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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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2022年第一季度節選未經審核主要業務表現指標

澳門博彩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統稱「本集團」）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三個月（「2022年第一季度」）之節選未經審核

主要業務表現指標，旨在讓股東、投資者及公眾人士能更適當地評估本集團之經營

狀況及業務表現。

2022年第一季度摘要（未經審核）

. 本集團於2022年第一季度之博彩淨收益1為23.5億港元，於2021年第一季度則

為24.12億港元。

. 本集團於2022年第一季度之經調整EBITDA2為負4.74億港元，於2021年第一

季度則為負3.19億港元。

. 本集團於2022年第一季度之經調整EBITDA率3為負18.7%，於2021年第一季

度則為負12.9%。

. 本公司擁有人於2022年第一季度應佔虧損為12.82億港元，於2021年第一季度

則為虧損6.47億港元。

. 本集團位於路氹的上葡京綜合度假村已於2021年7月30日開業。上葡京於

2022年第一季度之毛收益為2.71億港元，包括博彩毛收益1.56億港元及非博

彩收益 1 . 1 5億港元。經調整開業前開支 1 . 3 2億港元後，經調整物業

EBITDA4為負2.16億港元。

. 新葡京於2022年第一季度之毛收益為5.92億港元，包括博彩毛收益5.51億港

元及非博彩收益4,100萬港元，於2021年第一季度之博彩毛收益則為5.85億港

元及非博彩收益為3,600萬港元，而其經調整物業EBITDA為負1.28億港元，
於2021年第一季度則為負1.43億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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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第一季度摘要（未經審核）（續）

. 本集團於2022年3月31日錄得現金、銀行結餘、短期銀行存款及已抵押銀行

存款為17.5億港元，債項則為228.11億港元。

. 於2022年2月28日，本集團延長其銀團貸款融資（原包含150億港元定期貸款

及100億港元循環信貸，其中133億港元尚未償還）之到期日至2023年2月

28日。本集團預期於下個季度內完成該等融資之再融資工作。

1 博彩淨收益指博彩毛收益減佣金及獎勵。

2 經調整EBITDA指經調整非控股權益後及未計利息收支、稅項、折舊及攤銷、捐款、出

售╱撇銷物業及設備的虧損、銀行貸款的銀行費用、提前償還銀行貸款的收益、修改銀行

貸款的虧損、轉批給費收入及開業前開支前盈利或虧損。

3 經調整EBITDA率指經調整EBITDA除以總淨收益（博彩淨收益加酒店、餐飲、零售、租賃

及相關服務收益）。

4 經調整物業EBITDA指未計利息收支、稅項、折舊和攤銷、捐款、出售╱撇銷物業及設備

的虧損、銀行貸款的銀行費用、提前償還銀行貸款的收益、修改銀行貸款的虧損、轉批給

費收入、開業前開支及企業成本以及對銷公司間消費前的盈利或虧損。

按年初至今基準比較（未經審核）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2022年 2021年 增幅╱

（減幅）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總淨收益 2,538 2,478 2.4%

博彩淨收益 2,350 2,412 (2.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1,282) (647) (98.3%)

經調整EBITDA (474) (319) (48.4%)

經調整EBITDA率 (18.7%) (12.9%)

本公司之附屬公司澳娛綜合度假股份有限公司於2022年第一季度的博彩收益減去佣

金及獎勵的1.91億港元後（2021年第一季度為2.40億港元）為23.5億港元，較2021年

第一季度減少2.6%。

本集團之貴賓博彩毛收益於2022年第一季度為3.44億港元，較2021年第一季度之

4.85億港元減少29.1%；中場博彩毛收益為20.58億港元，較去年同期之20.51億港

元增加0.3%；角子機博彩毛收益為1.39億港元，較去年同期之1.16億港元增加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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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2022年第一季度之總淨收益為25.38億港元，其中包括酒店、餐飲、零售、

租賃及相關服務收益1.88億港元（2021年第一季度為6,600萬港元）。

以下列表為自行推廣及衛星娛樂場業務的業績概要：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2022年 2021年 增幅╱
（減幅）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貴賓博彩毛收益 344 485 (29.1%)

中場博彩毛收益 2,058 2,051 0.3%

角子機博彩毛收益 139 116 19.5%

博彩毛收益 2,541 2,652 (4.2%)

佣金及獎勵 (191) (240) (20.5%)

博彩淨收益 2,350 2,412 (2.6%)

上葡京娛樂場統計數據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2022年 2021年 變動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

收益：
中場 141 — 141 —

角子機 15 — 15 —

博彩毛收益 156 — 156 —

中場投注額 905 — 905 —

中場賭枱贏額 141 — 141 —

非轉碼贏額百分比 15.5% — — 15.5個百分點

角子機收入總額 339 — 339 —

角子機贏額 15 — 15 —

角子機贏額百分比 4.6% — — 4.6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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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葡京娛樂場統計數據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2022年 2021年 變動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

收益：
貴賓 240 215 25 11.3%
中場 269 325 (56) (17.2%)
角子機 42 45 (3) (5.5%)

博彩毛收益 551 585 (34) (5.9%)

貴賓籌碼銷售額 5,709 7,413 (1,704) (23.0%)
贏額 240 215 25 11.3%
贏率 4.2% 2.9% — 1.3個百分點

中場投注額 1,216 1,472 (256) (17.4%)
中場賭枱贏額 269 325 (56) (17.2%)
非轉碼贏額百分比 22.1% 22.1% — —

角子機收入總額 802 911 (109) (12.0%)
角子機贏額 42 45 (3) (5.5%)
角子機贏額百分比 5.3% 4.9% — 0.4個百分點

其他自行推廣娛樂場統計數據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2022年 2021年 變動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

收益：
貴賓 — 1 (1) (100.0%)
中場 313 342 (29) (8.4%)
角子機 39 32 7 20.2%

博彩毛收益 352 375 (23) (6.2%)

貴賓籌碼銷售額 — 51 (51) (100.0%)
贏額 — 1 (1) (100.0%)
贏率 — 2.3% — (2.3個百分點)

中場投注額 2,333 2,411 (78) (3.2%)
中場賭枱贏額 313 342 (29) (8.4%)
非轉碼贏額百分比 13.4% 14.2% — (0.8個百分點)

角子機收入總額 775 683 92 13.5%
角子機贏額 39 32 7 20.2%
角子機贏額百分比 5.0% 4.7% — 0.3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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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星娛樂場統計數據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2022年 2021年 變動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

收益：

貴賓 104 269 (165) (61.0%)

中場 1,335 1,384 (49) (3.6%)

角子機 43 39 4 8.0%

博彩毛收益 1,482 1,692 (210) (12.4%)

以下列表顯示本集團的主要業績：

本集團經調整物業EBITDA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重新分類）

2022年 2021年 變動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

上葡京 (216) — (216) —

新葡京 (128) (143) 15 10.5%

其他自行推廣1 (104) (120) 16 13.8%

衛星2 34 20 14 71.9%

總計 (414) (243) (171) (70.1%)

1 葡京娛樂場、回力海立方娛樂場（包括博彩及非博彩區域）、東方娛樂場及海島娛樂場。

2 14間由第三者推廣之娛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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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列表為酒店客房業務的業績概要：

酒店統計數據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2022年 2021年 變動

港元 港元 港元 %

入住率

上葡京綜合度假村1 39.9% — — 39.9個百分點

新葡京酒店 52.4% 52.5% — (0.1個百分點)

回力酒店 60.9% 43.5% — 17.4個百分點

澳門十六浦索菲特酒店 44.4% 48.4% — (4.0個百分點)

平均每日入住率

上葡京綜合度假村1 926 — 926 —

新葡京酒店 671 699 (28) (4.0%)

回力酒店 170 202 (32) (15.6%)

澳門十六浦索菲特酒店 470 447 23 5.2%

可入住客房收益

上葡京綜合度假村1 369 — 369 —

新葡京酒店 352 367 (15) (4.1%)

回力酒店 104 88 16 18.3%

澳門十六浦索菲特酒店 209 217 (8) (3.7%)

1 上葡京綜合度假村包括兩座酒店大樓 — 上葡京及THE KARL LAGERFELD。

2022年第一季度，從指定為按公平值列入其他全面收益的股本證券投資所得的未變

現公平值虧損為4,100萬港元，已確認於其他全面支出中，並累計於投資重估儲

備內。

本集團於2022年第一季度之資本開支為1.18億港元，主要用於在建工程以及傢俬、

裝置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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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務請注意，上述財務數據僅涉及本集團業務營運之若干部分及根

據本集團之內部記錄及管理賬目得出。上述財務數據並未經獨立核數師審閱或審

核，亦非本集團整體表現之預測。董事會提醒股東及潛在投資者不要過份依賴該等

數據，並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澳門博彩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何超鳳

香港，2022年5月3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何超鳳女士、霍震霆先生、梁安琪議員、蘇樹輝博士、陳婉珍博士

及岑康權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吳志誠先生及曾安業先生；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

周德熙先生、謝孝衍先生、黃汝璞女士及楊秉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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