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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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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28及債務股份代號：5279, 5280）

內幕消息

永利澳門有限公司的未經審核截至 2 0 1 7年 1 2月 3 1日止
第四季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業績

及
我們的控股股東W Y N N  R E S O R T S ,  L I M I T E D的
未經審核截至 2 0 1 7年 1 2月 3 1日止第四季及年度業績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及37.47B條及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571章）第XIVA部而刊發。

永利澳門有限公司董事會欣然公佈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的未經審核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第四季綜合業績。

我們的控股股東 Wynn Resorts, Limited 已於2018年1月22日（拉斯維加斯時間上午6時24
分）或前後公佈其未經審核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第四季及年度業績。

本公告乃由永利澳門有限公司（「我們」或「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
上市規則第13.09及37.47B條及證券及期貨條例（第571章）第XIVA部而刊發。

永利澳門有限公司的綜合財務業績

永利澳門有限公司的董事會欣然公佈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
製的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的未經審核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第四季綜合業績
（「WML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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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利澳門有限公司
簡明綜合收益表
（單位：千美元）
（未經審核）

截至12月31日止三個月
 

2017年 2016年
  

經營收益
　娛樂場 $ 1,228,665 $ 836,168
　客房 11,964 16,515
　餐飲 18,608 17,573
　零售租賃及其他 52,811 46,890

  

經營收益總額 1,312,048 917,146
  

經營成本及開支
　博彩稅及博彩溢價金 609,717 409,726
　員工成本 157,790 146,007
　其他經營開支 231,032 185,550
　折舊及攤銷 87,888 88,906
　物業費用及其他 (17,376) 903

  

1,069,051 831,092
  

經營溢利 242,997 86,054
  

　融資收益 812 269
　融資成本 (42,007) (41,758)
　淨匯兌差額 (1,874) 317
　利率掉期公允值變動 — 2,126
　償還債務虧損 (12,299) —

  

(55,368) (39,046)
  

除稅前溢利 187,629 47,008
  

所得稅開支 (398) (40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淨額 $ 187,231 $ 46,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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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ynn Resorts, Limited 的盈利公佈

本公司的控股股東 Wynn Resorts, Limited 為於美國全國 證券交易商協會自動報價系統（「 納
斯達克」）上市的公司。於本公告日期，Wynn Resorts, Limited 實益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
本約72%。

Wynn Resorts, Limited 已於2018年1月22日（拉斯維加斯時間上午6時24分）或前後公佈
其未經審核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第四季及年度業績（「盈利公佈」）。　閣下如欲審
閱由Wynn Resorts, Limited 編製並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存檔的盈利公佈，請瀏覽
https://www.sec.gov/Archives/edgar/data/1174922/000117492218000004/0001174922-18-000004-index.htm 。
盈利公佈載有有關 Wynn Resorts, Limited（本公司擁有其澳門業務）的澳門業務的分部財
務資料。盈利公佈亦刊載於公開的網站。

Wynn Resorts, Limited 的財務業績（包括載於盈利公佈者）乃根據美國公認會計原則（「美
國公認會計原則」）編製，該等原則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有所不同。我們採用國際財務報
告準則編製及呈列我們的財務資料。因此，盈利公佈所載的財務資料與本公司作為一間
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的公司所披露的財務業績不可直接比較。特別是
盈利公佈內呈列的平均每日房租（「ADR」）及每間可供使用客房的收益（「REVPAR」）乃
 根據美國公認會計原則所呈報的客房收益（包括計入客房收益的相關推廣優惠） 計算。
根據美國公認會計原則，於呈列淨收益時會從總收益扣除推廣優惠。根據國際財務報告
準則，客房收益不包括該等推廣優惠。

務請我們的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注意，盈利公佈所載的財務業績乃未經審核，且並非由本
公司編製或呈列，本公司概無表示或保證本集團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三個月及年度的
財務業績將與盈利公佈所呈列者相同。

為確保我們的 所有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均同樣及適時地獲得有關本公司的資料，Wynn 
Resorts, Limited 於盈利公佈刊載有關本公司及我們的澳門業務的財務及其他資料的重要
摘要載列如下（除另有註明者外，於盈利公佈的所有貨幣金額均以美元計值），其中部分
可能構成本公司的重大內幕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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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y n n  R e s o r t s ,  L i m i t e d公佈截至 2 0 1 7年
第四季及年度業績

2017年第四季的淨收益為16.9億美元，較2016年同期的13.0億美元上升29.9%或3.887
億美元。淨收益增加乃由於永利皇宮增加2.747億美元及永利澳門增加1.202億美元所
致，部分被我們的拉斯維加斯業務減少620萬美元所抵銷。

以美國公認會計原則（「公認會計原則」）為基準，2017年第四季的Wynn Resorts, Limited
應佔淨收入為4.917億美元或每股攤薄股份4.77美元，而2016年同期則為1.138億美元
或每股攤薄股份1.12美元。Wynn Resorts, Limited應佔淨收入增加主要由於美國稅務
改革引致的所得稅抵免及永利皇宮及永利澳門營運收入增加所致，部分被贖回票據
公允值較少的跌幅所抵銷。

2017年第四季經調整後的物業EBITDA(2)為4.802億美元，較2016年同期的3.409億美
元上升40.9%或1.393億美元，主要由於永利皇宮及永利澳門分別增加1.126億美元及
3,720萬美元所致，部分被我們的拉斯維加斯業務減少1,050萬美元所抵銷。

2017年全年淨收益為63.1億美元，較2016年同期的44.7億美元增加41.2%或18.4億美
元。淨收益增加乃由於永利皇宮（於2016年8月開業）、永利澳門及我們的拉斯維加斯
業務分別增加15.6億美元、2.217億美元及6,250萬美元所致。

以公認會計原則為基準，2017年Wynn Resorts, Limited應佔淨收入為7.472億美元或每
股攤薄股份7.28美元，而2016年同期則為2.420億美元或每股攤薄股份2.38美元。Wynn 
Resorts, Limited應佔淨收入增加主要由於美國稅務改革引致的所得稅抵免及永利皇
宮、永利澳門及我們的拉斯維加斯業務營運收入增加所致，部分被贖回票據公允值
增加及因本公司不再將永利皇宮的利息資本化而引致的利息費用增加所抵銷。

2017年經調整後的物業EBITDA(2)為18.1億美元，較2016年同期的12.6億美元上升
43.8%或5.514億美元。經調整後的物業EBITDA上升是由於永利皇宮、永利澳門及我
們的拉斯維加斯業務分別增加4.245億美元、7,920萬美元及4,770萬美元所致。

澳門業務

永利澳門

2017年第四季永利澳門的淨收益為6.186億美元，較2016年同期的4.984億美元上升
24.1%。2017年第四季永利澳門經調整後的物業EBITDA為1.860億美元，較2016年同
期的1.489億美元上升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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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四季永利澳門的娛樂場收益為5.829億美元，較2016年同期的4.653億美元上
升25.3%。貴賓業務賭枱轉碼數為156.2億美元，較2016年第四季的108.0億美元上升
44.7%。貴賓賭枱贏額佔轉碼數百分比（扣除佣金前）為2.89%，於2.7%至3.0%的預期範
圍內及低於2016年第四季錄得的3.08%。中場業務賭枱投注額為12.5億美元，較2016
年第四季的11.0億美元上升14.1%。中場業務的賭枱贏額為2.301億美元，較2016年第
四季的1.939億美元上升18.6%。中場業務的賭枱贏額百分比為18.4%，高於2016年第
四季錄得的17.7%。角子機投注額為9.376億美元，較2016年第四季的8.026億美元上升
16.8%，而角子機贏額增加25.3%至4,080萬美元。

2017年第四季永利澳門的非娛樂場收益（計入推廣優惠前）為7,390萬美元，較2016年
同期的6,460萬美元上升14.5%。2017年第四季的客房收益與2016年同期持平，為2,590
萬美元。平均每日房租（「ADR」）為258美元，較2016年第四季的262美元下跌1.5%。
2017年第四季的入住率由2016年同期的96.3%上升至99.4%。每間可供使用客房的收
益（「REVPAR」）為257美元，較2016年第四季的252美元上升2.0%。

永利皇宮

2017年第四季永利皇宮的淨收益為6.934億美元，較2016年同期的4.187億美元上升
65.6%。2017年第四季永利皇宮經調整後的物業EBITDA為1.901億美元，較2016年同
期的7,750萬美元上升145.3%。

2017年第四季永利皇宮的娛樂場收益為6.486億美元，較2016年同期的3.732億美元上
升73.8%。貴賓業務賭枱轉碼數為162.3億美元，較2016年第四季的103.3億美元上升
57.1%。貴賓賭枱贏額佔轉碼數百分比（扣除佣金前）為3.02%，高於2.7%至3.0%的預
期範圍及2016年第四季錄得的2.68%。中場業務賭枱投注額為11.2億美元，較2016年
第四季的7.250億美元上升55.1%。中場業務的賭枱贏額為2.645億美元，較2016年第四
季的1.596億美元上升65.7%。中場業務的賭枱贏額百分比為23.5%，高於2016年第四
季錄得的22.0%。角子機投注額為9.206億美元，較2016年第四季的5.344億美元上升
72.3%，角子機贏額則上升96.2%至5,500萬美元。

2017年第四季永利皇宮的非娛樂場收益（計入推廣優惠前）為9,080萬美元，較2016年
同期的8,610萬美元上升5.5%。2017年第四季的客房收益為3,890萬美元，較2016年同
期的4,060萬美元下跌4.1%。ADR為236美元，較2016年第四季的272美元下跌13.2%。
2017年第四季的入住率由2016年同期的88.4%上升至96.8%。REVPAR為228美元，較
2016年第四季的241美元下跌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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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表

於2017年12月31日，我們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受限制現金以及投資證券合共為31.3
億美元。

於季末，尚未償還的債務總額為96.3億美元，當中包括36.0億美元的澳門相關債務、
永利拉斯維加斯的31.6億美元債務以及母公司及其他的28.7億美元債務。

於2017年第四季，永利澳門有限公司贖回餘下未收購的4.036億美元於2021年到期的
5 1/4厘優先票據，並錄得1,230萬美元的償還債務虧損。

非公認會計原則的財務計量

(2)「經調整後的物業EBITDA」指未計利息、所得稅、折舊及攤銷、開業前開支、物業
費用及其他、管理及特許權費、公司開支及其他（包括公司間的高爾夫球場及用水
權租賃）、以股份為基礎的報酬、償還債務虧損、利率掉期公允值變動、贖回票據公
允值變動以及其他非經營收入與開支前的淨收入，並包括於未綜合聯屬公司的收入
權益。由於管理層相信，經調整後的物業EBITDA常被廣泛用於計量博彩公司的表現
以及作為其估值的基準，故僅呈列經調整後的物業EBITDA為一項補充性披露。管理
層使用經調整後的物業EBITDA計量其分部的經營表現及比較其物業與其競爭對手
的物業的經營表現，以及作為釐定若干獎勵薪酬的基準。由於部分投資者使用經調
整後的物業EBITDA作為計量一間公司的舉債及償債、作出資本開支以及應付營運資
金要求的能力的方法，因此，本公司亦呈列經調整後的物業EBITDA。博彩公司過往
呈列EBITDA作為公認會計原則的補充。為求以較獨立的形式綜覽其娛樂場業務，包
括Wynn Resorts, Limited在內的博彩公司過往會從EBITDA計算中，剔除與管理特定娛
樂場物業無關的開業前開支、物業費用、公司開支及以股份為基礎的報酬。然而，
經調整後的物業EBITDA不應被視為取代經營收入作為反映本公司表現的指標、取代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作為流動性指標或取代根據公認會計原則釐定的任何其他
指標。與淨收入不同，經調整後的物業EBITDA並未包括折舊或利息開支，故並未反
映現時或未來的資本開支或資金成本。本公司動用大量現金流量（包括資本開支、
利息支付、債務本金償還、所得稅及其他非經常性支出），此等項目並未於經調整後
的物業EBITDA中反映。此外，Wynn Resorts對經調整後的物業EBITDA的計算亦可能
與其他公司所使用的計算方法不同，故比較作用可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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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Y N N  R E S O R T S ,  L I M I T E D及附屬公司
經營收入（虧損）與經調整後的物業E B I T D A的對賬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三個月 

經營收入
（虧損）

開業前
開支

折舊及
攤銷

物業費用
及其他

管理及
特許權費

公司開支
及其他

以股份
為基礎
的報酬

經調整後
的物業

EBITDA        

澳門業務：
　永利澳門 $133,923 $— $23,249 $(1,244) $24,042 $3,499 $2,560 $186,029

　永利皇宮 101,443 — 64,475 (7,590) 27,014 3,213 1,541 190,096

　澳門其他 (2,686) — 1,107 16 — 1,395 168 —
        

澳門業務總計 232,680 — 88,831 (8,818) 51,056 8,107 4,269 376,125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三個月 

經營收入
（虧損）

開業前
開支

折舊及
攤銷

物業費用
及其他

管理及
特許權費

公司開支
及其他

以股份
為基礎
的報酬

經調整後
的物業

EBITDA        

澳門業務：
　永利澳門 $95,622 $— $23,997 $1,291 $18,846 $4,643 $4,467 $148,866

　永利皇宮 (8,035) (1,371) 64,722 243 16,510 4,360 1,060 77,489

　澳門其他 (2,755) — 1,130 1 — 1,644 (20) —
        

澳門業務總計 84,832 (1,371) 89,849 1,535 35,356 10,647 5,507 226,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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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Y N N  R E S O R T S ,  L I M I T E D及附屬公司
經營收入（虧損）與經調整後的物業E B I T D A的對賬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續）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十二個月 

經營收入
（虧損）

開業前
開支

折舊及
攤銷

物業費用及
其他

管理及
特許權費

公司開支
及其他

以股份
為基礎
的報酬

經調整後
的物業

EBITDA        

澳門業務：
　永利澳門 $540,341 $— $97,292 $6,688 $96,769 $11,085 $8,577 $760,752

　永利皇宮 157,886 — 258,224 12,663 83,534 9,957 5,319 527,583

　澳門其他 (15,201) — 4,483 179 — 9,875 664 —
        

澳門業務總計 683,026 — 359,999 19,530 180,303 30,917 14,560 1,288,335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十二個月 

經營收入
（虧損）

開業前
開支

折舊及
攤銷

物業費用
及其他

管理及
特許權費

公司開支
及其他

以股份
為基

礎的報酬

經調整後
的物業

EBITDA        

澳門業務：
　永利澳門 $465,112 $— $98,527 $5,497 $86,000 $13,839 $12,534 $681,509

　永利皇宮 (162,637) 129,773 105,884 430 23,064 5,207 1,315 103,036

　澳門其他 (16,777) — 3,509 1 — 12,311 956 —
        

澳門業務總計 285,698 129,773 207,920 5,928 109,064 31,357 14,805 784,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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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Y N N  R E S O R T S ,  L I M I T E D及附屬公司
補充數據附表

（千美元，每張賭枱每日贏額及每台角子機每日贏額、ADR及REVPAR除外）
（未經審核）

截至12月31日止三個月 截至12月31日止十二個月  
2017年 2016年 2017年 2016年    

澳門業務：
　永利澳門：
　　貴賓：
　　　平均賭枱數目 102 83 96 149

　　　貴賓轉碼數 $15,622,932 $10,796,516 $58,303,836 $47,048,754

　　　貴賓賭枱贏額 $451,486 $332,586 $1,907,625 $1,547,261

　　　貴賓賭枱贏額佔轉碼數百分比 2.89% 3.08% 3.27% 3.29%
　　　每張賭枱每日贏額 (1) $48,267 $43,419 $54,726 $28,332

　　中場：
　　　平均賭枱數目 202 182 204 216

　　　賭枱投注額 (2) $1,250,994 $1,096,204 $4,525,727 $4,585,476

　　　賭枱贏額 $230,053 $193,921 $880,964 $881,797

　　　賭枱贏額百分比 18.4% 17.7% 19.5% 19.2%
　　　每張賭枱每日贏額(1) $12,370 $11,590 $11,820 $11,131

　　　平均角子機數目 934 845 914 802

　　　角子機投注額 $937,622 $802,630 $3,526,747 $3,386,973

　　　角子機贏額 $40,818 $32,582 $154,425 $145,680

　　　每台角子機每日贏額 (3) $475 $419 $463 $497

　　客房統計數字：
　　　入住率 99.4% 96.3% 97.5% 94.4%
　　　ADR (4) $258 $262 $257 $293

　　　REVPAR (5) $257 $252 $251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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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2月31日止三個月 截至12月31日止十二個月  
2017年 2016年 2017年 2016年    

　永利皇宮 (6)：
　　貴賓：
　　　平均賭枱數目 112 86 104 81

　　　貴賓轉碼數 $16,232,654 $10,329,574 $52,573,258 $14,480,023

　　　貴賓賭枱贏額 $489,643 $276,499 $1,486,674 $396,954

　　　貴賓賭枱贏額佔轉碼數百分比 3.02% 2.68% 2.83% 2.74%
　　　每張賭枱每日贏額(1) $47,395 $35,151 $39,325 $37,009

　　中場：
　　　平均賭枱數目 197 233 202 245

　　　賭枱投注額 (2) $1,124,702 $724,982 $3,490,363 $1,000,881

　　　賭枱贏額 $264,492 $159,620 $795,159 $211,146

　　　賭枱贏額百分比 23.5% 22.0% 22.8% 21.1%
　　　每張賭枱每日贏額(1) $14,623 $7,461 $10,759 $6,527

　　　平均角子機數目 983 888 1,026 962

　　　角子機投注額 $920,641 $534,391 $3,053,614 $738,907

　　　角子機贏額 $55,042 $28,054 $165,754 $40,664

　　　每台角子機每日贏額(3) $609 $344 $443 $320

　　客房統計數字：
　　　入住率 96.8% 88.4% 96.2% 83.2%

　　　ADR (4) $236 $272 $237 $276

　　　REVPAR (5) $228 $241 $227 $230

(1) 每張賭枱每日贏額於呈列時尚未扣除折扣及佣金（視乎適用情況而定）。

(2) 在澳門，賭枱投注額為存入賭枱投注箱之現金加上於籌碼兌換處購買之現金籌碼的總額。

(3) 每台角子機每日贏額以角子機總贏額扣除遞進應計項目及免費耍樂計算。

(4) ADR為平均每日房租，計算方式為將總客房收益（包括推廣優惠的零售價值）（扣除服務費（如有））除
以總入住客房（包括免費客房）。

(5) REVPAR為每間可供使用客房的收益，計算方式為將總客房收益（包括推廣優惠的零售價值）（扣除
服務費（如有））除以總可供使用客房。

(6) 永利皇宮於2016年8月22日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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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載有前瞻性陳述。該等前瞻性資料包括可對未來預期業績構成重大影響的重要
風險及不明朗因素。因此，該等業績可能與我們所作任何前瞻性陳述中列示的業績有所
不同。該等風險及不明朗因素包括但不限於娛樂場╱酒店及渡假村行業內的競爭、本公
司對現有管理層的依賴、旅遊、消閒及娛樂場消費的水平、整體經濟狀況，以及博彩法
例或法規的轉變。有關可能影響本公司財務業績的潛在因素的其他資料已載入已刊發
的中期及年度報告。我們並無責任（並明確表示不會承擔任何有關責任）就新資料、未來
事件或其他事宜而更新前瞻性陳述。

務請我們的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注意，不應過份依賴WML業績或盈利公佈，並務請注意
本公告中呈列的財務業績乃未經審核。務請我們的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
券時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永利澳門有限公司

主席
Stephen A. Wynn

香港，2018年1月22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 Stephen A. Wynn、高哲恒及陳志玲；非執行董事 麥馬度及Kim Sinatra；
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盛智文、蘇兆明、Bruce Rockowitz 及林健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