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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河娱乐集团主席的信
我希望藉此机会，向各位报告市场的整体概况并回顾银娱于2022年的财务表现。澳门与全球其他地区一样在整个2022年继续受到新冠肺炎疫情
的影响，内地、澳门和香港间歇的疫情爆发，相应的旅游及隔离限制因而影响了访客量。我欣喜地向大家报告，澳门的旅游限制自2023年初起
撤销，为2023年迎接内地和国际旅客做好充份准备。

我们很高兴各关口自2023年初起重开，为澳门带来稳健的需求及相关收益，而我们尤其为春节黄金周的表现感到鼓舞。我们希望市场可持续复
苏，同时保持审慎乐观。

此外，我们欣喜获澳门政府发出新的博彩牌照，有效期至2032年12月31日。未来10年，银娱会为提升旗下综合度假城的设施和服务而投资约
284亿澳门元，用于非博彩项目和开发海外旅客市场，占总投资金额超过96%。我们对澳门的前景充满信心，并期望与各界持份者在未来10年携
手合作支持澳门，特别是在非博彩的发展。

接下来是我们的财务表现，2022年第四季度集团净收益为29亿元，按年下跌39%，按季上升43%。集团经调整EBITDA为(2)亿元，对比2021年
第四季度为10亿元，2022年第三季度则为(6)亿元。至于2022年全年集团的净收益为115亿元，按年下跌42%。集团经调整EBITDA为(6)亿元，
对比2021年为35亿元。集团全年股东应占溢利为(34)亿元，对比2021年为13亿元。

我们的资产负债表亦保持稳健和高流动性。截至2022年12月31日，现金及流动投资为264亿元，净现金为189亿元，负债为75亿元，主要反映
持续的库务利息收益率管理策略。

我们欣然确认路氹第三期已经基本竣工，我们正致力发展第四期。我们计划于2023年第二季度有序地推出第三期的银河国际会议中心、银河综
艺馆及澳门银河 莱佛士，并将于2023年4月举行首个MICE活动。紧随其后，将会在我们最顶级的银河综艺馆举办世界级演唱会，包括韩国流行
音乐组合TREASURE和极受欢迎的BLACKPINK举行的世界巡回演唱会。我们会继续留意市场情况，在合适时候推出澳门安达仕酒店。

银娱致力投资于澳门经济多元化发展，透过举办各种世界级的展览及表演，支持澳门发展成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愿景。我们将会为澳门引入
一些知名的项目，以支持政府的非博彩目标，此外，我们将引入新颖和创新的活动，以进一步推动澳门的经济多元化及吸引国际旅客。

最后，我要衷心感谢每一位竭诚尽忠的团队成员，没有他们的努力贡献，我们不可能在疫情中前行。我们的团队成员会继续每日为旅客提供卓
越的顾客体验并展示「傲视世界 情系亚洲」的服务。多谢各位。

主席
吕志和博士
GBM，MBE，太平绅士，LLD，DSSc，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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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摘要

银娱：为未来的增长做好准备

2022年第四季度

• 第四季度集团净收益为29亿元，按年下跌39%，按季上升43%

• 第四季度集团经调整EBITDA为(2)亿元，对比2021年第四季度为10亿元，2022

年第三季度为(6)亿元

• 第四季度集团博彩业务净赢率偏低，令经调整EBITDA减少约4,000万元。净赢
率正常化后，第四季度经调整EBITDA为(1)亿元，对比2021年第四季度为9亿元
，2022年第三季度为(6)亿元

2022年全年

• 集团全年净收益为115亿元，按年下跌42%

• 集团全年经调整EBITDA为(6)亿元，对比2021年为35亿元

• 全年集团股东应占溢利为(34)亿元，对比2021年为13亿元

• 撇除非经常性及其他开支，全年经调整股东应占溢利为(2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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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摘要

「澳門銀河™」：为未来的增长做好准备

2022年第四季度

• 第四季度净收益为18亿元，按年下跌43%，按季上升71%

• 第四季度经调整EBITDA为5,800万元，对比2021年第四季度为7.63亿元，2022

年第三季度为(2.99)亿元

• 第四季度博彩业务净赢率偏低，令经调整EBITDA减少约4,000万元。净赢率正
常化后，第四季度经调整EBITDA为9,800万元，按年下跌88%，按季上升135%

• 第四季度五间酒店平均入住率为33%

2022年全年

• 全年净收益为74亿元，按年下跌44%

• 全年经调整EBITDA为3亿元，按年下跌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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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摘要

澳门星际酒店：为未来的增长做好准备

2022年第四季度

• 第四季度净收益为2亿元，按年下跌63%，按季上升56%

• 第四季度经调整EBITDA为(1.42)亿元，对比2021年第四季度为4,400万元，2022

年第三季度为(1.69)亿元

• 第四季度博彩业务净赢率对经调整EBITDA没有构成影响

• 第四季度酒店入住率为45%

2022年全年

• 全年净收益为10亿元，按年下跌68%

• 全年经调整EBITDA为(5)亿元，对比2021年为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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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摘要

「澳門百老匯™」、城市娱乐会、建筑材料业务

• 「澳門百老匯™」：全年经调整EBITDA为(6,200)万元，对比2021年为(8,400)

万元。2022第四季度经调整EBITDA为(1,000)万元，对比2021年第四季度为
(2,200)万元，2022年第三季度为(1,600)万元

• 城市娱乐会：全年经调整EBITDA为(2,100)万元，对比2021年为6,200万元。
2022年第四季度经调整EBITDA为(1,400)万元，对比2021年第四季度为2,500万
元，2022年第三季度为(2,600)万元

• 建筑材料业务：全年经调整EBITDA为5.66亿元，按年下跌42%。2022年第四季
度经调整EBITDA为1.6亿元，按年下跌45%，按季上升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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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摘要

资产负债表：健康及高流动性的资产负债表

• 截至2022年12月31日，现金及流动投资为264亿元，净现金为189亿元

• 截至2022年12月31日，负债为75亿元，主要反映持续的库务利息收益率管
理策略和极低核心债项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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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摘要

最新发展概况：第三期於2023年第二季度有序地开幕并
继续推进第四期

• 路氹第三期：银河国际会议中心、银河综艺馆及澳门银河 莱佛士计划将于
2023年第二季度有序地开幕

• 路氹第四期：我们正致力发展第四期。项目聚焦在非博彩业务，主要针对
MICE、娱乐和适合家庭旅客的设施，此外亦包括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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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全年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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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2 $2,887 

城市娱乐会,

$62 
城市娱乐会,

$61 

「澳門百老匯™」,

$57 
「澳門百老匯™」,

$60 

$3,278 
$1,048 

$13,276 

$7,418

2021 2022

银娱全年净收益（百万港元）

$11,474

$19,695

2022年全年净收益为115亿元，按年下跌42%

银娱2022年全年收益

净收益
按年变化

银娱总额 (42)%

「澳門銀河™」 (44)%

澳门星际酒店 (68)%

「澳門百老匯™」 +5%

城巿娱乐会 (2)%

建筑材料 (4)%

「澳門銀河™」 澳门星际酒店 「澳門百老匯™」

城市娱乐会 建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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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拨, $168 

$(864) $(804)

$976 
$566 

城市娱乐会,

$62

城市娱乐会,

$(21)

「澳門百老匯™」,

$(84)

「澳門百老匯™」,

$(62)

$374

$(527)

$2,905

$295

2021 2022

银娱全年经调整EBITDA（百万港元）

银娱2022年全年经调整EBITDA

经调整EBITDA
按年变化

银娱总额 (116)%

「澳門銀河™」 (90)%

澳门星际酒店 (241)%

「澳門百老匯™」 +26%

城巿娱乐会 (134)%

建筑材料 (42)%

集团全年经调整EBITDA为(5.53)亿元，对比2021年为35亿元

$3,537

$(553)

「澳門銀河™」 澳門星際酒店 「澳門百老匯™」 城市娛樂會

建築材料 集團支出 集團支出回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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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全年股东应占溢利为(34)亿元，包括于2022年的11亿元非经
常性项目，对比2021年全年为13亿元

银娱2022年全年股东应占溢利

(百万港元) 2021年 2022年 按年变化

净收益  $           19,695  $           11,474 -42%

经调整EBITDA  $             3,537  $               (553) -116%

股东应占溢利 / (亏损)  $             1,326  $            (3,434) -359%

非经常性及其他项目  $                283  $             1,134 

经调整股东应占溢利 / (亏损)  $             1,609  $            (2,300) -243%



132023年2月

现金及债务最新概况

资产负债表：健康及高流动性的资产负债表

• 截至2022年12月31日，现金及流动投资为264亿元，净现金为189亿元

• 截至2022年12月31日，负债75亿元，主要反映持续的库务利息收益率管理策略
和极低核心债项4亿元

2021年12月31日 2022年6月30日 2022年12月31日

$33.4
$29.0

$26.4$27.0

$20.3 $18.9

现金及流动投资和净现金（十亿港元）

現金及流動投資 淨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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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第四季度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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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 $775 $797
城市娱乐会,

$25
城市娱乐会,

$19

城市娱乐会,

$20

「澳門百老匯™」,

$14

「澳門百老匯™」,

$10

「澳門百老匯™」,

$19

$669
$158 $246

$3,214

$1,072

$1,834

2021年第四季 2022年第三季 2022年第四季

银娱净收益（百万港元）

$2,034

$4,752

$2,916

银娱2022年第四季度收益

集团第四季度净收益为29亿元，按年下跌39%，按季上升43%

按年变化 按季变化

银娱总额 (39)% +43%

「澳門銀河™」 (43)% +71%

澳门星际酒店 (63)% +56%

「澳門百老匯™」 +36% +90%

城巿娱乐会 (20)% +5%

建筑材料 (4)% +3%「澳門銀河™」 澳门星际酒店 「澳門百老匯™」

城市娱乐会 建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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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娱2022年第四季度经调整EBITDA

按年变化 按季变化

银娱总额 (116)% +72%

「澳門銀河™」 (92)% +119%

澳门星际酒店 (423)% +16%

「澳門百老匯™」 +55% +38%

城巿娱乐会 (156)% +46%

建筑材料 (45)% +37%

集团第四季度经调整EBITDA为(1.63)亿元，对比2021年第四季度为10亿
元，2022年第三季度则为(5.81)亿元
• 第四季度博彩业务净赢率正常化后，经调整EBITDA为(1.23)亿元，因博彩净赢率偏低，令经调整

EBITDA减少约4,000万元，对比2021年第四季度为9亿元，2022年第三季度则为(5.61)亿元

$(581)

$1,043

$(163)

「澳門銀河™」 澳門星際酒店 「澳門百老匯™」 城市娛樂會

建築材料 集團支出 集團支出回撥

「澳門百老匯™」,

$(22)

「澳門百老匯™」,

$(16)

「澳門百老匯™」,

$(10)

$(228) $(188) $(215)

回拨, $168 

$293 

$117 $160 

城市娱乐会,

$25 

城市娱乐会,

$(26)
城市娱乐会,

$(14)

$44 

$(169) $(142)

$763 

$(299)

$58 

2021年第四季 2022年第三季 2022年第四季

银娱经调整EBITDA（百万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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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銀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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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銀河」2022年第四季度
「澳門銀河™ 」第四季度经调整EBITDA为5,800万元，对比2021年第四季
度为7.63亿元，2022年第三季度则为(2.99)亿元

净收益为18亿元，按年下跌43%，按季上升71%

• 贵宾厅收益按年下跌73%，按季上升164%至1.48亿元

• 中场收益按年下跌42%，按季上升108%至13亿元

• 非博彩收益按年下跌26%，按季上升11%至4.56亿元，
当中包括2.48亿元租金收益净额

• 第四季度五间酒店的入住率为33%

经调整EBITDA为5,800万元，对比2021年第四季度
为7.63亿元，2022年第三季度则为(2.99)亿元

• 第四季度博彩业务净赢率偏低，令经调整EBITDA减少
约4,000万元

• 第 四 季 度 净 赢 率 偏 低 ， 正 常化 后 经 调 整 EBITDA 为
9,800万元，对比2021年第四季度为8.05亿元，2022年
第三季度则为(2.79)亿元

非博彩收益 (26)% +11%

博彩总收益

贵宾厅博彩 (73)% +164%

中场博彩 (42)% +108%

角子机博彩 (38)% +56%

博彩总收益 (47)% +109%

「澳門銀河」 按年变化 按季变化

总收益 (44)% +75%

净收益 (43)% +71%

经调整 EBITDA (92)% +119%

$763

-$299

$58
24%

0%

20%

40%

-$500

$0

$500

$1,000

2021年第四季 2022年第三季 2022年第四季

经调整EBITDA（百万港元）

及经调整EBITDA利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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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星际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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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星际酒店2022年第四季度
澳门星际酒店第四季度经调整EBITDA为(1.42)亿元，对比2021年第四季度
为4,400万元，2022年第三季度则为(1.69)亿元

净收益为2.46亿元，按年下跌63%及按季上升56%

• 中场收益按年下跌59%，按季上升59%至2.29亿元

• 非博彩收益按年下跌22%，按季上升53%至2,900万元，
当中包括500万元租金收益净额

• 第四季度酒店入住率为45%

经调整EBITDA为(1.42)亿元，对比2021年第四季
度为4,400万元，2022年第三季度则为(1.69)亿元

• 博彩业务净赢率对第四季度经调整EBITDA没有影响，
对比2021年第四季度正常化后的经调整EBITDA为
4,700万元，2022年第三季度则为(1.69)亿元

非博彩收益 (22)% +53%

博彩总收益

中场博彩 (59)% +59%

角子机博彩 0% +100%

博彩总收益 (68)% +61%

澳门星际酒店 按年变化 按季变化

总收益 (66)% +60%

净收益 (63)% +56%

经调整 EBITDA (423)% +16%

$44

-$169
-$142

7%

-20%

0%

20%

-$200

-$100

$0

$100

2021年第四季 2022年第三季 2022年第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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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季度经调整EBITDA为(1,000)万元，对比2021年第
四季度为(2,200)万元，2022年第三季度则为(1,600)万元

「澳門百老匯™」2022年第四季度

净收益为1,900万元，按年上升36%，按季上升90%

• 第四季度酒店入住率为37%

经调整EBITDA为(1,000)万元，对比2021年第四季
度为(2,200)万元，2022年第三季度则为(1,600)万元

• 博彩业务净赢率对第四季度经调整EBITDA没有影响，对
比2021年第四季度正常化后的经调整EBITDA为(2,200)
万元，2022年第三季度则为(1,600)万元

非博彩收益 +36% +90%

博彩总收益

角子机博彩 NMF* NMF*

博彩总收益 NMF* NMF*

「澳門百老匯™」 按年变化 按季变化

总收益 +36% +90%

净收益 +36% +90%

经调整 EBITDA +55% +38%

* NMF 代表没有意义

2021年第四季 2022年第三季 2022年第四季

-$22 -$16 -$10

经调整EBITDA（百万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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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娱乐会2022年第四季度

城市娱乐会第四季度之经调整EBITDA为(1,400)万元，对比2021年
第四季度为2,500万元，2022年第三季度则为(2,600)万元

• 由2022年6月起，我们停止利澳娱乐场以及总统娱乐场的营运，从而优化集团的营运规模

2021年第四季 2022年第三季 2022年第四季

$25

-$26

-$14

经调整EBITDA（百万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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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材料2022年第四季度

建筑材料业务于第四季度之经调整EBITDA按年下跌45%，按季上升
37%至1.6亿元

普洱水泥厂

2021年第四季 2022年第三季 2022年第四季

$293

$117

$160

经调整EBITDA（百万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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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选定主要奖项
奖项 颁发单位

银娱

第7届香港企业可持续发展指数前20位
第3届大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指数前20位

香港中文大学商业可持续发展中心

2022全澳优秀企业义工奬 澳门义务工作者协会

香港最杰出公司 - 娱乐场及博彩业 《Asiamoney》

慈善团体大奖 国际博彩业大奖2022

「澳門銀河TM 」

大湾区低碳建筑Top 100大奖 大湾区碳中和协会

LEED v4 金级认证 – 澳门银河第三期C 地段3 美国绿色建筑协会

2022福布斯旅游指南
- 五星评级酒店 - 澳门丽思卡尔顿酒店
- 五星评级酒店 - 澳门悦榕庄
- 五星评级酒店 - 澳门大仓酒店
- 四星评级酒店 – 银河酒店™

- 五星评级水疗中心 - 澳门丽思卡尔顿水疗中心
- 五星评级水疗中心 - 澳门悦榕Spa

福布斯旅游指南

米芝莲指南推荐酒店
- 澳门丽思卡尔顿酒店
- 澳门悦榕庄
- 澳门JW万豪酒店

《香港澳门米芝莲指南2022》

「澳門百老匯TM」

2022澳门知悭惜电活动 - 优异奖

2022澳门知悭惜电活动 - 持续节能奖
澳门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澳门环保酒店奖 - 银奖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环境保护局

建筑材料业务

香港绿色机构 – 香港绿色机构认证 环境运动委员会

中银香港企业环保领先大奖 2021

- 环保杰出伙伴
- 5年+参与环保先驱奖章

中国银行（香港）（中银香港）及香港工业总会（工总）

「商界展关怀」计划2021/22 – 20年Plus「商界展关怀」标志 香港社会服务联会

社会资本动力标志奖 社会投资共享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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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娱最新发展概况

澳门银河 莱佛士的最新照片 (2023年2月)

银河国际会议中心、银河综艺馆及澳門安达仕酒店大楼 (2023年2月)

「澳門銀河™」及澳门星际酒店

• 我们继续在旗下的度假城进行提升工程，藉此保
持其竞争力及对顾客的吸引力

路氹 – 新里程

• 我们欣然确认路氹第三期已经基本竣工，我们正
致力发展第四期。我们计划于2023年第二季度有
序地推出第三期的银河国际会议中心、银河综艺
馆及澳门银河 莱佛士，并将于2023年4月举行首
个MICE活动。紧随其后，将会在我们最顶级的银
河综艺馆举办世界级演唱会，包括韩国流行音乐
组合TREASURE和极受欢迎的BLACKPINK举行
的世界巡回演唱会。我们会继续留意市场情况，
在合适时候推出澳門安达仕酒店

• 第三及四期将合共提供约3,000间适合高端和家庭
旅客的客房及别墅、400,000 平方呎的会议展览空
间、500,000 平方呎并设有 16,000 个座位的多用
途场馆、餐饮、零售以及娱乐场等。由此可见，
我们透过路氹第三及四期以支持澳门成为「世界
旅游休闲中心」的愿景，对澳门的未来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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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娱最新发展概况

路氹第四期的最新照片(2023年2月)

路氹 – 新里程（续）

• 目前我们正聚焦发展进行中的第四期工程，我们认为高端市场正在不断发展，这阶层较喜欢
高质素及更宽敞的客房。我们继续推进路氹第四期的工程，此乃属于新世代的综合度假城，
并将令我们在路氹的发展全局得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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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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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位增长
集团：为未来的增长做好准备
• 2022 年 全 年 净 收 益 为 115 亿 元 ， 按 年 下 跌 42% ， 经 调 整

EBITDA为(5.53)亿元，对比2021年为35亿元
• 2022年第四季度经调整EBITDA为(1.63)亿元，对比2021年第

四季度为10亿元，2022年第三季度则为(5.81)亿元
• 2022年全年股东应占溢利为(34)亿元，对比2021年为13亿元

营运：为未来的增长做好准备
• 「澳門銀河™」于2022年全年录得净收益为74亿元，经调整

EBITDA为2.95亿元；第四季度经调整EBITDA为5,800万元
• 澳门星际酒店于2022年全年录得净收益为10亿元，经调整

EBITDA为(5.27)亿元；第四季度经调整EBITDA为(1.42)亿元
• 「澳門百老匯™」于2022年全年录得净收益为6,000万元，经

调 整 EBITDA 为 (6,200) 万 元 ； 第 四 季 度 经 调 整 EBITDA 为
(1,000)万元

财务状况：健康及高流动性的资产负债表
• 截至2022年12月31日，现金及流动投资为264亿元，净现金为

189亿元
• 截至2022年12月31日，负债为75亿元，主要反映持续的库务

利息收益率管理策略和极低核心债项4亿元

发展蓝图：第三期於2023年第二季度有序地开幕并继续推进第
四期
• 路氹第三期：银河国际会议中心、银河综艺馆及澳门银河 莱

佛士计划将于2023年第二季度有序地开幕
• 路氹第四期：我们正致力发展第四期。项目聚焦在非博彩业

务，主要针对MICE、娱乐和适合家庭旅客的设施，此外亦包
括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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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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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2月23日

2022年第四季度及全年业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