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即時發佈即時發佈即時發佈即時發佈        
銀河娛樂集團銀河娛樂集團銀河娛樂集團銀河娛樂集團 2010201020102010 年年年年第一季業績第一季業績第一季業績第一季業績    

集團集團集團集團 EBITDA 創創創創季度季度季度季度新高新高新高新高達達達達 4.174.174.174.17 億港元億港元億港元億港元    

星際酒店星際酒店星際酒店星際酒店 EBITDA 創創創創季度新高季度新高季度新高季度新高達達達達 3.693.693.693.69 億港元億港元億港元億港元    及及及及    
EBITDA 連續第七個季度錄得增長連續第七個季度錄得增長連續第七個季度錄得增長連續第七個季度錄得增長     （香港，2010 年 6 月 2 日）- 銀河娛樂集團有限公司「銀娛」或「集團」）（股票編號：27）今天公佈截至 2010 年 3 月 31 日為止的三個月未經審核業績。集團乃為全球增長最快的娛樂博彩公司之一，期內業績更創新高。  2010201020102010 年第一季業績摘要年第一季業績摘要年第一季業績摘要年第一季業績摘要     銀娛銀娛銀娛銀娛：：：： 

• 季度 EBITDA 創新高，並連續第六個季度錄得 EBITDA 增長 
• EBITDA 達 4.17 億港元，較 2009 年第一季增長 79% 
• 收益達 39.5 億港元，較 2009 年第一季增長 51%  星際酒店星際酒店星際酒店星際酒店：：：：    星際酒店繼續成為澳門表現最佳的娛樂酒店項目之一： 
• 季度 EBITDA 創新高 
• 連續第七個季度錄得 EBITDA 增長 
• 連續兩個季度內創 EBITDA 新高  
• 首季 EBITDA 達 3.69 億港元，較 2009 年首季增長 81% 
• 貴賓廳轉碼數錄得 1,020 億港元新高，較 2009 年第一季增長 86% 
• 年均投資回報率高達 35%  「「「「澳門銀河澳門銀河澳門銀河澳門銀河™™™™」」」」 
• 「澳門銀河™」將如期及按預算於 2011 年初開幕 
• 「澳門銀河™」俱樂部式籌組貸款增加至 90 億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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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河娛樂集團主席呂志和博士表示銀河娛樂集團主席呂志和博士表示銀河娛樂集團主席呂志和博士表示銀河娛樂集團主席呂志和博士表示：「集團的核心博彩業務於年初有良好的表現，延續了 2009 年全年的強勁增長勢頭。星際酒店再度錄得季度業績新高，貴賓廳業務的收益與 EBITDA 較上一季和去年同期均有大幅增長。受到農曆新年所帶來的季節性影響，每年首季業績都錄得強勁的表現。四月份之業績再次錄得新高，我們感到喜出望外，並對 2010 年之前景保持樂觀。」   集團財務業績集團財務業績集團財務業績集團財務業績 集團在第一季度內錄得強勁的增長。季度收益為 39.5 億港元，較去年第一季增長 51%，其中星際酒店的收益增長更高達 67%。期內，集團連續第六個季度錄得 EBITDA 增長，並開創季度 EBITDA 新高。  截至 2010 年 3 月 31 日的三個月，集團錄得 EBITDA 為 4.17 億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79%。由於期內各項業務均表現優秀，使首季 EBITDA 能再創新高。   星際酒店星際酒店星際酒店星際酒店     星際酒店首季度繼續錄得驕人增長，其 EBITDA 達 3.69 億港元，乃連續兩個季度開創季度 EBITDA 新高，並連續第七個季度錄得 EBITDA 增長。收益達 33.5 億港元，較2009 年首季增長 67%。星際酒店的年均投資回報率達 35%。星際酒店憑藉優良的項目質素，以銀娛之「亞洲心」為服務理念，多年來在貴賓廳市場上建立了良好的聲譽及領先地位，並取得重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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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新增設兩間貴賓廳，令博彩轉碼數增加，加上實行嚴謹的營運和成本控制，而凈贏率亦大致達到合理水平，因此令期內 EBITDA 取得卓越的表現。星際酒店的貴賓廳轉碼數錄得 1,020 億港元的新高，同比增長 86%。  星際酒店的季度 EBITDA 利潤率為 11%，相比 2009 年第一季為 10%。若根據美國公認會計準則，星際酒店的 EBITDA 利潤率應約為 18%，相比 2009 年第一季則為 16%。  星際酒店的入住率持續高於整體市場，平均維持在 94%的良好水平。星際酒店再次被公認為澳門領先的豪華娛樂場酒店，獲頒發多項額外殊榮，包括「第七屆中國酒店金枕頭獎」的「澳門最佳商務酒店」獎、「中國飯店金馬獎」的「中國最佳旅遊博彩主題酒店」和「亞洲酒店論壇中國酒店星光獎」的「中國十大最具魅力酒店」獎。   城市娛樂會城市娛樂會城市娛樂會城市娛樂會     城市娛樂會於澳門繼續為集團提供可觀的盈利貢獻，EBITDA 於第一季度錄得 3,000 萬港元。我們繼續以穩健的管理政策，通過重訂娛樂會的規模及重整其營運模式，從而保持其盈利表現。      

星際酒店星際酒店星際酒店星際酒店 EBITDA（（（（百萬百萬百萬百萬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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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材料建築材料建築材料建築材料  集團的建築材料業務表現持續穩健，並受惠於日益改善的市場環境和內地推行的經濟刺激方案。這項業務在第一季度內錄得收益 2.85 億港元，EBITDA 由 2009 年第一季度的 4,500 萬港元上升至本季的 6,800 萬港元，增幅達 51%。業績的增長反映集團於中國內地策略性轉向發展新聯營企業的成效。根據香港的會計標準，銀娛不能將其合營企業的收益納入綜合財務表內，但可按其控股比例而將相關之 EBITDA記入報表。     「「「「澳門銀河澳門銀河澳門銀河澳門銀河™™™™」」」」 「澳門銀河™」將成為未來 12 個月內在澳門推出的最大型娛樂渡假項目。「澳門銀河™」定於 2011 年初開幕，其定位獨特，將是澳門首個以亞洲特色為核心主題的綜合渡假項目，並將成為亞洲最大型的休閒設施之一。「澳門銀河™」以「傲視世界，情繫亞洲」為理念，將在澳門提供具亞洲元素的多元化娛樂及餐飲設施。 「澳門銀河™」是專為亞洲人度身訂造的項目，並由世界級設計團隊和合作伙伴攜手為旅客打造一個精彩、神秘的世界，讓人體驗探索的刺激。「澳門銀河™」設有三家備受推崇的亞洲品牌酒店，當中包括悅容莊（Banyan Tree）、日本五星級大倉酒店（Okura 酒店）及銀河酒店，旅客可以入住酒店所提供的套房、水上別墅及享用獲獎無數的水療中心，體驗非同凡響的豪華舒適。     「澳門銀河™」將成為亞洲人的驕傲，我們提供以亞洲特色為主題的娛樂、餐飲和住宿服務，向旅客展示出「澳門銀河™」獨特的亞洲色彩及魅力。 於 2010 年 4 月，集團宣佈獲得一筆由亞洲多家主要銀行組成的財團超額參與的俱樂部式籌組貸款。在各銀行大力支持下，該筆貸款最後增加至 90 億港元。         2010201020102010 年集團展望年集團展望年集團展望年集團展望      繼首季的強勁表現，集團 2010 年第二季度已較去年有著更佳的開始。銀娛目前正處於極佳的位置，隨時捕捉世界最大博彩市場所帶來的機遇，於 2011 年初，集團將成為澳門唯一一個於澳門半島中心地帶及路氹兩地皆擁有旗艦物業之營運商。隨著澳門逐漸發展成為亞洲區內多元化的旅遊中心，預期集團將可受惠於旅遊及娛樂業持續增長所帶來的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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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業績業績業績期期期期後後後後之之之之最新最新最新最新發展發展發展發展     於 2010 年 4 月，銀娛宣佈獲得一筆總額增加至 90 億港元的俱樂部式籌組貸款，全數用以發展「澳門銀河™」項目。這筆為期 6 年的俱樂部式貸款利率定於香港銀行同業拆息港元利率加 4.5%，我們預期貸款安排將於短期內完成。  銀行財團承諾持有全部貸款，不會轉售任何部分。參與的銀行包括工商銀行（澳門）股份有限公司、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星展銀行有限公司、恒生銀行有限公司、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大西洋銀行及廣東發展銀行。  於 2010 年 4 月 23 日，集團宣佈贖回所有尚未償還之 2012 年到期的 9.875厘有擔保優先票據，本金總額為 2.812 億美元 (21.93 億港元)，並在 5 月 24 日已全數贖回。該計劃將能有效改善集團的財務效益。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回饋社會  為繼續履行其企業社會責任，銀娛聯同呂志和基金於 2010 年 4 月宣佈向多個團體捐款，以支持社會慈善振災活動，其中包括澳門大學興建新校舍、青海地震和中國西南災區抗旱救災行動。  近期星際酒店獲得之殊榮  星際酒店近期屢獲殊榮，證明星際酒店繼續被評為澳門領先的酒店之一：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頒發機構頒發機構頒發機構頒發機構 

 澳門最佳商務酒店 第七屆中國酒店金枕頭獎 

 中國最佳旅遊博彩主題酒店 中國飯店金馬獎 

 中國十大最具魅力酒店 亞洲酒店論壇中國酒店星光獎 

 五星鑽石獎 美國優質服務科學協會 

 一星級別餐廳(澳門) - 蘇浙滙 米芝蓮指南- 香港‧澳門 
 必比登超值食府 - 丹桂軒  米芝蓮指南- 香港‧澳門 
 米芝蓮推介食府- 稻菊日本料理 米芝蓮指南- 香港‧澳門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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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銀河娛樂集團有限公司有關銀河娛樂集團有限公司有關銀河娛樂集團有限公司有關銀河娛樂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聯合交易所股份代號香港聯合交易所股份代號香港聯合交易所股份代號香港聯合交易所股份代號: 27): 27): 27): 27)        銀河娛樂集團有限公司透過其附屬公司銀河娛樂場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澳門博彩專營 權，可於澳門開設及營運娛樂場，而澳門乃中國唯一可進行合法博彩活動的地區。  集團現時擁有及經營位於澳門半島的五星級星際酒店及娛樂場，以及於澳門經營四間 城市娛樂會娛樂場。集團在澳門路氹正發展一項集休閒、娛樂和博彩的大型綜合式渡 假城「澳門銀河™」，為澳門創建一個極具亞洲特色的渡假新勝地，將為集團長遠發展帶來增長。  詳情請瀏覽 www.galaxyentertainment.com   傳媒查詢傳媒查詢傳媒查詢傳媒查詢::::        銀河娛樂集團有限公司 賈文尼先生 副總裁 — 投資者關係 電話: (+852) 3150 1111 電郵: ir@galaxyentertainmen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