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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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GALAXY ENTERTAINMENT GROUP LIMITED 

銀 河 娛 樂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7）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一季 
的若干特定未經審核之主要業務表現指標之公佈 

 
本公佈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1)條而發出。 
 
銀河娛樂集團有限公司 (「銀娛」) 之董事會 (「董事會」) 欣然宣佈銀娛及其附屬公司
( 統稱為「集團」)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一季的若干特定未經審核之主要
業務表現指標如下：  
摘要 
銀娛 
• 經調整EBITDA再創新高達 22億港元，同比增長 202% 
• 集團連續第十四個季度錄得經調整 EBITDA 增長 
• 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十二個月經調整 EBITDA 上升 185%至 72 億港

元 
• 「澳門銀河

TM
」及星際酒店的中場錄得理想收益，按季分別增加 16%及 13% 

「澳門銀河
TM
」 

• 二零一二年第一季為開業後第三個完整季度，錄得經調整 EBITDA 為 13 億港元，
增長 6% 

• 經調整 EBITDA 利潤率按季上升 12%，由 16%升至 18% 
• 二零一二年第一季酒店入住率高達 89% 
• 兩間天際貴賓廳、名人坊角子機高額投注區、一間新貴賓廳及「紅伶」的開幕，進

一步加強博彩及娛樂選擇 
• 二零一二年第一季年度投資回報率 (「投資回報率」) 為 32% 
星際酒店 
• 連續第十五個季度錄得經調整EBITDA增長，達 8.52億港元，同比增長 28%  
• 投資回報率升至 91% 
• 二零一二年第一季酒店入住率高達 98% 
資產負債表 
•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集團的手持現金充裕，達 95億港元，當中包括 19億

港元的受限制性使用現金  
結算日後事項 ：公佈「澳門銀河

TM
」第二期計劃 

•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公佈「澳門銀河
TM
」第二期項目，預算 160億港元 

• 預期於二零一五年中完成 
• 銀娛無意發行新股 
投資回報率乃按過去十二個月經調整 EBITDA總額除以項目成本/賬面總值 (包括地價) 所得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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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娛於本季再次錄得理想業績，連續第十四個季度錄得經調整EBITDA (定義見 2011
年報) 增長。兩個旗艦項目的盈利均錄得增長。「澳門銀河

TM
」開幕近一年，表現持續

超越集團及賓客的期望。 
 
今天公佈的業績亦突顯了我們近期公佈的「澳門銀河

TM
」第二期發展的龐大潛力。銀娛

將繼續努力爭取更大成功，以致力達到成為亞洲領先的博彩及娛樂企業的目標。 
 
集團財務表現 
 

集團於二零一二年第一季度業績理想，經調整 EBITDA 連續第十四個季度錄得增長，

達 22 億港元新高。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集團過去十二個月經調整 EBITDA
達 72 億港元。季內集團收益為 132 億港元，按年上升 130%。 

 
 

 
 
城市娛樂會及建築材料業務表現穩健。 
 

「澳門銀河
TM
」 

 
銀娛在路氹的綜合渡假城「澳門銀河

TM
」已營運三個完整季度，於二零一二年第一季錄

得收益 72 億港元及經調整EBITDA達 13 億港元。中場業務收益按季增加 16%。由於

營運效益提高及中場業務表現理想，期內經調整EBITDA利潤率上升，根據香港公認會

計準則計算為 18%，按美國公認會計準則計算為 26%。年度投資回報率達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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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娛季度經調整EBITDA (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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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娛過去十二個月經調整EBITDA (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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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第一季 (百萬港元) 貴賓廳博彩 中場博彩 角子機博彩

轉碼數 / 投注額 / 投注額 $171,393 $5,871 $4,346
博彩收益 $5,120 $1,593 $298
淨贏率 3.0% 27.1% 6.9%
 
「澳門銀河

TM
」的成功，全賴其提供眾多世界級及亞洲心為主題的各式娛樂、住宿及餐

飲選擇。季內，兩間全新豪華天際貴賓廳、名人坊角子機高額投注區、尊貴的「紅

伶」私人會所及一間新貴賓廳的開幕，進一步加強「澳門銀河
TM
」的「傲視世界  情繫

亞洲」產品及服務。季內，「澳門銀河
TM
」的酒店入住率高達 89%。 

 
星際酒店及娛樂場 
 
星際酒店作為集團位於澳門半島之旗艦物業，連續第十五個季度錄得經調整 EBITDA 
增長，二零一二年第一季之經調整 EBITDA 創新高至 8.52 億港元，對比二零一一年同

季增幅為 28%。 
 
根據香港公認會計準則，星際酒店的季度經調整 EBITDA 利潤率為 15%，相比二零一

一年第一季為 13%及二零一一年第四季為 14%。根據美國公認會計準則，季度經調整

EBITDA 利潤率為 26%，相比二零一一年第一季為 23%及二零一一年第四季為 23%。 
 
二零一二年第一季收益對比二零一一年同季增加 11%至 55 億港元，但對比二零一一

年第四季收益則下跌 10%。雖然貴賓廳轉碼數於二零一二年第一季仍然穩健，但由於

其淨贏率只為 2.7%，低於預期之 2.8%，二零一一年第四季之淨贏率則為 3.1%。 
 
中場博彩收益按年增長 56%至 5.64 億港元，投注額破記錄達 24 億港元。季內，星際

酒店的酒店入住率高達 98%。 
 

二零一二年第一季(百萬港元) 貴賓廳博彩 中場博彩 角子機博彩

轉碼數 / 投注額 / 投注額 $176,117 $2,392 $927
博彩收益 $4,754 $564 $62
淨贏率 2.7% 23.2% 6.6%
 
 

二零一一年第一季(百萬港元) 貴賓廳博彩 中場博彩 角子機博彩

轉碼數 / 投注額 / 投注額 $151,424 $1,945 $1,054
博彩收益 $4,436 $362 $70
淨贏率 2.9% 18.1% 6.7%
 
按過去十二個月計算，星際酒店的經調整 EBITDA 達 31 億港元，令投資回報率達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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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娛樂會及建築材料業務  
 
於二零一二年第一季，城市娛樂會經調整 EBITDA 為 4,300 萬港元，對比二零一一年

第一季為 5,700 萬港元。建築材料業務的經調整 EBITDA 同比增長 22%至 8,300 萬港

元。 
 
流動資金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集團流動資金充裕，手持現金為 95 億港元，當中包括

19 億港元的受限制性使用現金。 
 
結算日後事項:  公佈「澳門銀河

TM
」第二期計劃 

 
集團近期公佈加快啟動「澳門銀河

TM
」第二期發展，將使渡假城的面積擴大接近一倍至

100 萬平方米，當中包括： 

• 兩間豪華酒店﹕首間全套房的麗思卡爾頓酒店及全球最大的 JW 萬豪酒店，總共五

間豪華酒店合共提供約 3,600 間客房 
• 零售面積大幅增加至超過 100,000 平方米，可容納 200 間高級零售商舖 
• 超過 45 間全新國際餐飲，令總數增至超過 100 間 
• 擴大會議、活動及宴會空間至可容納逾 3,000 人 

 
「澳門銀河

TM
」第二期預期將於二零一五年中完成。 

 
謹慎性陳述 
 
董事會僅此提醒股東及潛在投資者，上述財務資料乃僅與集團部分營運相關，並且根

據集團內部記錄及管理帳目編製。上述財務資料並未由獨立核數師審閱或審核，且並

非為對博彩及娛樂分部的表現或對集團整體的表現作出預測。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應小

心以免不恰當地依賴該等資料。銀娛同時籲請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在買賣銀娛股份時務

須小心謹慎。 
 
 

承董事會命 
銀河娛樂集團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冼李美華 

 
香港，二零一二年五月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銀娛之執行董事為呂志和博士（主席）、呂耀東先生、徐應強先生及鄧
呂慧瑜女士，銀娛之非執行董事為唐家達先生及陳林正先生，以及銀娛之獨立非執行
董事為顏志宏先生、葉樹林博士及黃龍德博士。 
 
網址：www.galaxyentertainment.com 
 

http://www.galaxyentertainmen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