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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河娱乐集团 

2012 年第三季度未经审核之财务数据 
 

集团 EBITDA 达 26 亿元，按年增长 46% 

连续第十六个季度录得增长 
 

「澳门银河™」录得 EBITDA 达 18 亿元 

按年及较第二季分别上升 81%及 12% 
 

「澳门银河™」第二期工程如期进展 
 

 (2012年10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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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9月30日止三个月期间之第三季度未经审核之

财务数据。 

 

 
 
 
 
 
 
 
 
 
 
 
 
 
 
 
 
 
 
 
 

2012 年第三季摘要 
 

银娱:  

 EBITDA达26亿元，按年增长46%  

   连续十六个季度录得集团 EBITDA 增长  

 截至2012年9月30日止十二个月，集团EBITDA上升123%至95亿元 
 

「澳门银河™」: 

 EBITDA达18亿元，按年及较第二季分别增长81%及12%，主要受惠于中场收益上升所致 

 EBITDA利润率按年增长，根据香港公认会计准则由15%升至21%，根据美国公认会计准则由

23%升至29% 

 收益按年增长30%至83亿元，主要由于中场收益按年增长79%及按季增长10% 

 录得年度化投资回报率*达42% 

 酒店入住率上升至97% 

 第二期建筑工程如期进展 
 

星际酒店:  

 EBITDA 达8.43亿元，按年及较第二季分别增加8%及下降7% 

 中场收益按年及较第二季分别增加43%及13% 

 录得投资回报率**达99% 

 正实施新的增长策略，目标于2013年第二季完成 
 

资产负债表: 

 于2012年9月30日手持现金为126亿元，当中包括20亿元的受限制性使用现金 

 净现金为15亿元 

 
* 投资回报率乃按2012年第三季度之年度化EBITDA除以至今为止总投资额 (包括占用的地价) 所得的结果。 

** 投资回报率乃按过去十二个月EBITDA总额除以于2012年9月30日账面总值 (包括地价) 所得的结果。 



 
 

2 | 頁 

 

银娱主席吕志和博士表示：  

 

「银娱于第三季已连续十六个季度录得EBITDA增长，反映了较高利润的中场业务于集
团两项旗舰物业均录得理想表现，以及城市娱乐会和建筑材料业务继续带来稳健的收益
贡献。集团对亚洲客人品味及喜好的透彻了解是我们持续成功的关键。集团本着『傲视
世界 情系亚洲』的服务理念，在物业、产品和服务方面不断创新求进，让集团业务屡
创佳绩。」 

 

「展望未来，随着澳门主要基建项目接近落成，集团深信澳门发展潜力庞大。『澳门银
河™』第二期工程进度良好，将可按计划于 2015 年竣工。届时，我们已占据有利位
置，持续为股东创造价值，并协助澳门成为世界级的娱乐渡假胜地。」 

 

 

集团财务业绩 

 

集团在 2012 年第三季再次录得理想业绩，连续第十六个季度录得 EBITDA 增长，按年

增长 46%至 26 亿元。截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止十二个月，收益增长 76%至 567 亿

元，EBITDA 则上升 123% 至 95 亿元。集团收益按年上升 6%至 140 亿元，主要由

「澳门银河™」第五个完整季度营运的贡献所带动。 

 

集团盈利上升主要由于旗下两大旗舰物业在中场博彩业务均录得理想表现。「澳门银河

™」的中场博彩收益按年增长 79%；星际酒店的按年增幅则达 43%。 

 

城市娱乐会及建筑材料业务表现稳健，收益及盈利均符合预期。 

 

于 2012 年 9 月 30 日，集团手持现金为 126 亿元，当中包括 20 亿元受限制性使用现

金。期末的负债总额为 111 亿元。因此，银娱录得净现金为 15 亿元。 

 
 

「澳门银河™」 

 

「澳门银河™」开幕十七个月，不单止提升了银娱的盈利组合，更进一步推动澳门作为

休闲及旅游胜地的地位。「澳门银河™」于第三季的表现为开幕以来最好，总收益及

EBITDA 分别达 83 亿元及 18 亿元。2012 年第二季的业务增长势头持续至第三季，

EBITDA 按季上升 12%，反映中场业务持续增长，以及营运效益不断提升。根据香港公

认会计准则计算，期内 EBITDA 利润率上升至 21% (2011 年第三季：15%)；而按照美

国公认会计准则计算则达 29% (2011 年第三季：23%)。2012 年第三季的年度化

EBITDA 为 70 亿元，令投资回报率高达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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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宾厅博彩

百万港元 2011年第3季 2012年第2季 2012年第3季

转码数 $162,824 $186,442 $173,295

博彩收益 $4,867 $6,287 $5,720

净赢率 3.0% 3.4% 3.3%  
 

中场博彩

百万港元 2011年第3季 2012年第2季 2012年第3季
投注额 $5,041 $6,041 $6,297

博彩收益 $1,054 $1,717 $1,885

净赢率 20.9% 28.4% 29.9%  
 

角子机博彩

百万港元 2011年第3季 2012年第2季 2012年第3季
投注额 $4,040 $4,385 $5,345

博彩收益 $262 $271 $313

净赢率 6.5% 6.2% 5.8%  
 

 

非博彩业务表现 

 

非博彩业务表现继续优于预期，2012 年第三季收益按年增长 89%至 3.91 亿元，受惠于

期内酒店入住率升至 97%，以及更多酒店房间投入服务，「澳门银河™」于 2012 年第

三季较 2011 年第三季业务持续提升。 

 

「澳门银河™」第二期进展 

 
集团于 2012 年 4 月公布一项新里程 ── 推出「澳门银河™」第二期。项目的建筑进度

较预期快，第二期将把目前「澳门银河™」的面积扩大一倍，我们深信第二期将于

2015 年中成为澳门下一个落成的大型项目。 

 
星际酒店及娱乐场 

 
集团于澳门半岛开设的旗舰物业星际酒店于本季再创佳绩，EBITDA 按年增加 8%至

8.43 亿元，惟较上一季则下降 7%，其中由于第二季净赢率较高令季度贵宾厅博彩收益

额外多出约 1 亿元。星际酒店于本季收益约 52 亿元。根据香港公认会计准则，星际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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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第三季的 EBITDA 利潤率為 16%，而根据美国公认会计准则其利润率则为 26%，相

对于 2011 年第三季分别为 12%及 21%。 

 

星际酒店的投资回报率持续上升，于 2012 年第三季达 99%。 

 

博彩业务方面，受到净赢率较正常化及转码数较低所影响，贵宾厅博彩收益按季减少

14%至 44 亿元。中场博彩表现出色，收益按年及较上一季分别上升 43%及 13%。星际

酒店正实施新的增长策略，目标于 2013 年第二季完成。 

 

贵宾厅博彩

百万港元 2011年第3季 2012年第2季 2012年第3季

转码数 $180,481 $162,971 $147,064

博彩收益 $5,855 $5,115 $4,416

净赢率 3.2% 3.1% 3.0%  
 

中场博彩

百万港元 2011年第3季 2012年第2季 2012年第3季
投注额 $2,254 $2,374 $2,627

博彩收益 $433 $545 $618

净赢率 18.9% 22.5% 23.1%  
 

角子機博彩

百万港元 2011年第3季 2012年第2季 2012年第3季
投注额 $917 $835 $882

博彩收益 $58 $60 $59

净赢率 6.3% 7.2% 6.7%  
 

季内，星际酒店的酒店入住率为 99%。 

 

 

城市娱乐会及建筑材料业务  

 
城市娱乐会第三季的 EBITDA 为 3,900 万元，与去年同期持平。集团将继续审慎管理此

业务，以确保其长远持续发展。 

 

建筑材料业务于第三季录得 EBITDA 为 1.13 亿元，与去年同期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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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澳门博彩市场将继续转变，贵宾厅博彩收益将由历史高位回复到平稳增长，而利润较高

的中场博彩收益占总博彩收益的比例将日渐提高。 

 

展望未来，银娱对行业及澳门整体的增长充满信心，随着澳门多项主要基建项目陆续竣

工，包括其中一项重要基建、连接珠海北至澳门的广珠城际快速轨道最后四个车站预计

于 2013 年初启用，将令来往澳门更加方便。 

 

银娱优势互补的均衡物业组合，能有效满足更多追求旅游及消闲享受的顾客的需要。

「澳门银河™」第二期于2015年竣工后，集团将巩固其有利位置，凭借于澳门拥有最大

相连土地储备以达致长远增长。我们正继续筹划于路氹的未来发展。新项目将赋予集团

无可比拟的增长潜力，令银娱能够傲视同侪，并更有信心实践「成为亚洲首屈一指的博

彩及娱乐企业」的目标。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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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称「银娱」）是亚洲首屈一指的博彩及娱乐企业，于澳门发展及经营

酒店、娱乐场及大型综合渡假城等设施。银娱透过其附属公司银河娱乐场股份有限公司

持有澳门博彩经营权，可于澳门开设及营运娱乐场，而澳门乃中国唯一可进行合法博彩

活动的地区，亦是全球博彩业发展速度最快的城市。 

 

银娱的两个旗舰项目分别是 2011 年 5 月开幕、位于澳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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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际酒店及娱乐

场。2012 年 4 月，银娱宣布开展「澳门银河」第二期工程，到 2015 年中落成后综合渡

假城的面积将增加接近一倍至 1,000,000 平方米，为澳门带来全新而刺激的娱乐体验，

并集休闲、购物和会议展览等多元化娱乐设施于一身，巩固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

之定位。 

 
此外，银娱亦在澳门开设城市娱乐会并经营建筑材料业务。 

 

详情请浏览 www.galaxyentertainment.com 

 

http://www.galaxyentertainmen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