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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
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
責任。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96）

截至2015年3月31日止年度之
年度業績公佈

財務概要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2015年 2014年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2,034,787 2,265,476 -10.2%   

毛利 1,441,758 1,739,003 -17.1%   

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
（扣除非控股權益後） 634,452 707,019 -10.3%   

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利潤率
（扣除非控股權益後） 31.2% 31.2% 無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之年度溢利 504,277 600,006 -16.0%   

每股基本盈利 0.39港元 0.46港元 -15.2%   

每股股息總額 0.110港元 0.135港元 -18.5%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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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皇娛樂酒店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或「董事」）欣然宣佈，本公
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 2015年 3月 31日止年度（「本年度」）之經審核綜
合財務報表，連同2014年同期之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15年3月31日止年度

2015年 2014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 2,034,787 2,265,476

銷售成本 (44,479) (43,141)

酒店及博彩業務之成本 (548,550) (483,332)  

毛利 1,441,758 1,739,003

其他收入 88,283 62,885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 11,800 47,000

銷售及市場推廣費用 (485,724) (586,831)

行政費用 (278,381) (256,791)

財務費用 (19,179) (2,798)  

除稅前溢利 5 758,557 1,002,468

稅項 6 (63,764) (94,165)  

年度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694,793 908,303  

應佔年度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504,277 600,006

非控股權益 190,516 308,297  

694,793 908,303  

每股盈利
基本 8 0.39港元 0.46港元  

攤薄 不適用 0.46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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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15年3月31日

2015年 2014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732,000 720,200
物業、機器及設備 1,465,881 1,511,220
預付租賃款項 554,981 571,561
購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已付訂金 3,564 4,402
商譽 110,960 110,960  

2,867,386 2,918,343  

流動資產
存貨，按成本計 14,002 13,56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 9 381,071 368,075
預付租賃款項 16,580 16,580
已抵押銀行存款 2,420,870 2,414,396
短期銀行存款 – 15,066
銀行結餘及現金 674,036 410,329  

3,506,559 3,238,007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 10 211,587 189,682
欠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5,283 4,715
欠一間附屬公司之非控股權益款項 150,000 186,000
應付稅項 431,189 372,889
銀行及其他借貸 — 一年內到期 38,271 906,887  

836,330 1,660,173  

流動資產淨值 2,670,229 1,577,83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537,615 4,496,177  

非流動負債
銀行及其他借貸 — 一年後到期 507,600 –
遞延稅項 115,684 113,821  

623,284 113,821  

4,914,331 4,382,356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30 130
儲備 3,301,311 2,959,85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3,301,441 2,959,982
非控股權益 1,612,890 1,422,374  

4,914,331 4,38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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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而編製。此外，綜合財務報表亦包括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及香
港公司條例。

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慣例編製，惟投資物業須按公平值計算。歷史成本一般以交
換貨品及服務所給予代價之公平值為基礎。

除附註 2所述外，於編製綜合財務報表時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公司截至 2014年3月31

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時所依循者一致。

2. 採納新增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於本年度首次採納以下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之修訂及一項新詮釋（以下統稱「新增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之修訂

投資實體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之修訂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之修訂 非金融資產的可收回金額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修訂 衍生工具更替及對沖會計法之延續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1號

徵費

*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即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於本年度應用上述新增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於本年度及過往年度財務表現
及狀況及╱或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披露概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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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採納新增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續）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增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增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客戶合約收入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2010年至2012年週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之年度改善 5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2011年至2013年週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之年度改善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2012年至2014年週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之年度改善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之修訂

投資者及其聯營公司或合營公司間資產的
出售或注資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之修訂

投資實體：應用綜合賬目例外情況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之修訂 收購合營業務權益之會計處理 4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 披露計劃 4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38號之修訂

折舊及攤銷之可接受方式之澄清 4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41號之修訂

農業：生產性植物 4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之修訂 界定福利計劃：僱員供款 3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之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之權益法 4

1 於2018年1月1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可提早應用。
2 於2017年1月1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可提早應用。
3 於2014年7月1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可提早應用。
4 於2016年1月1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可提早應用。
5 除有限例外情況，於2014年7月1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可提早應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於2009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引入金融資產分類及計量之新要求。其後於2010年
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包括金融負債分類及計量以及終止確認之規定，並於2013年
加入有關一般對沖會計處理方法之新規定。於2014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另一個
經修訂版本主要加入 (a)金融資產之減值規定及 (b)為若干簡單債務工具引入「透過其他全面
收益之公平值」（「透過其他全面收益之公平值」）計量類別，對分類及計量規定作出有限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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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採納新增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主要規定載述如下：

• 屬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範圍內之所有已確認金融資產其後
均須按攤銷成本或公平值計量。具體而言，目的為收取合約現金流量之業務模式下持
有，以及附有純粹作本金及尚未償還本金之利息付款之合約現金流量之債務投資，一
般於其後之會計期間結束時按攤銷成本計量。目的為收回合約現金流量及出售金融資
產之業務模式下持有之債務工具，以及金融資產合約條款令於特定日期產生之現金流
量純粹為支付本金及未償還本金之利息的債務工具，按透過其他全面收益之公平值計
量。所有其他債務投資及股權投資均於其後之會計期間結束時按公平值計量。此外，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實體可作出不可撤回選擇，於其他全面收益呈列之股
權投資（非持作買賣）公平值之其後變動，僅股息收入於損益確認。

• 就指定為以公平值透過損益計量之金融負債而言，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規定，該
負債公平值金額變動若因金融負債之信貸風險變動，乃於其他全面收益呈列，惟於其
他全面收益內確認負債信貸風險變動影響會導致於損益產生或擴大會計錯配則另當
別論。因金融負債信貸風險之公平值變動，其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根據香港會計
準則第39號，指定為以公平值透過損益計量之金融負債公平值變動金額全數於損益呈
列。

• 就金融資產減值而言，與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項下按已發生信貸虧損模式計算相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規定按預期信貸虧損模式計算。預期信貸虧損模式規定實體
於各報告日期將預期信貸虧損及變動計入該等預期信貸虧損，以反映信貸風險自初始
確認以來之變動。換言之，毋須再待發生信貸事件方確認信貸虧損。

• 一般對沖之新會計處理規定保留三類對沖會計機制。然而，已為符合對沖會計處理之
交易類型引入更大的靈活性，具體而言是擴闊符合對沖工具之工具類型及符合對沖會
計處理之非金融項目之風險組成部分類型。此外，效益性測試經已全面革新及以「經
濟關係」原則取代。對沖效益性亦毋須再作追溯評估。亦引入有關實體風險管理活動
之加強披露規定。

董事預期，日後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可能對本集團之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所呈報金
額構成潛在影響。然而，在詳細審閱完成前提供該影響之合理估計並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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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採納新增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客戶合約收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於2014年7月頒佈，建立了一個單一的綜合模型，以確認來自客戶
合約的收入。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號生效後，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取代載於香港
會計準則第18號「收入」、香港會計準則第11號「建築合約」及相關詮釋的收入確認指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的核心原則乃本集團應確認描述向客戶轉讓承諾貨品或服務的收
入金額，為能反映本集團預期就交換該等貨品或服務而有權獲得的代價。具體而言，該準則
引入五個步驟以確認收入：

• 第1步：確定與客戶訂立的合約
• 第2步：確定合約中的履約責任
• 第3步：釐定交易價格
• 第4步：將交易價格分攤至合約中的履約責任
• 第5步：於實體完成履約責任時確認收入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本集團於達成履約責任時（即當貨品或服務按特定的履約責
任轉移予客戶並由客戶「控制」時）確認收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已加入規範指引，以
處理特別的情況。此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要求更詳盡的披露。

董事預期，日後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號可能對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呈報之金額及所
作披露構成潛在影響。然而，在本集團進行詳細審閱前提供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之
影響的合理估計並不可行。

除上文所披露外，董事預期應用其他新增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綜合財務報表將不
會有重大影響。

3. 收入
本集團之收入分析如下：

2015年 2014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場博彩業務之服務收入 1,194,107 1,569,317

貴賓廳博彩業務之服務收入 504,672 451,512

角子機廳博彩業務之服務收入 32,291 29,277

酒店客房收入 128,795 54,801

餐飲銷售 129,723 122,350

投資物業之租金收入 29,947 24,515

其他 15,252 13,704  

2,034,787 2,265,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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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類資料
本公司執行董事（「執行董事」）已被辨別為主要經營決策人（「主要經營決策人」）。執行董事審
閱本集團之內部報告，以便評估表現及分配資源。

博彩業務方面，執行董事會定期分析來自中場、貴賓廳及角子機廳以服務收入計算之博彩
收入，而就上述分析之經營業績或個別財務資料並無呈報予執行董事。執行董事乃整體審
視博彩業務之收入及經營業績。執行董事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辨別經營及可呈報分
類為博彩業務及酒店業務。

向外部呈報之分類資料乃按本集團營運部份所提供服務之類別為基準進行分析，與提供予
主要經營決策人日常審閱，用作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的內部資料之基準相一致。此亦為本
集團之組織基準，管理層藉以選擇按本集團提供之不同服務組織本集團。有關經營及可呈
報分類之主要活動如下：

博彩業務 – 於澳門英皇娛樂酒店賭場之中場、貴賓廳及角子機廳之業務以
及提供博彩相關之市場推廣及公關服務

酒店業務 – 於澳門英皇娛樂酒店及澳門格蘭酒店（將改名為澳門盛世酒店）
之酒店業務（包括該等酒店之投資物業之物業投資收入）

執行董事按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企業層面持有的匯兌虧損、中央行政費用以及投資
物業公平值變動前之經調整盈利（「經調整EBITDA」）來評估個別經營及可呈報分類之表現。

分類間收入按雙方經協商後之價格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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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類資料（續）
有關上述分類之資料呈報如下：

分類收入及業績
截至2015年3月31日止年度

博彩業務 酒店業務 總計 對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對外收入 1,731,070 303,717 2,034,787 – 2,034,787
分類間收入 – 2,821 2,821 (2,821) –     

總計 1,731,070 306,538 2,037,608 (2,821) 2,034,787     

基於經調整EBITDA之分類業績 788,071 172,607 960,678 960,678   

銀行利息收入 77,073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折舊 (145,693)
企業層面的滙兌虧損 (22,870)
解除預付租賃款項 (16,580)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 11,800
財務費用 (19,179)
未分配企業支出 (86,672) 

除稅前溢利 758,557 

截至2014年3月31日止年度

博彩業務 酒店業務 總計 對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對外收入 2,050,106 215,370 2,265,476 – 2,265,476
分類間收入 – 2,821 2,821 (2,821) –     

總計 2,050,106 218,191 2,268,297 (2,821) 2,265,476     

基於經調整EBITDA之分類業績 1,025,072 111,556 1,136,628 1,136,628   

銀行利息收入 61,950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折舊 (127,097)
企業層面的匯兌虧損 (30,674)
解除預付租賃款項 (6,746)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 47,000
財務費用 (2,798)
未分配企業支出 (75,795) 

除稅前溢利 1,002,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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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類資料（續）
由於本集團並無定期提交經營及可呈報分類資產與負債分析予執行董事審閱，故並無披露
有關分析。

除上文披露之分類資料外，截至2015年3月31日及2014年3月31日止兩個年度內，概無其他資
料供主要經營決策人審閱。

地區資料
本集團收入主要在澳門產生。

所有非流動資產均置於澳門。

有關主要客戶之資料
於本年度，佔本集團收入10%以上之一名（2014年：一名）客戶之收入達1,735,421,000港元（2014

年：2,052,264,000港元）。該收入與博彩業務及酒店業務有關。

5. 除稅前溢利

2015年 2014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

呆賬撥備，淨額 – 4,306

博彩業務之佣金費用（計入於銷售及市場推廣費用內） 412,297 523,618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折舊 145,693 127,097

匯兌虧損 22,870 30,674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虧損 2,986 2,197

解除預付租賃款項 16,580 6,746

及已計入：

銀行利息收入 77,073 61,950

撥回呆賬撥備，淨額 2,6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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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稅項

2015年 2014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澳門所得補充稅 83,747 110,750

撥回過往年度撥備：
澳門所得補充稅 (21,846) (22,339)  

61,901 88,411

遞延稅項：
本年度 1,863 5,754  

63,764 94,165  

澳門所得補充稅（「補充稅」）乃按兩個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之適用稅率12%計算。

根據補充稅法，某年度有關估計應課稅溢利之補充稅評稅將於該評稅年度起計連續五年後
失效。於呈報期末，董事就補充稅撥備重新作出評估，並據此決定撥回部份本集團於2009年
評稅年度之相關補充稅撥備21,846,000港元（2014年：2008年評稅年度22,339,000港元）。

由於估計應課稅溢利已於承前稅項虧損中扣減，因此，並無在該兩個年度內作出香港利得
稅撥備。

7. 股息

2015年 2014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度內確認為分派之股息：

已派2014年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0.075港元
（2014年：已派2013年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0.072港元） 97,691 93,063

已派2015年年度之中期股息：每股0.05港元
（2014年：已派2014年年度之中期股息：每股0.06港元） 65,127 78,108  

162,818 171,171  

董事會建議派付截至 2015年3月31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 0.06港元（2014年：每股 0.075港
元），合共約為78,153,000港元，惟須待本公司股東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方可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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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2015年 2014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
就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而言之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度溢利） 504,277 600,006  

2015年 2014年

股份數目
就每股基本盈利而言之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302,545,983 1,297,200,777

潛在普通股之攤薄影響：
購股權 不適用 1,099,428  

就每股攤薄盈利而言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不適用 1,298,300,205  

由於本公司於本年度概無任何攤薄潛在普通股，故本年度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9.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

2015年 2014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 233,798 275,694

扣除：呆賬撥備 (42,186) (44,798)  
 

191,612 230,896

籌碼 135,386 87,239

其他應收款及預付款 54,073 49,940  

381,071 368,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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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續）
本集團一般給予其貿易客戶長達 60日之信貸期，惟若干具有長期關係及穩定還款模式的信
譽良好客戶，彼等之信貸期可獲延長至一段較長期間。以下為本集團於呈報期末按授出信
貸日期或發票日期呈列之貿易應收款（扣除撥備後）之賬齡分析：

2015年 2014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170,541 211,191

31至60日 5,881 4,893

61至90日 834 131

91至180日 856 51

180日以上 13,500 14,630  

191,612 230,896  

籌碼由澳門博彩承批公司發行，並可轉換為對等現金款項。

10.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

2015年 2014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款 18,974 14,752

應付工程款項及應計費用 18,517 21,967

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156,096 137,963

短期墊款 18,000 15,000  

211,587 189,682  

以下為本集團於呈報期末按發票日期呈列之貿易應付款之賬齡分析：

2015年 2014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8,326 7,129

31至60日 8,459 6,550

61至90日 1,999 504

91至180日 181 569

180日以上 9 –  

18,974 14,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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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本集團主要在澳門從事娛樂及酒店服務。

市場回顧
於本年度，由於中國經濟降溫及持續的倡廉措施壓抑旅客消費，使澳門博彩總收
益按年減少 16.8%至315,256,000,000澳門元。於2015年3月，即本年度最後一個月，
澳門博彩收益連續第七個月錄得雙位數跌幅。收益倒退的趨勢乃由於簽證限制收
緊、控制跨境資金流之新措施推出、中場博彩廳實施禁煙，以及香港抗議運動所
致。

財務回顧
整體回顧
於本年度，受經濟及監管政策因素影響，市場環境嚴峻，本集團僅錄得收入
2,034,800,000港元（2014年：2,265,500,000港元）。本集團於扣除非控股權益後除利
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之盈利（「EBITDA」）為634,500,000港元（2014年：707,000,000

港元）。於扣除非控股權益後EBITDA利潤率為31.2%（2014年：31.2%）。本公司擁有
人應佔之本年度溢利為504,300,000港元（2014年：600,000,000港元）。每股基本盈利
為0.39港元（2014年：0.46港元）。董事會建議派付末期股息每股0.06港元（2014年：
0.075港元）。連同中期股息每股0.05港元（2014年：0.06港元），本年度之每股股息
合共為0.11港元（2014年：0.135港元）。

資本架構、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於本年度，資本架構概無變動。本集團受惠於持續及穩定的現金流入，得以繼續
保持充裕的現金狀況及穩健的財務狀況。本集團以業務營運內部所得的現金應付
其業務所需資金及資本開支。

於2015年3月31日，本集團之銀行結餘及現金、短期銀行存款及已抵押銀行存款
合共為3,094,900,000港元（2014年：2,839,800,000港元），主要以港元、澳門元及人民
幣計值。

本集團基於商業收益考慮，將多出之港元現金兌換為離岸買賣之人民幣（「離岸人
民幣」），並將有關款項存入銀行，以賺取更高利息收入。為保持本集團資金之流
動性，本集團向數間銀行質押若干離岸人民幣存款，以取得額外提供予本集團之
銀行融資額度。董事密切監察外匯風險以及利率風險，並會在必要情況下採取適
當行動減輕該等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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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述者外，於本年度本集團並無承受任何重大匯率波動風險。

於2015年3月31日，本 集 團 之 流 動 資 產 及 流 動 負 債 分 別 為3,506,600,000港 元 及
836,300,000港元（2014年：3,238,000,000港元及1,660,200,000港元）。來自本公司一間
附屬公司之非控股權益之墊款為150,000,000港元（2014年：186,000,000港元），以港
元計值，為無抵押、免息及需按非控股權益決定及該附屬公司具備盈餘資金時始
償還。銀行借貸為545,900,000港元（2014年：591,900,000港元），以港元計值，為有抵
押、按現行市場利率計息及有固定還款期。於本年度，本集團悉數償還315,000,000

港元之其他貸款，並償還部分非控股權益之墊款及銀行借款合共82,000,000港元。
因此，於2015年3月31日，本集團之權益負債比率（即借貸總額除以總權益之百分
比）減少至14.2%（2014年：24.9%）。

資產抵押
於2015年3月31日，賬面值約為4,900,000,000港元（2014年：3,900,000,000港元）之資
產已抵押予數間銀行，作為本集團獲授可供使用合共約3,000,000,000港元（2014年：
2,400,000,000港元）銀行融資額度之抵押。此外，本集團抵押約300,000港元（2014年：
300,000港元）銀行存款予一間銀行，作為本集團使用一名第三方所提供的船票售
賣機之抵押。

業務回顧
本集團目前在澳門經營兩間酒店，即英皇娛樂酒店（「英皇娛樂酒店」）及澳門盛世
酒店（「澳門盛世酒店」，將由澳門格蘭酒店重新命名）。

本集團之旗艦項目－英皇娛樂酒店座落於澳門半島，樓高26層，總建築面積655,000

平方呎，設有307間客房，乃屢獲殊榮的娛樂酒店。該酒店設有六個博彩樓層，面
積超過130,000平方呎，提供角子機以及設於博彩廳及貴賓廳之博彩桌。本集團致
力實施有效的客戶分類策略，專注於優質中場市場。本年度市況不佳，本集團博
彩收益難免下跌。

澳門盛世酒店為一座樓高 17層的酒店，總建築面積約 209,000平方呎，設有285間
客房。於本年度，澳門盛世酒店分階段進行裝修，將房間佈置升級，並翻新外牆
及公眾地方，務求為賓客帶來更舒適時尚的體驗。裝修工程計劃於2015年完工。
透過從澳門半島擴大覆蓋範圍至氹仔，本集團可全面捕捉澳門酒店市場的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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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彩收入
本集團設於英皇娛樂酒店之娛樂場透過澳門博彩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博彩牌照經
營業務。於本年度，本集團博彩業務收入為1,731,100,000港元（2014年：2,050,100,000

港元），佔本集團總收入85.1%。

博彩廳
博彩廳之博彩收益總額下跌至2,149,300,000港元（2014年：2,831,500,000港元）。來自
博彩廳收入為1,194,100,000港元（2014年：1,569,300,000港元）。該分部收入佔本集團
總收入之 58.7%，而去年則為69.3%。博彩廳設有67張（2014年：67張）博彩桌，平均
每桌每天博彩收益為87,000港元（2014年：115,000港元）。

貴賓廳
本 集 團 自 行 管 理 一 間 貴 賓 廳，設 有10張（2014年：10張）博 彩 桌，轉 碼 額 為
25,400,000,000港元（2014年：26,100,000,000港元）。來自貴賓廳之收入增長 11.8%至
504,700,000港元（2014年：451,500,000港元），佔本集團總收入之24.8%。平均每桌每
天博彩收益增加至243,000港元（2014年：218,000港元）。

角子機
該分部錄得博彩收益總額72,600,000港元（2014年：66,500,000港元），共提供200個角
子機座位（2014年：200個座位）。分部收入為32,300,000港元（2014年：29,300,000港
元），佔本集團總收入之1.6%。平均每座位每天博彩收益為1,030港元（2014年：950

港元）。

酒店收入
本年度為2014年3月收購澳門盛世酒店後，首個在本集團酒店收入內全面反映
其收益之財政年度。因此，酒店收入大幅增加 41.0%至303,700,000港元（2014年：
215,400,000港元），佔總收入之14.9%。

於2015年3月31日，英皇娛樂酒店及澳門盛世酒店分別提供307間及285間客房。本
年度英皇娛樂酒店及澳門盛世酒店之客房平均租金分別為每晚1,258港元（2014年：
每晚1,304港元）及每晚620港元（2014年：每晚559港元），入住率分別為88%（2014年：
88%）及93%（2014年：98%）。合併客房收入為128,800,000港元（2014年：54,800,000港
元）。合併餐飲收入為129,700,000港元（2014年：122,400,000港元），而租金及其他收
入合計則為45,200,000港元（2014年：38,2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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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本集團之核心競爭力在於能提供一貫優良之客戶服務，並藉提供無與倫比的娛樂
及酒店體驗提升客戶忠誠度。在市場進入調整期之際，本集團致力加強競爭力、
改進營運效率及迅速應對充滿挑戰之環境，以最終確保在市況恢復時盡展潛力。
長遠而言，在鄰近內地、基建持續改善及文化薈萃體驗具吸引力等種種穩健因素
支持下，本集團仍然看好澳門作為全球頂尖博彩娛樂勝地的前景。

雖然市場環境艱鉅，惟本集團繼續在澳門尋求擴展商機，以實現長線增長。正如澳
門盛世酒店的收購項目所反映，本集團專注為旗下資產建立及增添價值，並盡力
提升股東回報。於2015年完成翻新工程後，澳門盛世酒店將以煥然一新的形象，
為本集團提供更大收益及穩定的資本回報。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2015年3月31日，本集團之僱員數目為1,244人（2014年：1,240人）。本年度之總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及償付予其他員工之成本）為453,300,000港元（2014年：
410,300,000港元）。僱員之薪酬乃根據個別人士之責任、才幹及技能、經驗及表現
以及市場薪酬水平釐定。員工福利包括醫療及人壽保險、退休福利及其他具競爭
力的額外福利。

為鼓勵或嘉獎員工及基於2002年9月2日採納的舊購股權計劃失效，本公司於2013

年8月15日採納了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之詳情將載於本公司
年報「購股權」一節。

末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就本年度派付每股0.06港元（2014年：0.075港元）之末期股息（「末期股
息」），合共約為78,153,000港元（2014年：97,691,000港元）。末期股息倘於本公司之
應屆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獲批准，將於2015年9月17日（星期四）派付
予於2015年8月26日（星期三）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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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
以確定股東有權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

遞交過戶文件最後限期 2015年8月14日（星期五）下午4時30分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日期 2015年8月17日至18日（星期一及星期二）
記錄日期 2015年8月18日（星期二）
股東週年大會 2015年8月18日（星期二）

以確定股東享有建議之末期股息

遞交過戶文件最後限期 2015年8月24日（星期一）下午4時30分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日期 2015年8月25日至26日（星期二及星期三）
記錄日期 2015年8月26日（星期三）
末期股息派付日期 2015年9月17日（星期四）

為符合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在會上投票以及領取建議末期股息之資格，所有相關
股票連同已填妥之過戶表格必須於上述遞交過戶文件最後限期前交回本公司之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秘書商務有限公司」以辦理登記，地址為香港皇后大
道東183號合和中心22樓。

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的工作範疇
本集團核數師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已就初步公告內所載本集團本年度之綜合
財務狀況表、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及其相關附註之數字與本集團本年度經
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之數字核對一致。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在這方面之工作並
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核數準則、香港審閱聘用準則或香港核證
聘用準則而進行之核證聘用，因此，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並不對初步公告發
出任何核證。

審閱本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已聯同本集團核數師德
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審閱本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根據這項審閱以及與
本公司管理層的討論，審核委員會確信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是按適用的會計準則
編製，並公平呈列了本集團於2015年3月31日的財政狀況及本年度之全年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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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企業管治守則
於本年度內，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之「企業管治守則」之所有守則條
文。

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經向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全
體董事確認，彼等於本年度內均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規定之買賣標準。

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年度內，本公司及其各附屬公司概無購回、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刊發年度業績及年報
年 度 業 績 公 告 乃 刊 載 於 聯 交 所 網 站 (http://www.hkex.com.hk)及 本 公 司 之 網 站
(http://www.emp296.com)。年報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於聯交所及本公
司網站刊載。

承董事會命
英皇娛樂酒店有限公司

主席
陸小曼

香港，2015年6月24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為：

非執行董事： 陸小曼女士

執行董事： 黃志輝先生
范敏嫦女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陳慧玲女士
溫彩霞女士
余擎天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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