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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二季度及中期業績之財務數據



22019年8月

業績摘要

銀娛：中場表現穩健，貴賓廳業務受挑戰

2019年第二季度

• 第二季度集團淨收益為132億港元，按年下跌5%，按季上升1% 

• 第二季度集團經調整EBITDA為43億港元，按年持平，按季上升9% 

• 第二季度博彩業務淨贏率偏高，令經調整EBITDA增加約3.49億港元。淨贏率正常化後，第二季
度經調整EBITDA為40億港元，按年下跌11%，按季上升3% 

2019年上半年

• 上半年集團淨收益為262億港元，按年下跌7%

• 上半年集團經調整EBITDA為83億港元，按年下跌4% 

• 上半年集團股東應佔溢利為67億港元，按年下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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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摘要

「澳門銀河™」：中場表現穩健，物業提升工程按計劃進行

2019年第二季度

• 第二季度淨收益為95億港元，按年下跌4%，按季上升3% 

• 第二季度經調整EBITDA為32億港元，按年持平，按季上升7% 

• 第二季度博彩業務淨贏率偏高，令經調整EBITDA增加約2.53億港元。淨贏率正常化後，第二季
度經調整EBITDA為30億港元，按年下跌11%，按季持平

• 第二季度五間酒店平均入住率接近100%

2019年上半年

• 上半年淨收益為188億港元，按年下跌5%

• 上半年經調整EBITDA為63億港元，按年下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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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摘要

澳門星際酒店：中場表現穩健，物業提升工程按計劃進行

2019年第二季度

• 第二季度淨收益為28億港元，按年下跌10%，按季下跌8% 

• 第二季度經調整EBITDA為9.43億港元，按年下跌4%，按季下跌1%

• 第二季度博彩業務淨贏率偏高，令經調整EBITDA增加約9,200萬港元。淨贏率正常化後，第二季
度經調整EBITDA為8.51億港元，按年下跌14%，按季下跌3% 

• 第二季度酒店入住率接近100%

2019年上半年

• 上半年淨收益為57億港元，按年下跌8%

• 上半年經調整EBITDA為19億港元，按年下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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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摘要

「澳門百老匯™」：適合一家大小的渡假城並獲澳門中小企鼎力支持

2019年第二季度

• 第二季度淨收益為1.47 億港元，對比2018年第二季度為1.31億港元，2019年第一季度為1.51億港元

• 第二季度經調整EBITDA為600萬港元，對比2018年第二季度為200萬港元，2019年第一季度則為
1,500萬港元

• 第二季度博彩業務淨贏率偏高，令經調整EBITDA增加約400萬港元。淨贏率正常化後，第二季度經
調整EBITDA為200萬港元，對比2018第二季度為400萬港元，2019年第一季度則為1,100萬港元

• 第二季度酒店入住率接近100%

2019年上半年

• 上半年淨收益為2.98億港元，對比2018年上半年為2.73億港元

• 上半年經調整EBITDA為2,100萬港元，對比2018年上半年為1,500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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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摘要

資產負債表：維持穩健及高流動性的資產負債表

• 截至2019年6月30日，持有現金及流動投資為504億港元，淨現金為439億港元

• 截至2019年6月30日，負債為65億港元，主要涉及庫務利息收益管理計劃

銀娛特別股息

• 已於2019年4月26日派發早前宣佈之特別股息，每股0.45港元

• 於結算日後宣佈另一次特別股息，每股0.46港元，約於2019年10月25日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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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摘要

最新發展概況：繼續開拓發展機會

• 繼續在「澳門銀河™」及澳門星際酒店推進早前宣佈的15億港元提升工程計劃，短期
會構成干擾

• 路氹第三及四期：繼續推進第三、四期發展，項目聚焦在非博彩業務，針對MICE、娛
樂和適合家庭旅客的設施，當中亦包括博彩

• 橫琴：正在優化興建時尚渡假城的計劃，與我們在澳門的高能量娛樂項目優勢互補

• 國際：繼續在海外市場發掘發展機遇，包括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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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中期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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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上半年 2018年下半年 2019年上半年

$1,668 $1,220 $1,332 
$54 $57 $56 

$273 $289 $298 

$6,270 $5,889 $5,743 

$19,793 $19,698 $18,790 

銀娛淨收益（百萬港元）

$28,058
$26,219$27,153

2018年上半年 2018年下半年 2019年上半年

$1,668 $1,220 $1,332 
$54 $57 $56 

$289 $306 $315 

$8,825 $8,227 $7,773 

$26,771 
$25,999 

$24,090 

銀娛總收益（百萬港元）

$35,809
$37,607

$33,566

銀娛2019年上半年收益摘要

2019年上半年集團淨收益按年下跌7%至262億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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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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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年變化 總收益 淨收益

銀娛總額 (11)% (7)%

「澳門銀河™」 (10)% (5)%

澳門星際酒店 (12)% (8)%

「澳門百老匯™」 +9% +9%

城巿娛樂會 +4% +4%

建築材料 (20)% (20)%

按半年變化 總收益 淨收益

銀娛總額 (6)% (3)%

「澳門銀河™」 (7)% (5)%

澳門星際酒店 (6)% (2)%

「澳門百老匯™」 +3% +3%

城巿娛樂會 (2)% (2)%

建築材料 +9% +9%

銀娛2019年上半年收益摘要

2019年上半年集團淨收益按年下跌7%至262億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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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上半年 2018年下半年 2019年上半年

$538 $402 $564 
$54 $57 $56 

$15 $17 $21 

$1,990 $1,820 
$1,892 

$6,481 
$6,390 $6,258 

($433) ($474) ($476)

銀娛經調整EBITDA（百萬港元）

按年變化 按半年變化

銀娛總額 (4)% +1%

「澳門銀河™」 (3)% (2)%

澳門星際酒店 (5)% +4%

「澳門百老匯™」 +40% +24%

城巿娛樂會 +4% (2)%

建築材料 +5% +40%

$8,315

2019年上半年集團經調整EBITDA按年下跌4%至83億港元

$8,212
$8,645

銀娛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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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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過去十二個月經調整EBITDA按年上升1%至
165億港元

2018年第二季 2018年第三季 2018年第四季 2019年第一季 2019年第二季

$238 $220 $176 $133 $167 

$3,540 $3,668 $3,810 $3,756 $3,712 

$12,548 $12,795 $12,871 $12,632 $12,648 

銀娛經調整 EBITDA（百萬港元）

$16,326 $16,521$16,857 $16,527$16,683

銀娛過去十二個月經調整EBITDA摘要

「澳門銀河™」 澳門星際酒店 「澳門百老匯™」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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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上半年股東應佔溢利按年下跌7%至67億港元，包括4.6億港元非
經常項目

（百萬港元） 2018年上半年 2019年上半年 按年變化

淨收益  $                   28,058  $                 26,219 -7%

經調整EBITDA  $                     8,645  $                   8,315 -4%

股東應佔溢利  $                     7,206  $                   6,680 -7%

非經常開支  $                        128  $                       460 

非經常收入  $                       (142)  $                            - 

經調整股東應佔溢利  $                     7,192  $                   7,140 -1%

銀娛2019年上半年股東應佔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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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二季度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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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第二季 2019年第一季 2019年第二季

$757 $616 $716
$28 $27 $29

$131 $151 $147

$3,060 $2,987 $2,756

$9,949
$9,264 $9,526

銀娛淨收益（百萬港元）

$13,925
$13,045 $13,174

集團於2019年第二季度淨收益按年下跌5%，按季上升1%至132億港
元

按年變化 按季變化

銀娛總額 (5)% +1%

「澳門銀河™」 (4)% +3%

澳門星際酒店 (10)% (8)%

「澳門百老匯™」 +12% (3)%

城巿娛樂會 +4% +7%

建築材料 (5)% +16%

銀娛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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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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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第二季 2019年第一季 2019年第二季

($225) ($231) ($245)
$315 $200 $364 

$28 
$27 $29 

$2 $15 $6 

$987 $949 
$943 

$3,219 
$3,023 

$3,235 

銀娛經調整EBITDA（百萬港元）

$4,332
按年變化 按季變化

銀娛總額 0% +9%

「澳門銀河™」 0% +7%

澳門星際酒店 (4)% (1)%

「澳門百老匯™」 200% (60)%

城巿娛樂會 +4% +7%

建築材料 +16% +82%

$3,983

集團2019年第二季度經調整EBITDA按年持平，按季上升9%至43億
港元
• 由於淨贏率偏高，令經調整EBITDA增加約3.49億港元
• 淨贏率正常化後，第二季度經調整EBITDA為40億港元，按年下跌11%，按季上升3%

$4,326

銀娛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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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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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銀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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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博彩收益 +4% (1)%

博彩總收益

貴賓廳博彩 # (25)% +5%

中場博彩 +8% (1)%

角子機博彩 +8% +2%

博彩總收益 (11)% +2%

2019年第二季度「澳門銀河™」經調整EBITDA按年持平，按季上升7%
至32億港元

淨收益為95億港元，按年下跌4%及按季上升3%

• 貴賓廳收益按年下跌25%，按季上升5% 至55億港元

• 中場收益按年上升8%，按季下跌1%至50億港元

• 非博彩收益按年上升4%，按季下跌1%至11億港元，當中包括
2.89億港元租金收益淨額

• 第二季度五間酒店入住率接近100%   

經調整EBITDA為32億港元，按年持平，按季上升7%

• 由於博彩淨贏率偏高，令經調整EBITDA增加約2.53億港元

• 淨贏率正常化後，經調整EBITDA按年下跌11%，按季則持平至
30億港元

• 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計算，經調整EBITDA利潤率為34% 

# 包括金門

「澳門銀河」 按年變化 按季變化

總收益 (10)% +1%

淨收益 (4)% +3%

經調整 EBITDA 0% +7%

$3,219 $3,023 $3,235

32%
33%

34%

30%

33%

$0

$1,000

$2,000

$3,000

2018年第二季 2019年第一季 2019年第二季

「澳門銀河」經調整EBITDA（百萬港元）及經調整

EBITDA利潤率（%）

「澳門銀河™」2019年第二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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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星際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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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7 $949 $943

32% 32%

34%

25%

30%

35%

$0

$200

$400

$600

$800

$1,000

2018年第二季 2019年第一季 2019年第二季

澳門星際酒店經調整EBITDA（百萬港元）及經調整

EBITDA利潤率（%）

淨收益為28億港元，按年下跌10%，按季下跌8%

• 貴賓廳收益按年下跌26%，按季下跌17% 至18億港元

• 中場收益按年上升2%，按季下跌1%至17億港元

• 非博彩收益按年上升1%，按季下跌5%至1.23億港元，當中包括
1,300萬港元租金收益淨額

• 第二季度酒店入住率接近100%   

經調整EBITDA為9.43億港元，按年下跌4%，按季下跌1%

• 由於博彩淨贏率偏高，令經調整EBITDA增加約9,200萬港元

• 淨贏率正常化後，經調整EBITDA按年下跌14%，按季下跌3%至
8.51億港元

• 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計算，經調整EBITDA利潤率為34% 

澳門星際酒店2019年第二季度經調整EBITDA按年下跌4%，按季下跌
1%至9.43億港元

非博彩收益 +1% (5)%

博彩總收益

貴賓廳博彩 (26)% (17)%

中場博彩 +2% (1)%

角子機博彩 (13)% (13)%

博彩總收益 (14)% (10)%

澳門星際酒店 按年變化 按季變化

總收益 (14)% (10)%

淨收益 (10)% (8)%

經調整 EBITDA (4)% (1)%

澳門星際酒店2019年第二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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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百老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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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百老匯™」2019年第二季度經調整EBITDA為600萬港元，對比
2018年第二季度為200萬港元

淨收益為1.47億港元，對比去年同期為1.31億港元，2019年第一
季度則為1.51億港元

• 中場收益按年上升24%，按季上升4%至7,300萬港元

• 收益比例約48%來自非博彩業務，52%來自博彩業務

• 第二季度酒店入住率接近100%   

經調整EBITDA為600萬港元，對比去年同期為200萬港元，2019

年第一季度則為1,500萬港元

• 由於博彩淨贏率偏高，令經調整EBITDA增加約400萬港元

2018年第二季 2019年第一季 2019年第二季

$2

$15

$6

「澳門百老匯™」

經調整EBITDA（百萬港元）

非博彩收益 +4% (5)%

博彩總收益

中場博彩 +24% +4%

角子機博彩 (8)% (27)%

博彩總收益 +18% (1)%

「澳門百老匯™」 按年變化 按季變化

總收益 +12% (3)%

淨收益 +12% (3)%

經調整 EBITDA +200% (60)%

「澳門百老匯™」2019年第二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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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娛樂會2019年第二季度經調整EBITDA按年上升4%，按季上升7%

至2,900萬港元

2018年第二季 2019年第一季 2019年第二季

$28 $27
$29

城市娛樂會經調整EBITDA（百萬港元）

城市娛樂會2019年第二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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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二季度經調整EBITDA按年上升16%，按季上升82%至3.64億
港元

2018年第二季 2019年第一季 2019年第二季

$315

$200

$364

建築材料經調整EBITDA（百萬港元）
Nan Gang Slag Plant

建築材料2019年第二季度



252019年8月

2019年上半年部分主要獎項
獎項 頒發單位

銀娛

 年度最佳博彩營運商（澳洲及亞洲）  第12屆國際博彩業大獎

 連續三年投資者關係大獎得獎公司  香港投資者關係協會

「澳門銀河™」

 年度最佳綜合渡假城  第12屆國際博彩業大獎

 最佳綜合度假村獎

 最佳娛樂場獎
 2019「亞洲國際娛樂大獎」

 亞洲最受歡迎親子旅遊綜合渡假城至尊大獎  第十九屆中國飯店金馬獎

 2018 澳門綠色酒店大獎 –澳門大倉酒店 –金獎  環保局及澳門旅遊局

澳門星際酒店

 亞洲最佳餐飲服務酒店至尊大獎  第十九屆中國飯店金馬獎

 中國十佳城市新銳酒店  第十四屆中國酒店星光獎

「澳門百老匯™」  「2018澳門環保酒店獎」銀奬  澳門環境保護局

建築材料業務
 第十四屆職業安全健康大獎 - 好心情@健康工作間大獎 -

卓越機構大獎
 香港職業安全健康局



262019年8月

資產負債表：穩健的資產負債表
• 銀娛繼續維持健康資本，截至2019年6月30日持有現金及流動投資為504億港元，淨現金為439億港

元

• 截至2019年6月30日負債為65億港元，主要反映庫務利息收益管理策略，接近沒有核心債務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3月31日 2019年6月30日

$45.8
$49.3 $50.4

$37.0
$42.5 $43.9

手持現金*及淨現金*（十億港元）
* 包括流動投資

現金及流動投資

淨現金

現金及負債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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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氹 –新里程

• 銀娛已為長遠的發展建立獨特定位

• 集團繼續推進第三、四期發展工程，項目將提供合共4,500間酒店客房，包括適合家庭
和優質高端旅客的客房、40萬平方呎的會議展覽空間、50萬平方呎並設有16,000個座
位的多用途場館、餐飲、零售以及娛樂場等

• 我們期待日後正式公佈發展計劃內容

銀娛發展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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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娛發展概況

「澳門銀河™」及澳門星際酒店

• 為保持吸引力和競爭力，我們繼續在「澳門銀河™」及澳門星際酒店進行15億港元
之項目提升工程

• 此計劃不但能夠進一步提升渡假城的吸引力，也為將來與第三、四期的融合及連接
做好準備

橫琴

• 我們繼續就橫琴項目進行概念規劃，發展一個時尚渡假城，與我們在澳門的高能量
渡假城優勢互補

國際

• 集團駐日本的團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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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日本合作伙伴，均期待將我
們的世界級渡假村品牌帶到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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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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半年集團經調整EBITDA為83億港元，按年下跌4% 

• 第二季度集團經調整EBITDA為43億港元，按年持平，按季上升9%

• 已於2019年4月26日派發特別股息每股0.45港元

• 於結算日後，集團宣佈另一次特別股息，每股0.46港元，約於2019年10月
25日派發

營運

• 「澳門銀河™」於2019年上半年錄得淨收益188億港元，經調整EBITDA為
63億港元，分別按年下跌5%及 3%；第二季度經調整EBITDA為32億港元，
按年持平

• 澳門星際酒店於2019年上半年錄得淨收益57億港元，經調整EBITDA為19億
港元，分別按年下跌8%及 5%；第二季度經調整EBITDA為9.43億港元，按
年下跌4%

• 「澳門百老匯™」 2019年上半年錄得淨收益2.98億港元，經調整EBITDA為
2,100萬港元；第二季度經調整EBITDA為600萬港元

財務狀況

• 截至2019年6月30日，持有現金及流動投資為504億港元，淨現金為439億港
元

• 截至2019年6月30日，負債65億港元

發展藍圖

• 於「澳門銀河™」及澳門星際酒店進行總值15億港元的提升工程計劃

• 路氹第三、四期 - 繼續推進第三、四期發展工程，項目聚焦在非博彩業務，
主要針對會議、獎勵旅遊、展覽和活動(MICE)、娛樂和適合家庭旅客的設施
，此外亦包括博彩

• 橫琴 - 繼續就橫琴項目進行概念規劃興建時尚渡假城，與我們在澳門的高能
量娛樂渡假城優勢互補

• 國際 - 繼續在海外市場發掘拓展機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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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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二季度及中期業績之財務數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