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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一季度未经审计的财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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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一季度摘要 
 2017年第一季度业绩摘要 

• 集团经调整EBITDA按年上升31%至32亿港元 

• 已为集团未来增长建立独特定位 

• 快将公布路氹新里程 

• 与蒙地卡罗滨海渡假酒店集团作策略性合作，继续发掘日本市场 

• 已于2017年4月28日派发每股0.26港元之特别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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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一季度摘要 
 银娱：继续推动中场、盈利收益及控制成本 

• 第一季度集团收益为141亿港元，按年上升5%，按季下跌2% 

• 第一季度集团经调整EBITDA为32亿港元，按年上升31%，按季上升7% 

• 由于博彩业务净赢率偏高，令第一季度经调整EBITDA增加约5,000万港元 

• 过去十二个月经调整EBITDA为111亿港元 

• 第一季度集团旗下七间酒店的入住率为97% 

 

「澳門銀河™」：强健的表现由中场推动 

• 第一季度收益为102亿港元，按年上升5%，按季上升1% 

• 第一季度经调整EBITDA为26亿港元，按年上升27%，按季上升9% 

• 由于博彩业务净赢率偏高，令第一季度经调整EBITDA增加约7,500万港元 

• 第一季度5间酒店入住率为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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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一季度摘要 
 澳门星际酒店：中场带动下令季度业绩稳健 

• 第一季度收益为31亿港元，按年上升6%，按季下跌10% 

• 第一季度经调整EBITDA为6.49亿港元，按年上升27%，按季上升2% 

• 由于博彩业务净赢率偏低，令第一季度经调整EBITDA减少约2,500万港元 

• 第一季度酒店入住率为98% 

 

「澳門百老匯™」：适合一家大小的渡假城并获澳门中小企鼎力支持 

• 第一季度收益为1.35亿港元，去年同期为1.81亿港元，2016年第四季度为1.59亿港元 

• 第一季度经调整EBITDA为600万港元，去年同期则为300万港元，2016年第四季度为1,400万港元 

• 博彩业务净赢率对第一季度经调整EBITDA无构成重大影响 

• 第一季度酒店入住率接近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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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一季度摘要 
 资产负债表：维持资本充足、流动现金充裕 

• 截至2017年3月31日，持有现金及流动投资为250亿港元，净现金为198亿港元 

• 截至2017年3月31日，负债为52亿港元，主要反映库务利息收益率管理策略 

• 已于2017年4月28日派发早前宣布之特别股息每股0.26港元 

 

最新发展概况：澳门最大的发展蓝图及未来盈利潜力 

• 路氹发展：快将开展路氹新里程的工程，包括酒店、MICE、娱乐及博彩元素 

• 横琴：继续推进发展休闲旅游渡假城，与我们在澳门的高能量娱乐渡假城优势互补，预计今年稍
后公布更多详情 

• 国际：宣布与蒙地卡罗滨海渡假酒店集团建立策略伙伴合作关系，藉此在亚洲发展综合渡假城项
目，当中包括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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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一季度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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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娱2017年第一季度收益摘要 

集团于 2017年第一季度收益按年上升5%，按季下跌2%至141亿港元 

第一季 
（按年增长） 

16年第四季至 
17年第一季 
（按季增长） 

 银娱 +5% (2)% 

「澳門銀河™」 +5% +1% 

 澳门星际酒店 +6% (10)% 

「澳門百老匯™」 (25)% (15)% 

 城市娱乐会 (8)% (4)% 

 建筑材料 +35% (2)% 
「澳門銀河™」 

 
澳门星际酒店 

 
「澳門百老匯™」 

 
城巿娱乐会 

 
建筑材料 

 

2016年笫一季 2016年第四季 2017年第一季 

$454 $624 $614 $26 $25 $24 

$181 $159 $135 

$2,918 $3,433 $3,080 

$9,790 
$10,118 $10,244 

银娱收益（百万港元） 

$14,359 
$13,369 $14,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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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娱2017年第一季度经调整EBITDA摘要 

2017年第一季度集团经调整EBITDA 按年上升31%及按季上升7%至32亿港元 
 

 第一季 
（按年增长） 

16年第四季至 
17年第一季 
（按季增长） 

银娱 +31% +7% 

「澳門銀河™」  
+27% 

 
+9% 

澳门星际酒店 +27% +2% 

「澳門百老匯™」 +100% (57)% 

城市娱乐会 (8)% (4)% 

建筑材料 +25% (8)% 
「澳門銀河™」 

 
澳门星际酒店 

 
「澳門百老匯™」 

 城巿娱乐会 

 
建筑材料 

 
净集团支出 

 

2016年第一季 2016年第四季 2017年第一季 

($237) ($209) ($197) 

$92  $125  $115  $26  $25  $24  
$3  $14  $6 

$512  $637  $649  

$2,037  

$2,369  $2,583  

银娱经调整EBITDA（百万港元） 

$3,180 

$2,433 

$2,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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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銀河」 



10 2017年5月 

      「澳門銀河」2017年第一季度摘要 
 

「澳門銀河™」于 2017年第一季度经调整EBITDA按年上升27%及按季上
升9%至26亿港元 

收益 
第一季 

（按年増长） 

 
16年第四季至 
17年第一季  
（按季增长） 

总额 +5% +1% 

贵宾厅博彩 # (6)% +1% 

中场博彩 +21% +3% 

角子机博彩 +19% +3% 

非博彩 +6% (7)% 

经调整EBITDA +27% +9% 

总收益102亿港元，按年上升5%及按季上升1% 

• 贵宾厅收益按年下跌6%，但按季上升1%至51亿港元 

•   中场收益按年上升21%及按季上升3%至40亿港元 

•    非博彩收益达7.07亿港元，当中包括2.22亿港元的租金收益净额 

•    第一季度五间酒店入住率为97% 

经调整EBITDA为26亿港元，按年上升27%及按季上升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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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及32% 

• 由于博彩业务净赢率偏高， 令第一季度经调整EBITDA增加约7,500

万港元 

• 净赢率正常化后，经调整EBITDA按年上升32%及按季上升10%至25

亿港元 

 

 

 

 

 

 

$2,037 
$2,369 

$2,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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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銀河 」经调整EBITDA（百万港元） 

及经调整EBITDA利润率（%） 

#包括金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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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星际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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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637 $649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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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星际酒店2017年第一季度摘要 
                    澳门星际酒店于2017年第一季度经调整EBITDA按年上升27%及按季上

升2%至6.49亿港元 

总收益为31亿港元，按年上升6%，但按季下跌10% 

• 贵宾厅收益按年上升3%，但按季下跌18%至17亿港元 

• 中场收益按年上升10%及按季上升3%至13亿港元 

• 非博彩收益达5,100万港元，当中包括1,200万港元的租金收益净额 

• 第一季度酒店入住率为98% 

经调整EBITDA为6.49亿港元，按年上升27%及按季上升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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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及29% 

• 由于博彩业务净赢率偏低， 令第一季度经调整EBITDA减少约2,500万

港元 

• 净赢率正常化后，经调整EBITDA按年上升23%及按季上升13%至6.73

亿港元 

 

 

 

 

收益     第一季 
 （按年增长） 

16年第四季至 

17年第一季 
（按季增长） 

总额 +6% (10)% 

贵宾厅博彩 +3% (18)% 

中场博彩 +10% +3% 

角子机博彩 +42% (11)% 

非博彩 (9)% (7)% 

经调整EBITDA +27% +2% 

澳门星际酒店经调整EBITDA（百万港元）及 

经调整EBITDA利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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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百老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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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百老匯™ 」于2017年第一季度经调整EBITDA 为600万港元，去年
同期为300万港元，2016年第四季度为1,400万港元 

「澳門百老匯™」2017年第一季度摘要 

总收益为1.35亿港元，去年同期为1.81亿港元，2016年第四季度

为1.59亿港元 

• 中场收益为7,500万港元，按年下跌43%及按季下跌25% 

• 收益下跌反映我们把娱乐桌调配以达至更高及更佳的使用效率 

• 收益比例约39%来自非博彩业务，61%来自博彩业务 

• 第一季度酒店入住率接近100% 

经调整EBITDA为600万港元，去年同期为300万港元，2016年第

四季度为1,400万港元 

•博彩业务净赢率对第一季度经调整EBITDA无构成重大影响 

 

 

收益 第一季 
（按年增长） 

16 年第四季 
至17年第一季 
（按季增长） 

 

总额 (25)% (15)% 

中场博彩 (43)% (25)% 

角子机博彩 +14% +33% 

非博彩 +21% (2)% 

经调整EBITDA +100% (57)% 

2016年第一季 2016年第四季 2017年第一季 

$3  

$14  

$6 

「澳門百老匯™」经调整 EBITDA（百万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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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娱乐会2017年第一季度摘要 

城市娱乐会2017年第一季度的经调整EBITDA为2,400万港元，按年下跌
8%，按季下跌4% 

2016年第一季 2016年第四季 2017年第一季 

$26 
$25 

$24 

城市娱乐会经调整EBITDA（百万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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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材料2017年第一季度摘要 

建筑材料业务于2017年第一季度经调整EBITDA为1.15亿港元，按年上升
25%，但按季下跌8% 

 

2016年第一季 2016年第四季 2017年第一季 

$92 

$125 

$115 

建筑材料经调整EBITDA（百万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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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部分主要奖项  
 
 

奖项  颁奖单位 

银娱 香港上市公司港股 100 强评选 – 综合实力 100 强  腾讯网 x 财华社 

 「澳門
銀河™」 

年度最佳娱乐场综合渡假村 国际博彩业大奬 

亚洲最受亲子欢迎旅游综合渡假城至尊大奖 第十七届中国饭店金马奖 

亚洲最佳综合渡假城 2017亚洲卓越大奖 

优异奖 - 酒店C组 澳电及能源业发展办公室 - 《澳门知悭惜电比赛2016》 

2017《福布斯旅游指南》  

五星酒店 

– 澳门丽思卡尔顿酒店 

– 澳门悦榕庄 

 

五星餐厅 

– 贝隆 

 

五星水疗 

– 澳门悦榕SPA 

– 怡世宝水疗 

 

推荐餐厅 

– 山里日本料理餐厅 

《福布斯旅游指南》  

澳门星际
酒店 

中国十大最具魅力酒店 第十二届中国酒店星光奬 

优异奖 - 酒店C组  澳电及能源业发展办公室 - 《澳门知悭惜电比赛2016》 

亚洲最佳餐饮服务酒店至尊大奖 第十七届中国饭店金马奖 

风味居 《南华早报》– 100家顶尖餐厅2017 

建筑材料
业务 

「商界展关怀」计划 – 连续15年或以上「商界展关怀」标志 香港社会服务联会 

职业健康大奖2016-2017 – 好心情@健康工作间大奖 – 企业/机构组 – 

良好机构大奖 
劳工处 / 职业安全健康局 

香港绿色机构认证 - 减废证书 - 卓越级别 环境运动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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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现金及债务的最新情况  

2016年12月31日 2017年3月31日 

$22.6 

$25.0 

$16.7 

$19.8 

 手持现金及净现金（十亿港元） 

持有现金及流动投资 净现金 

资产负债表：维持资本充足、流动现金充裕 

• 截至2017年3月31日，持有现金及流动投资为250亿港元，净现金为198亿港元 

• 截至2017年3月31日，负债52亿港元，主要反映库务利息收益率管理策略 

• 已于2017年4月28日派发早前宣布之特别股息每股0.26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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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展概况 

路氹 – 新里程 

• 银娱为长远的发展建立独特定位 

• 集团快将为路氹的新里程动工，当中包括酒店、MICE、娱乐和博彩元素 

横琴 

• 银娱正在继续进行横琴的概念计划。这将会让银娱发展一个休闲旅游渡假城，与
我们在澳门的高能量渡假城优势互补 

• 我们预计于今年稍后公布项目详情 

国际  

• 银娱与蒙地卡罗滨海渡假酒店集团宣布正式建立策略伙伴合作关系。有关伙伴合
作关系包括承诺提升双方在业务和品牌上的合作，以及在亚太地区共同发展和营
运包括综合渡假城项目在内的娱乐业务，以及开拓在日本的发展机会 

• 是次协议是银娱于 2015 年 7 月在蒙地卡罗滨海渡假酒店集团进行策略性股权投资
后所作出的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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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银河娱乐集团 

• 2017年第一季度经调整EBITDA为32亿港元，按年上升31% 

• 较早前宣布另一次特别股息每股0.26港元，已于2017年4月28日
派付 

营运 

• 「澳門銀河™」在2017年第一季度收益为102亿港元，经调整
EBITDA为26亿港元，分别按年上升5%及27% 

• 澳门星际酒店在2017年第一季度收益为31亿港元，经调整
EBITDA为6.49亿港元，分别按年上升6%及27% 

• 「澳門百老匯™」在2017年第一季度收益为1.35亿港元，经调
整EBITDA为600万港元 

资金状况 

• 截至2017年3月31日，持有现金及流动投资为250亿港元，净现
金为198亿港元 

• 截至2017年3月31日，负债52亿港元，主要反映库务利息收益率
管理策略 

发展项目 

• 路氹新里程：银娱为长远的发展建立独特定位。集团快将在路氹
的新里程动工，当中包括酒店、MICE、娱乐及博彩元素 

• 横琴：继续推进发展休闲旅游渡假城，与我们在澳门的高能量娱
乐渡假城优势互补，预计今年稍后公布更多详情 

• 国际：宣布与蒙地卡罗滨海渡假酒店集团建立策略伙伴合作关系
，藉此在亚洲发展综合渡假城项目，当中包括日本 

 

 

 

 

 

•银娱以一个愿景起步 

 

•「成为全球公认亚洲首屈
一指的博彩及娱乐企业」 

 

•集团向着实现愿景迈进 

 

 

 
 

 

定位清晰达至长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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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 

本文件及任何口述发表或讨论均由银河娱乐集团有限公司（「本公司」）提供及仅供
个人参考之用。本文件所载数据并没有得到独立核实，概无就本文件所载数据或意见
是否公平、准确、完整或正确作出明确或隐含声明或保证。本文件数据应以出版当时
的所有情况作为参考依据，若数据没有，亦将不会作出更新以反映此文件发表后发生
的任何重大发展。对于使用本文件所载数据或其内容、或基于本文件所载数据而引致
的任何亏损或损失，本公司或其任何关联人士、顾问或代表一概不需承担任何责任(
不论属疏忽或其他原因)。 
  
本文件包含反映本公司对未来发展的看法及展望声明。由于这些前瞻性声明乃基于有
关本公司之经营及其他不受本公司控制因素的假设而定，实际业绩与该等前瞻性声明
可能出现重大差异。本公司不会承担修改前瞻性声明以反映未来事件或情况。 
  
本文件及与其相关的口述均含有专有信息，不得因任何目的直接或间接地将全部或部
分内容复制、发表、流通、或分发给阁下所属组织/机构内外的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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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4日 

2017年第一季度未经审计的财务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