淨現金（十億港元）

現金及流動投資 淨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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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氹 – 新里程

• 銀娛已為長遠的發展建立獨特定位。我們繼續推
進第三及四期工程，並檢視及提升計劃以達至發
展成世界級的最優質項目。我們認為高端市場正
在不斷發展，這階層較喜歡高質素及更寬敞的客
房。第三及四期將合共提供約3,000間適合高端和
家庭旅客的客房及別墅、400,000 平方呎的會議
展覽空間、500,000 平方呎設有 16,000 個座位的
多用途場館、餐飲、零售以及娛樂場等

• 我們會盡力維持發展目標，但由於受到新冠肺炎
疫情波及，發展時間表有可能會受阻。目前，我
們難以量化疫情的影響但會盡力維持我們的時間
表

• 公佈引入澳門銀河 萊佛士，擁有450間全套房的
酒店，目標於2022年初開幕

• 我們預計MICE和娛樂市場將會復甦，而緊隨其後
的是銀河國際會議中心和澳門安達仕酒店的開業
。此外，我們繼續推進路氹第四期的工程，此乃
屬於新世代的綜合度假城，並將令我們在路氹的
發展全局得以完成。由此可見，我們透過路氹第
三及四期以支持澳門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
的願景，對澳門的未來充滿信心

銀娛最新發展概況

銀河國際會議中心、銀河綜藝館及安達仕酒店大樓

澳門銀河 萊佛士
的最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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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

• 集團駐日本的團隊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繼續為拓展日本市場而努力

• 我們視日本為長遠發展的理想機遇，能與我們在澳門的業務和其他海外發展計劃相輔相成

• 銀娛與摩納哥公國的「蒙地卡羅濱海渡假酒店集團」和我們的日本合作伙伴，均期待將我們的世
界級綜合度假村品牌帶到日本

銀娛最新發展概況

「澳門銀河™」及澳門星際酒店

• 我們繼續在旗下的度假城進行提升工
程，藉此保持其競爭力及對顧客的吸
引力

大灣區 / 橫琴

• 關於我們在橫琴的發展計劃，我們正
等候政府公佈細節，並期待橫琴在日
後澳門的發展佔有更突出的地位

• 此外，我們亦正擴大在橫琴及澳門以
外的拓展重點，可能包括快速發展中
的大灣區之機遇

已揭幕的「澳門銀河™」升級水晶大堂
相鄰於澳門銀河 萊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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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娛以一個願景起步

•「成為全球公認亞洲
首屈一指的博彩及娛
樂企業」

•集團向著實現願景邁
進

集團：疫情下繼續穩步復甦並繼續有效地控制成本
• 上半年集團經調整EBITDA為20億港元，對比去年上半年為(11)

億港元
• 第二季度集團經調整EBITDA為11億港元，對比去年同期為(14)

億港元，2021年第一季度則為8.59億港元
• 由於持續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董事會今天決定不派發股息

營運：疫情下繼續穩步復甦
• 「澳門銀河™」 於2021年上半年錄得淨收益為72億港元，經調

整EBITDA為17億港元；第二季度經調整EBITDA為9.24億港元
• 澳門星際酒店於2021年上半年錄得淨收益19億港元，經調整

EBITDA為3.05億港元；第二季度經調整EBITDA為1.35億港元
• 「澳門百老匯™」 2021年上半年錄得淨收益2,900萬港元，經調

整EBITDA為(4,300)萬港元；第二季度經調整EBITDA為(2,000)

萬港元
• 建 築 材 料 於 2021年 上半 年 錄 得 淨 收 益 為 14億 港 元 ， 經 調 整

EBITDA為4.45億港元；第二季度經調整EBITDA為2.89億港元

財務狀況：穩健及高流動性的資產負債表
• 截至2021年6月30日，持有現金及流動投資為430億港元，淨現

金為316億港元
• 截至2021年6月30日，負債為114億港元，當中包括109億港元反

映庫務利息收益率管理策略和5億港元的核心債項

發展藍圖：繼續推進第三及四期項目
• 繼續在旗下的度假城進行提升工程，藉此保持其競爭力及對顧客

的吸引力
• 路氹第三及四期：繼續推進第三及四期發展，項目聚焦在非博彩

業務，主要針對MICE、娛樂和適合家庭旅客的設施，此外亦包
括博彩，而發展時間表可能會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 澳門銀河 萊佛士作為路氹第三期的一部分，擁有450間全套房，
目標於2022年初開幕，其後開幕的將會是銀河國際會議中心和澳
門安達仕酒店，並繼續推進第四期建築工程

• 大灣區及橫琴：繼續推進我們在橫琴的計劃，並以探索快速發展
中的大灣區潛在機遇，擴大我們的拓展重點

• 國際：繼續在海外市場發掘發展機遇，包括日本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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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所載資料並沒有得到獨立核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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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資料應以出
版當時的所有情況作為參考依據，若資料沒有，亦將不會作出更新以反映此文件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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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或代表一概不需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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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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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不會承擔修改前瞻性聲明以反映未來事件或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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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分發給閣下所屬組織/機構內外的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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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第二季度及中期業績之財務數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