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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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年 9月 3 0日止
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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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年 9月 3 0日止第三季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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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以及證券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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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30日止第三季綜合業績。

我們的控股股東 Wynn Resorts, Limited 已於2018年11月7日（拉斯維加斯時間下午1時09
分）或前後公佈其未經審核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第三季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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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以及證券及期貨條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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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30日止第三季綜合業績
（「WML業績」）。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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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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止三個月
 

2018年 2017年*
  

經營收益
 娛樂場 $ 1,129,143 $ 945,891
　客房 72,387 52,789
　餐飲 45,312 39,834
　零售租賃及其他 63,350 48,564

  

經營收益總額 1,310,192 1,087,078
  

經營成本及開支
　博彩稅及博彩溢價金 633,900 537,172
　員工成本 155,334 139,403
　其他經營開支 170,383 146,397
　折舊及攤銷 86,963 89,968
　物業費用及其他 5,128 25,458

  

1,051,708 938,398
  

經營溢利 258,484 148,680
  

　融資收益 4,527 465
　融資成本 (50,334) (40,440)
　淨匯兌差額 11,220 (1,888)
　利率掉期公允值變動 — (1)
　償還債務虧損 — (16,423)

  

(34,587) (58,287)
  

除稅前溢利 223,897 90,393
  

所得稅開支 (396) (39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純利 $ 223,501 $ 89,995
  

* 業績反映本公司採用於2018年1月1日生效的新收益確認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若干先前期間的
金額已作調整以反映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的全面追溯採用情況，對經營溢利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純利沒
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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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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7日（拉斯維加斯時間下午1時09分）或前後公
佈其未經審核截至 2018年 9月 30日止第三季業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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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4922/000117492218000174/0001174922-18-000174-index.htm。
盈利公佈載有與由本公司擁有的 Wynn Resorts, Limited 澳門業務相關的分部財務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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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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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30日止三個月的財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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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sec.gov/Archives/edgar/data/1174922/000117492218000174/0001174922-18-000174-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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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ynn Resorts, Limited公佈截至2018年第三季業績

業績反映本公司採用於2018年1月1日生效的新收益確認準則（「ASC 606」）。若干
先前期間的金額已作調整以反映ASC 606的全面追溯採用情況，對經營收入、淨
收入或經調整後的物業EBITDA (1)沒有影響。

2018年第三季的經營收益為17.1億美元，較2017年同期的15.5億美元上升10.2%或
1.577億美元。永利皇宮及我們永利澳門業務的經營收益較2017年同期分別增加
2.055億美元及1,760萬美元。永利皇宮及永利澳門的經營收益增幅部分被我們的
拉斯維加斯業務減少6,540萬美元所抵銷。

以美國公認會計原則（「公認會計原則」）為基準，2018年第三季的Wynn Resorts, 
Limited應佔淨收入為1.561億美元或每股攤薄股份1.44美元，而2017年同期則為
7,980萬美元或每股攤薄股份0.78美元。Wynn Resorts, Limited應佔淨收入增加主要
由於永利皇宮及永利澳門的經營收入增加所致，惟被我們拉斯維加斯業務的減
幅所抵銷。

2018年第三季經調整後的物業EBITDA為5.044億美元，較2017年同期的4.730億美
元上升6.6%或3,140萬美元。永利皇宮經調整後的物業EBITDA較2017年同期增加
8,790萬美元，而永利澳門則與2017年同期相對持平。永利皇宮的增幅部分被我
們的拉斯維加斯業務減少5,620萬美元所抵銷。

澳門業務

永利皇宮

2018年第三季永利皇宮的經營收益為7.306億美元，較2017年同期的5.250億美元上
升39.1%。2018年第三季永利皇宮經調整後的物業EBITDA為2.261億美元，較2017
年同期的1.382億美元上升63.6%。2018年第三季的娛樂、零售及其他收益以及經
調整後的物業EBITDA包括業務中斷保險所得款項540萬美元，乃與悉數結算2017
年颱風天鴿的索償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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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第三季永利皇宮的娛樂場收益為6.256億美元，較2017年同期的4.471億美元
上升39.9%。貴賓業務賭枱轉碼數為155.3億美元，較2017年第三季的136.9億美元
上升13.4%。貴賓賭枱贏額佔轉碼數百分比為3.40%，高於2.7%至3.0%的預期範圍
及高於2017年第三季錄得的2.99%。中場業務賭枱投注額為11.9億美元，較2017年
第三季的8.666億美元上升37.3%。中場業務的賭枱贏額為3.081億美元，較2017年
第三季的1.943億美元上升58.6%。中場業務的賭枱贏額百分比為25.9%，高於2017
年第三季錄得的賭枱贏額百分比22.4%。角子機投注額為9.225億美元，較2017年
第三季的8.175億美元上升12.8%。2018年第三季的角子機贏額較2017年第三季的
4,200萬美元增加9.7%至4,600萬美元。

2018年第三季永利皇宮的非娛樂場收益為1.050億美元，較2017年同期的7,800萬
美元上升34.7%。2018年第三季的客房收益為4,430萬美元，較2017年同期的2,950
萬美元上升50.1%。平均每日房租（「ADR」）為275美元，較2017年第三季的199美元
上升38.2%。2018年第三季的入住率與2017年同期相對持平，為96.0%。每間可供
使用客房的收益（「REVPAR」）為264美元，較2017年第三季的192美元上升37.5%。

永利澳門

2018年第三季永利澳門的經營收益為5.796億美元，較2017年同期的5.620億美元
上升3.1%。2018年第三季永利澳門經調整後的物業EBITDA與2017年同期相對持
平，為1.829億美元。2018年第三季的娛樂、零售及其他收益以及經調整後的物業
EBITDA包括業務中斷保險所得款項530萬美元，乃與悉數結算2017年颱風天鴿的
索償有關。

2018年第三季永利澳門的娛樂場收益為5.036億美元，較2017年同期的4.988億美
元上升0.9%。貴賓業務賭枱轉碼數為139.7億美元，較2017年同期的133.7億美元
上升4.4%。貴賓賭枱贏額佔轉碼數百分比為3.01%，略高於2.7%至3.0%的預期範
圍及低於2017年第三季錄得的3.37%。中場業務賭枱投注額為11.8億美元，較2017
年第三季的10.7億美元上升10.6%。中場業務的賭枱贏額為2.502億美元，較2017
年第三季的2.164億美元上升15.6%。中場業務的賭枱贏額百分比由2017年第三季
錄得的賭枱贏額百分比20.2%上升至21.1%。角子機投注額為8.952億美元，較2017
年第三季的8.646億美元上升3.6%，而角子機贏額減少2.1%至3,480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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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第三季永利澳門的非娛樂場收益為7,610萬美元，較2017年同期的6,320萬美
元上升20.3%。2018年第三季的客房收益為2,810萬美元，較2017年同期的2,330萬
美元上升20.7%。ADR為276美元，較2017年第三季的238美元上升16.0%。2018年
第三季的入住率由2017年同期的97.3%上升至99.0%。REVPAR為273美元，較2017
年第三季的231美元上升18.2%。

資產負債表

於2018年9月30日，我們的現金、現金等價物及受限制現金為19.5億美元。

於季末，尚未償還的流動及長期債務總額為89.3億美元，包括42.4億美元的澳門
相關債務、永利拉斯維加斯的31.0億美元債務、Wynn America的9.85億美元債務
及我們綜合入賬的零售合營企業所持的6.11億美元債務。

非公認會計原則的財務計量

(1)「經調整後的物業EBITDA」指未計利息、所得稅、折舊及攤銷、訴訟和解費
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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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
衍生工具公允值變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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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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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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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利皇宮 $128,136 $— $64,980 $2,462 $27,900 $1,621 $1,042 $226,141

　永利澳門 132,338 — 21,820 3,065 22,288 1,807 1,610 182,928

　澳門其他 (3,147) — 1,104 8 — 1,830 205 —
        

澳門業務總計 257,327 — 87,904 5,535 50,188 5,258 2,857 409,069
        

截至2017年9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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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利皇宮 $28,432 $— $65,062 $19,493 $21,769 $2,198 $1,274 $138,228

　永利澳門 124,566 — 24,734 6,396 23,099 2,384 2,040 183,219

　澳門其他 (6,551) — 1,115 157 — 5,111 168 —
        

澳門業務總計 146,447 — 90,911 26,046 44,868 9,693 3,482 321,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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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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30日止九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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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利皇宮 $330,108 $— $193,861 $9,122 $75,788 $5,094 $3,344 $617,317

　永利澳門 418,068 — 65,594 4,554 66,142 5,894 5,425 565,677

　澳門其他 (10,293) — 3,315 71 — 6,368 539 —        

澳門業務總計 737,883 — 262,770 13,747 141,930 17,356 9,308 1,182,994        

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九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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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利皇宮 $56,443 $— $193,749 $20,253 $56,520 $6,744 $3,778 $337,487

　永利澳門 406,418 — 74,043 7,932 72,727 7,586 6,017 574,723

　澳門其他 (12,515) — 3,376 163 — 8,480 496 —
        

澳門業務總計 450,346 — 271,168 28,348 129,247 22,810 10,291 91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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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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止三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九個月  
2018年 2017年 2018年 2017年    

澳門業務：
　永利皇宮：
　　貴賓：
　　　平均賭枱數目 112 106 114 101

　　　貴賓轉碼數 $15,525,637 $13,694,250 $44,940,535 $36,340,603

　　　貴賓賭枱贏額(1) $528,219 $409,648 $1,348,291 $997,031

　　　貴賓賭枱贏額佔轉碼數百分比 3.40% 2.99% 3.00% 2.74%
　　　每張賭枱每日贏額 $51,463 $42,015 $43,302 $36,290

　　中場：
　　　平均賭枱數目 206 201 209 205

　　　賭枱投注額 (2) $1,189,895 $866,637 $3,625,959 $2,365,661

　　　賭枱贏額 (1) $308,149 $194,294 $898,876 $530,668

　　　賭枱贏額百分比 25.9% 22.4% 24.8% 22.4%
　　　每張賭枱每日贏額 $16,291 $10,491 $15,750 $9,507

　　　平均角子機數目 1,056 1,100 1,062 1,041

　　　角子機投注額 $922,514 $817,543 $2,921,582 $2,132,973

　　　角子機贏額 (3) $46,044 $41,965 $145,993 $110,712

　　　每台角子機每日贏額 $474 $415 $503 $390

　　客房統計數字：
　　　入住率 96.0% 96.1% 96.3% 96.0%
　　　ADR (4) $275 $199 $261 $193

　　　REVPAR (5) $264 $192 $251 $185

　永利澳門：
　　貴賓：
　　　平均賭枱數目 109 96 111 93

　　　貴賓轉碼數 $13,966,931 $13,373,060 $44,982,849 $42,680,904

　　　貴賓賭枱贏額 (1) $420,864 $451,136 $1,223,219 $1,456,139

　　　貴賓賭枱贏額佔轉碼數百分比 3.01% 3.37% 2.72% 3.41%
　　　每張賭枱每日贏額 $42,061 $51,324 $40,204 $57,095

　　中場：
　　　平均賭枱數目 200 206 202 205

　　　賭枱投注額(2) $1,183,667 $1,070,119 $3,799,636 $3,274,733

　　　賭枱贏額 (1) $250,229 $216,439 $758,748 $650,911

　　　賭枱贏額百分比 21.1% 20.2% 20.0% 19.9%
　　　每張賭枱每日贏額 $13,625 $11,408 $13,747 $11,637

　　　平均角子機數目 845 918 902 907

　　　角子機投注額 $895,249 $864,553 $2,861,703 $2,589,125

　　　角子機贏額 (3) $34,769 $35,522 $116,960 $113,607

　　　每台角子機每日贏額 $447 $421 $475 $459

　　客房統計數字：
　　　入住率 99.0% 97.3% 99.1% 96.9%
　　　ADR (4) $276 $238 $280 $240

　　　REVPAR (5) $273 $231 $277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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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賭枱贏額於呈列時尚未扣除折扣、佣金及由娛樂場收益分配至為娛樂場客戶免費提供服務的客房、
餐飲以及其他收益的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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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角子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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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贈送）（扣除服務費（如有））除以總入住客房。
先前期間的金額已作調整以反映ASC 606的全面追溯採用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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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贈送）（扣除服務費（如有））除
以總可供使用客房。先前期間的金額已作調整以反映ASC 606的全面追溯採用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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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及度假村行業內的競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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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
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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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智文博士

香港，2018年11月8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馬德承及高哲恒；執行董事及副主席陳志玲；非執行董事Craig S. Billings
及Maurice L. Wooden；獨立非執行董事及主席盛智文；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蘇兆明、Bruce Rockowitz及林健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