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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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DS CHINA LTD.
金沙中國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928）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1. 財務摘要

‧ 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的經調整EBITDA為1,230,000,000美元（9,580,000,000
港元），較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的 1,010,000,000美元（7,800,000,000港元）增加
22.0%。

‧ 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的總收益淨額為3,700,000,000美元（28,870,000,000港
元），較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的3,090,000,000美元（24,000,000,000港元）增加19.5%。

‧ 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的利潤為678,000,000美元（5,292,000,000港元），較二
零一六年上半年的551,000,000美元（4,275,000,000港元）增加23.0%。

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使用但並無另外界定的詞彙，具有本公司二零一六年年報所
賦予的涵義。

2. 管理層的討論與分析

經營業績

金沙中國有限公司（「我們」或「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業績，
與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比較。

附註： 美元金額採用1.00美元兌7.8057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00美元兌7.7584港元）的
滙率換算為港元金額（反之亦然），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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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淨額

本公司的收益淨額包括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百分比變動

（百萬美元）

娛樂場 3,111 2,606 19.4%
購物中心 236 193 22.3%
客房 142 120 18.3%
餐飲 87 72 20.8%
會議、渡輪、零售及其他 122 103 18.4%

  

總收益淨額 3,698 3,094 19.5%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收益淨額為3,700,000,000美元，較截至二零
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3,090,000,000美元增加19.5%。所有業務類別的收益淨
額均有所增加，主要受澳門巴黎人於二零一六年九月開幕及澳門博彩市場復甦所帶
動。我們於澳門的到訪人次持續領先市場，著力推動高利潤的中場博彩業務，同時
為貴賓及高端客戶提供豪華休閒設施及頂級服務。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的娛樂場收益淨額為3,110,000,000美
元，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2,610,000,000美元增加19.4%。該增加
乃由於澳門巴黎人錄得娛樂場收益淨額595,000,000美元所致，惟部份被金沙城中心
的博彩下注額減少及桌面博彩贏額百分比下跌導致娛樂場收益淨額減少96,000,000美
元所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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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概述本公司的娛樂場業務業績：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變動
（除百分比及百分點外，以百萬美元計）

澳門威尼斯人
娛樂場總收益淨額 1,225 1,212 1.1%
非轉碼入箱數目 3,423 3,427 (0.1)%
非轉碼贏額百分比 25.6% 24.9% 0.7點
轉碼金額 11,321 15,094 (25.0)%
轉碼贏額百分比(ii) 3.80% 2.99% 0.81點
角子機收入總額 1,334 2,049 (34.9)%
角子機贏款率 5.3% 4.5% 0.8點

金沙城中心
娛樂場總收益淨額 754 850 (11.3)%
非轉碼入箱數目 2,836 3,014 (5.9)%
非轉碼贏額百分比 20.5% 20.6% (0.1)點
轉碼金額 5,421 6,685 (18.9)%
轉碼贏額百分比(ii) 3.05% 3.26% (0.21)點
角子機收入總額 2,328 3,044 (23.5)%
角子機贏款率 4.0% 3.6% 0.4點

澳門巴黎人(i)

娛樂場總收益淨額 595 — — %
非轉碼入箱數目 1,956 — — %
非轉碼贏額百分比 18.9% — —點
轉碼金額 7,482 — — %
轉碼贏額百分比(ii) 3.36% — —點
角子機收入總額 1,789 — — %
角子機贏款率 3.6% — —點

澳門百利宮
娛樂場總收益淨額 207 199 4.0%
非轉碼入箱數目 597 530 12.6%
非轉碼贏額百分比 23.1% 23.0% 0.1點
轉碼金額 4,247 4,504 (5.7)%
轉碼贏額百分比(ii) 2.66% 2.77% (0.11)點
角子機收入總額 194 193 0.5%
角子機贏款率 7.4% 6.1% 1.3點

澳門金沙
娛樂場總收益淨額 330 345 (4.3)%
非轉碼入箱數目 1,239 1,350 (8.2)%
非轉碼贏額百分比 19.4% 17.6% 1.8點
轉碼金額 2,881 4,195 (31.3)%
轉碼贏額百分比(ii) 3.01% 2.84% 0.17點
角子機收入總額 1,210 1,325 (8.7)%
角子機贏款率 3.3% 3.3% —點

(i) 澳門巴黎人已於二零一六年九月十三日開幕。
(ii) 與預期轉碼贏額百分比3.0%至3.3%比較（未計折扣及佣金）。基於過去數年錄得的轉碼贏額百分比，我們

已修訂預期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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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購物中心收益淨額為236,000,000美元，較截
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193,000,000美元增加22.3%。該增加乃主要歸因
於巴黎人購物中心的購物中心收益淨額34,000,000美元，以及受續簽租約及更替商舖
以致基本租金調高帶動威尼斯人購物中心的購物中心收益淨額增加6,000,000美元所
致。

下表概述本公司的購物中心業務業績：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變動

（除可出租面積、百分比及百分點外，以美元計）

澳門威尼斯人
購物中心收益總額（百萬） 106 100 6.0%
購物中心可出租總面積（平方呎） 779,025 781,145 (0.3)%
租用率 97.7% 97.4% 0.3點
每平方呎基本租金 245 234 4.7%
租戶每平方呎銷售額(i) 1,340 1,359 (1.4)%

金沙城中心(ii)

購物中心收益總額（百萬） 33 31 6.5%
購物中心可出租總面積（平方呎） 425,630 331,476 28.4%
租用率 93.5% 96.7% (3.2)點
每平方呎基本租金 120 160 (25.0)%
租戶每平方呎銷售額(i) 676 861 (21.5)%

澳門巴黎人(iii)

購物中心收益總額（百萬） 34 — —%
購物中心可出租總面積（平方呎） 299,053 — —%
租用率 92.7% — —點
每平方呎基本租金 221 — —%
租戶每平方呎銷售額(i) 不適用 — —%

澳門百利宮
購物中心收益總額（百萬） 63 63 —%
購物中心可出租總面積（平方呎） 259,533 260,570 (0.4)%
租用率 99.5% 97.7% 1.8點
每平方呎基本租金 455 457 (0.4)%
租戶每平方呎銷售額(i) 3,097 2,994 3.4%

(i) 租戶每平方呎銷售額僅反映租戶已開業為期12個月後的銷售額。
(ii) 竣工後，金沙廣場的可出租總面積將達600,000平方呎。
(iii) 澳門巴黎人已於二零一六年九月十三日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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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客房收益淨額為142,000,000美元，較截至二
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120,000,000美元增加18.3%。該增加乃主要受澳門巴
黎人開幕所帶動，惟部份被澳門威尼斯人及澳門百利宮因進行翻新令客房數目分別
減少14%及21%而導致收益減少所抵銷。

下表概述本公司的客房業務業績。本表資料已計及以免租形式提供予客戶的客房。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變動
（除百分比及百分點外，以美元計）

澳門威尼斯人
客房收益總額（百萬） 85 91 (6.6)%
入住率 89.6% 79.3% 10.3點
日均房租 209 219 (4.6)%
平均客房收入 187 174 7.5%

金沙城中心
客房收益總額（百萬） 131 131 —%
入住率 80.4% 76.8% 3.6點
日均房租 146 152 (3.9)%
平均客房收入 118 117 0.9%

澳門巴黎人(i)

客房收益總額（百萬） 61 — —%
入住率 84.9% — —點
日均房租 137 — —%
平均客房收入 117 — —%

澳門百利宮
客房收益總額（百萬） 16 17 (5.9)%
入住率 80.2% 69.1% 11.1點
日均房租 363 349 4.0%
平均客房收入 291 241 20.7%

澳門金沙
客房收益總額（百萬） 10 10 —%
入住率 98.2% 95.9% 2.3點
日均房租 193 205 (5.9)%
平均客房收入 190 196 (3.1)%

(i) 澳門巴黎人已於二零一六年九月十三日開幕。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餐飲收益淨額為87,000,000美元，較截至二零
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72,000,000美元增加20.8%。該增加乃主要受澳門巴黎
人開幕所帶動。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會議、渡輪、零售及其他收益淨額為
122,000,000美元，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103,000,000美元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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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該增加乃由於澳門巴黎人開幕、金光綜藝館舉辦活動的文娛收益增加，以及
船票銷售額增加及價格上升帶動渡輪收益增加所致。

經營開支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經營開支為2,940,000,000美元，較截至二零
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2,490,000,000美元增加17.9%。經營開支增加乃主要由
於澳門巴黎人開幕導致娛樂場開支、一般及行政開支以及折舊及攤銷開支增加所致。

經調整EBITDA(i)

下表概述有關本公司各分部的資料：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百分比變動

（百萬美元）

澳門威尼斯人 547 514 6.4%
金沙城中心 276 307 (10.1)%
澳門巴黎人 188 — —%
澳門百利宮 111 92 20.7%
澳門金沙 93 79 17.7%
渡輪及其他業務 12 14 (14.3)%

  

經調整EBITDA總額 1,227 1,006 22.0%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經調整EBITDA增加22.0%至1,230,000,000美
元，而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則為1,010,000,000美元。該增加乃主要受
澳門巴黎人開幕所帶動。管理層團隊繼續致力於業務中博彩及非博彩兩方面的營運
效率及成本控制措施，以保持領先市場的經調整EBITDA。

(i) 經調整EBITDA為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財務計量指標，指未計以股份為基礎的補償、企業開支、開業前開
支、折舊及攤銷、外滙收益╱（虧損）淨額、減值虧損、處置物業及設備、投資物業及無形資產的收益╱
（虧損）、利息、修改或提前償還債項的收益╱（虧損）及所得稅利益╱（開支）前的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利潤。管理層使用經調整EBITDA比較其與其競爭對手的經營業務的經營盈利能力，以及作為釐定若干
獎勵補償的基準。博彩公司過往曾將經調整EBITDA當作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財務計量指標的補充績效計
量指標報告。為求以較獨立的形式綜覽娛樂場業務，博彩公司（包括本集團）過往曾於其經調整EBITDA
計算中剔除開業前開支及企業開支等與管理特定娛樂場物業無關的若干開支。經調整EBITDA不應被詮
釋為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釐定替代利潤或經營利潤（作為營運績效的指標）或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釐定
替代來自經營業務的現金流量（作為流通能力的計量指標）的指標。本集團動用大量現金流量，包括資本
開支、股息派付、利息付款及償還債項本金，而該等項目並未於經調整EBITDA中反映。並非所有公司均
以相同方式計算經調整EBITDA。因此，本集團所呈列的經調整EBITDA未必適合與其他公司所呈列具有
類似名稱的計量指標作直接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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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開支

下表概述有關利息開支的資料：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百分比變動

（百萬美元）

利息及其他融資成本 74 53 39.6%
減：資本化利息 (1) (21) (95.2)%

  

利息開支淨額 73 32 128.1%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經扣除資本化金額後的利息開支為73,000,000
美元，而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則為32,000,000美元。該增加乃主要由
於銀行借貸及利率增加帶動利息及其他融資成本增加21,000,000美元，以及澳門巴黎
人於二零一六年九月開幕導致資本化利息減少20,000,000美元所致。截至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的加權平均借貸成本約為2.4%。

期間利潤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利潤為678,000,000美元，較截至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551,000,000美元增加23.0%。該增加乃主要由於澳門巴黎人開
幕所致。

流動資金、財務及資本資源

本公司透過經營業務產生的現金及債務融資為業務提供資金。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在二零一六年VML循環融資項下的借
貸淨額為550,000,000美元。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二零一六年VML循
環融資項下可供動用的借貸限額為1,450,000,000美元。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我們持有現金及現金等價物781,000,000美元，主要來自
本公司的經營業務。該等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主要以港元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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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流量 — 摘要

本公司的現金流量包括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百萬美元）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淨額 1,304 1,083
投資活動所用的現金淨額 (220) (600)
融資活動所用的現金淨額 (1,584) (1,11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額 (500) (628)

期初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84 1,283
滙率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影響 (3) 1

  

期末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81 656
  

現金流量 — 經營活動

本公司大部份經營現金流量來自娛樂場、購物中心及酒店業務。截至二零一七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淨額增加20.4%至1,300,000,000美元，而截
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則為1,080,000,000美元。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淨額
增加主要歸因於經營收入增加，惟部份被我們的營運資金賬目變動（主要包括貿易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變動）所抵銷。

現金流量 — 投資活動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投資活動所用的現金淨額為220,000,000美元，
主要歸因於發展項目的資本開支以及保養開支。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資本開支總計為223,000,000美元，包括用於澳門巴黎人建設工程的111,000,000美
元以及用於本公司其他業務的112,000,000美元。

現金流量 — 融資活動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融資活動所用的現金淨額為1,580,000,000美
元，主要用於派付股息2,070,000,000美元，惟部份被二零一六年VML循環融資項下的
所得借貸款項淨額550,000,000美元所抵銷。



9

資本開支

資本開支主要用於翻新、提升及保養現有物業。本公司的資本開支（不包括資本化
利息及建設應付款項）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百萬美元）

澳門威尼斯人 60 24
金沙城中心 33 65
澳門巴黎人 111 497
澳門百利宮 13 6
澳門金沙 3 7
渡輪及其他業務 3 2

  

資本開支總額 223 601
  

澳門巴黎人已於二零一六年九月開幕。澳門巴黎人為一個與澳門威尼斯人及澳門百
利宮相連的綜合度假村，其設施包括一座佔地253,000平方呎的娛樂場。澳門巴黎人
亦設有約3,000間客房及套房；約300,000平方呎的零售及餐廳空間；約63,000平方呎
的會議室空間；一座設有1,200個座位的劇院；以及一座按原建築物二分之一的比例
複製建成，設有觀景台及餐廳的巴黎鐵塔。

金沙城中心自二零一二年四月起分階段開幕。我們已完成第四座大樓餘下部份（即
一間包括佔地約1,000,000平方呎的瑞吉服務及品牌豪華公寓式酒店單位及公用空間
的公寓式酒店新翼）的結構工程，並有意將瑞吉大樓的單位出售套現，惟須待澳門
政府批准方可作實。

澳門威尼斯人酒店大樓現正進行翻新，而有關工程將於二零一八年農曆新年前完
成。於二零一七年八月初，我們已完成四季酒店的翻新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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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承擔

下列物業及設備的未來承擔並未記錄在本公告所載財務報表：

於二零一七年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百萬美元）

已訂約但未撥備 236 265
  

股息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日，董事會宣派中期股息每股0.99港元（相等於0.128美元）。
中期股息的總額達7,990,000,000港元（相等於1,030,000,000美元），已於二零一七年二 
月二十四日派付。

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六日，股東批准就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向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五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派付末期股息每股1.00港元（相等
於0.129美元）。末期股息的總額達8,070,000,000港元（相等於1,040,000,000美元），已於
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三日派付。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

固定資產質押

本公司已將相當部份的固定資產質押，作為貸款融資的擔保。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
日，本公司已質押總賬面淨值約為6,500,000,000美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6,710,000,000美元）的土地租賃權益；樓宇；樓宇、土地與租賃物業裝修；傢俬、裝
置及設備；在建工程；以及汽車。

或然負債及風險因素

本集團於日常業務過程中產生或然負債。管理層經諮詢法律顧問後對潛在訴訟成本
作出估計。實際結果可能有別於該等估計；然而，管理層認為，該等訴訟與索償將
不會對我們的財務狀況、經營業績或現金流量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資本風險管理

本集團管理資本的主要目的是維護本集團持續經營的能力，從而使其能夠透過按風
險水平為產品和服務進行合適的定價，繼續為股東提供回報，也為其他持份者提供
利益。

本集團的資本架構包括債項（包含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2所示的流動及非流動借
貸）、扣除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以及股東應佔權益（包括已發行股本及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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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積極及定期檢討和管理其資本架構，按現時的風險及情況的評估結果將其債
項淨額與資本比率（資本負債比率）維持在恰當的水平。此比率是按債項淨額除以資
本總額計算。債項淨額乃按附息借貸（扣除遞延融資成本）減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以及
受限制現金及現金等價物計算。資本總額則按綜合資產負債表所示權益加債項淨額
計算。

於二零一七年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除百分比外，以百萬美元計）

附息借貸（扣除遞延融資成本） 4,830 4,294
減：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81) (1,284)
　　受限制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 (10)

  

債項淨額 4,039 3,000
權益總額 3,607 5,007

  

資本總額 7,646 8,007
  

資本負債比率 52.8% 37.5%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資本負債比率上升，乃由於派付股息
2,070,000,000美元及借貸淨額增加536,000,000美元所致。

業務回顧及前景

我們的業務策略為繼續成功發展路氹金光大道發展項目，發揮綜合度假村的業務模
式，打造成為亞洲首屈一指的博彩、休閒、展覽及會議目的地。本公司持續執行本
公司二零一六年年報內概述的策略。該等策略已在二零一七年上半年取得成效。我
們相信有關策略在未來將繼續取得成功。

隨著我們的綜合度假村業務日趨成熟，我們將繼續對物業組合進行再投資，以維持
我們高質量的產品，並於我們經營業務所在市場保持競爭力。我們定期評估改善所
提供產品的機會，例如翻新我們的套房及客房以及博彩區。

澳門威尼斯人

澳門威尼斯人酒店大樓現正進行翻新，其中包括全部2,841間標準酒店套房、64間御
匾會套房及相關走廊以及升降機大堂。此項目已於二零一六年年底開始，將於二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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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年農曆新年前完成。有關翻新項目包括以全新傢俬及固定裝置配以更現代的風
格全面翻新所有套房。賓客的科技需求亦於翻新項目的一部份中得到滿足，將有助
該物業於競爭激烈的環境中確立適當的定位。至今已完成整修的客房及套房已獲得
賓客極為正面的評價。

澳門威尼斯人的貴賓博彩區將進行翻新，以為我們的貴賓及高端客戶提供頂級服
務。此項目預計於明年年初開始，將於二零一八年六月完成。此項目的目標乃以世
界一流的設施創造澳門貴賓博彩區的新指標。該等博彩區將設有全新傢俬及固定裝
置配以現代風格。賓客的科技需求亦於翻新項目的一部份中得到滿足。貴賓賓客將
可享用私人博彩廳及私人吸煙室。

澳門百利宮

於二零一七年八月初，我們已完成於二零一六年十月開始的四季酒店翻新項目。有
關工程包括為全部360間客房及套房更換傢俬及若干固定裝置。

澳門百利宮的貴賓博彩區亦將進行翻新，屆時貴賓賓客將可享用物業的新入口及私
人博彩廳。此項目預計於今年年底開始，將於二零一八年二月完成。

澳門巴黎人

為更好地迎合客戶不斷變化的需求，澳門巴黎人將透過合併及改裝標準客房以增加
套房數目。此等套房的修建將於二零一七年九月開始，大約於一年期間完成。

博彩區內的吸煙休息室

澳門立法會於二零一七年七月十四日通過一項修訂草案，該草案將於二零一八年一
月一日生效，其強制規定娛樂場升級或設置吸煙休息室。於二零一四年十月實施適
用於中場博彩大堂的禁煙令現已擴展至貴賓區。在修訂草案生效日期後一年過渡期
內，我們須於所有貴賓區設置吸煙休息室，而我們所有物業的中場博彩大堂的現有
吸煙休息室將需升級至符合經提高的技術標準。我們將於今年開始設計流程，而建
設工程預計將於明年開始。

法律訴訟

自刊發本公司二零一六年年報以來，有關本公司涉及的法律訴訟概無重大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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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企業管治

企業管治常規

良好的企業管治是金沙中國創造股東價值的基礎，而維持最高水平的企業管治乃董
事會的主要職責。有效的企業管治制度需要董事會批准策略指示、監控表現、監督
有效風險管理及帶領公司締造理想的合規文化。此舉亦給予投資者信心，相信我們
一直以應有技巧審慎履行管理責任。

為確保本公司能堅守高水平的企業管治，我們已自行制定企業管治原則及指引，訂
下於本公司實踐企業管治的方法。有關原則及指引乃根據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的企
業管治守則（「守則」）所載的政策、原則及常規並借鑒其他最佳常規而編製。

除下文披露者外，董事會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整個
期間已全面遵從守則所載的所有守則條文及若干建議最佳常規。

守則條文第A.2.1條

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角色自二零一五年三月六日起由Sheldon Gary Adelson先生同時兼
任。儘管根據守則的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
由一人同時兼任，惟本公司認為由Adelson先生兼任主席及行政總裁乃符合本公司及
其股東整體的最佳利益。本公司相信，Adelson先生兼任兩職可更有效帶領董事會及
管理層，並可更專注於制定業務策略，實行目標及政策。此架構獲本公司完善的企
業管治架構及內部監控政策支援。

守則條文第E.1.2條

根據守則的守則條文第E.1.2條，董事會主席應出席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董事會主
席因其他業務承擔而未有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六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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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就董事及有可能持有本公司未公佈的內幕消息的相關僱員進行證券交易自
行制定證券交易守則（「公司守則」），其條款不比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的上市發行人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寬鬆。經本公司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
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整個期間已遵守公司守則以至
標準守則。

董事會及董事會委員會成員組合

本公司董事會及董事會委員會成員組合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截
至本公告日期作出下列變動：

於二零一七年七月十四日，王兟先生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審核委員會成員。

審核委員會審閱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政策，及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認為此等中期業績乃遵照適用會計準則及規定而
編製，並已作出充分披露。所有審核委員會成員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其中Victor 
Patrick Hoog Antink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及鍾嘉年先生具備適當的專業資格以及會
計及相關財務管理專長。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股份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
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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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財務業績

本公告所載的財務資料摘錄自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為未經審核，但已由本公司的獨
立核數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根據國際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
核數師執行中期財務資料審閱」）以及審核委員會審閱。

綜合收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除每股數據外，以百萬美元計
（未經審核）

收益淨額 4 3,698 3,094
博彩稅 (1,400) (1,193)
僱員褔利開支 (605) (550)
折舊及攤銷 (385) (278)
博彩中介人╱代理佣金 (68) (61)
已消耗存貨 (46) (37)
其他開支及虧損 5 (434) (373)

  

經營利潤 760 602
利息收入 3 2
經扣除資本化金額後的利息開支 6 (73) (32)

  

除所得稅前利潤 690 572
所得稅開支 7 (12) (21)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間利潤 678 551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利潤的每股盈利
　— 基本 8 8.39美仙 6.82美仙

  

　— 攤薄 8 8.39美仙 6.82美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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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百萬美元
（未經審核）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間利潤 678 551
經扣除稅項後的其他全面虧損
不會於其後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滙兌差額 (22) (4)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656 547
  

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七年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百萬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淨額 1,297 1,322
　物業及設備淨額 7,809 8,111
　無形資產淨額 35 35
　其他資產淨額 35 36
　貿易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以及預付款項淨額 21 19

  

非流動資產總額 9,197 9,523
  

流動資產
　存貨 15 14
　貿易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以及預付款項淨額 10 260 352
　受限制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 1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81 1,284

  

流動資產總額 1,066 1,660
  

資產總額 10,263 11,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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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七年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百萬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81 81
　儲備 3,526 4,926

  

權益總額 3,607 5,007
  

負債
非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133 127
　借貸 12 4,865 4,348
　遞延所得稅負債 56 47

  

非流動負債總額 5,054 4,522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1,560 1,622
　即期所得稅負債 3 6
　借貸 12 39 26

  

流動負債總額 1,602 1,654
  

負債總額 6,656 6,176
  

權益及負債總額 10,263 11,183
  

流動（負債）╱資產淨額 (536) 6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8,661 9,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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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除另行說明者外，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百萬美元（「百萬美元」）呈列。
於上一年度，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則以千美元呈列，故比較資料已作相應改動
以百萬美元呈列。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於二零一七年八月十一日由本公司董
事會批准並授權刊發。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國際會計準則
理事會（「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的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
「中期財務報告」以及上市規則附錄16的適用披露規定編製。閱讀簡明綜合財務
報表時，務請　閣下與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本集
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全年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2. 主要會計政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現金結算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
交易的金融負債乃按公平值計算。

除下文所述者外，編製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財務報
表所採納的會計政策及所用的計算方法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的全年財務報表所採納及所述者一致。

期內，若干新訂準則修訂本開始生效，而本集團亦已於其各自生效日期採納此
等準則修訂本。採納此等新訂準則修訂本並無對本集團的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
構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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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管理層根據經高級管理團隊（為本集團的主要經營決策者，負責作出策略性決定）
審閱的報告釐定營運分部。本集團從物業及服務觀點考慮其業務。

本集團的核心經營及發展業務均在澳門進行，此乃本集團的唯一營運地區。本
集團會審閱每個主要營運分部的經營業績，而主要營運分部亦為可報告分部：
澳門威尼斯人、金沙城中心、澳門巴黎人（於二零一六年九月開幕）、澳門百利
宮、澳門金沙以及渡輪及其他業務。本集團的主要發展中項目為金沙城中心餘
下部份及四季公寓式酒店大樓。

收益包括本集團日常業務過程中銷售貨品及服務產生的收益。澳門威尼斯人、
金沙城中心、澳門巴黎人、澳門百利宮及澳門金沙主要從娛樂場、購物中心、酒
店、餐飲、會議、零售及其他來源賺取收益。渡輪及其他業務的收益則主要來自
銷售往來香港與澳門的渡輪船票。

本集團的分部資料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百萬美元
（未經審核）

收益淨額
澳門威尼斯人 1,431 1,412
金沙城中心 906 993
澳門巴黎人 674 —
澳門百利宮 280 272
澳門金沙 340 355
渡輪及其他業務 83 75
分部間收益(i) (16) (13)

  

3,698 3,094
  

(i) 分部間收益按現行市場費率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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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百萬美元
（未經審核）

經調整EBITDA（附註）
澳門威尼斯人 547 514
金沙城中心 276 307
澳門巴黎人 188 —
澳門百利宮 111 92
澳門金沙 93 79
渡輪及其他業務 12 14

  

經調整EBITDA總額 1,227 1,006
經扣除資本化金額後以股份為基礎的補償 (7) (9)
企業開支 (57) (79)
開業前開支 (6) (40)
折舊及攤銷 (385) (278)
外滙（虧損）╱收益淨額 (7) 3
處置物業及設備、
　投資物業及無形資產的虧損 (5) (1)

  

經營利潤 760 602
利息收入 3 2
經扣除資本化金額後的利息開支 (73) (32)

  

除所得稅前利潤 690 572
所得稅開支 (12) (21)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間利潤 678 551
  

附註： 經調整EBITDA為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財務計量指標，指未計以股份為基礎的補償、企業開支、
開業前開支、折舊及攤銷、外滙收益╱（虧損）淨額、減值虧損、處置物業及設備、投資物業及無
形資產的收益╱（虧損）、利息、修改或提前償還債項的收益╱（虧損）及所得稅利益╱（開支）前的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利潤。管理層使用經調整EBITDA比較其與其競爭對手的經營業務的經營
盈利能力，以及作為釐定若干獎勵補償的基準。博彩公司過往曾將經調整EBITDA當作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財務計量指標的補充績效計量指標報告。為求以較獨立的形式綜覽娛樂場業務，博彩公
司（包括本集團）過往曾於其經調整EBITDA計算中剔除開業前開支及企業開支等與管理特定娛樂
場物業無關的若干開支。經調整EBITDA不應被詮釋為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釐定替代利潤或經營
利潤（作為營運績效的指標）或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釐定替代來自經營業務的現金流量（作為流通
能力的計量指標）的指標。本集團動用大量現金流量，包括資本開支、股息派付、利息付款及償
還債項本金，而該等項目並未於經調整EBITDA中反映。並非所有公司均以相同方式計算經調整
EBITDA。因此，本集團所呈列的經調整EBITDA未必適合與其他公司所呈列具有類似名稱的計量
指標作直接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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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百萬美元
（未經審核）

折舊及攤銷
澳門威尼斯人 85 83
金沙城中心 139 149
澳門巴黎人 114 —
澳門百利宮 20 20
澳門金沙 19 19
渡輪及其他業務 8 7

  

385 278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百萬美元
（未經審核）

資本開支
澳門威尼斯人 60 24
金沙城中心 33 65
澳門巴黎人 111 497
澳門百利宮 13 6
澳門金沙 3 7
渡輪及其他業務 3 2

  

223 601
  

於二零一七年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百萬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總額
澳門威尼斯人 2,215 2,659
金沙城中心 3,926 4,229
澳門巴黎人 2,596 2,745
澳門百利宮 955 992
澳門金沙 277 317
渡輪及其他業務 294 241

  

10,263 11,183
  

本集團絕大部份非流動資產均位於澳門。



22

4. 收益淨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百萬美元
（未經審核）

娛樂場 3,111 2,606
購物中心
　— 使用權收入 197 166
　— 管理費及其他 39 27
客房 142 120
餐飲 87 72
會議、渡輪、零售及其他 122 103

  

3,698 3,094
  

5. 其他開支及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百萬美元
（未經審核）

水電費及營運供應品 98 76
合約勞工及服務 68 54
廣告及宣傳 55 40
專利費 51 35
維修及保養 39 28
管理費 19 22
經營租賃開支 15 13
外滙虧損╱（收益）淨額 7 (3)
處置物業及設備、投資物業及
　無形資產的虧損 5 1
核數師酬金 1 1
呆賬（收回）╱撥備淨額 (1) 4
其他支援服務 56 47
其他經營開支 21 55 

 

434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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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經扣除資本化金額後的利息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百萬美元
（未經審核）

銀行借貸 55 35
遞延融資成本攤銷 11 10
融資租賃負債 3 3
備用費及其他融資成本 5 5

  

74 53
減：資本化利息 (1) (21)

  

經扣除資本化金額後的利息開支 73 32
  

7.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百萬美元
（未經審核）

即期所得稅
　就股息須支付的澳門所得補充稅
　　的替代年金 3 3
遞延所得稅 9 18

  

所得稅開支 12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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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以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間利潤除以期內已發行普通股的加
權平均股數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乃以假設所有可攤薄的潛在普通股獲兌換後調整已發行普通股的
加權平均股數計算。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尚未行使的
購股權及受限制股份單位將可能攤薄普通股。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下列各項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利潤（百萬美元） 678 551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
　加權平均股數（千股） 8,072,069 8,069,638
經購股權及受限制股份單位調整（千股） 4,466 1,093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
　加權平均股數（千股） 8,076,535 8,070,731

  

每股基本盈利 8.39美仙 6.82美仙
  

每股基本盈利(i) 65.49港仙 52.91港仙
  

每股攤薄盈利 8.39美仙 6.82美仙
  

每股攤薄盈利(i) 65.49港仙 52.91港仙
  

(i) 美元金額採用1.00美元兌7.8057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00美元兌7.7584港元）
的滙率換算為港元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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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股息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日，董事會宣派中期股息每股0.99港元（相等於0.128美
元）。中期股息的總額達7,990,000,000港元（相等於1,030,000,000美元），已於二零
一七年二月二十四日派付。

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六日，股東批准就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向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五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派付末期股息每股1.00港
元（相等於0.129美元）。末期股息的總額達8,070,000,000港元（相等於1,040,000,000
美元），已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三日派付。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

10. 貿易應收賬款

扣除呆賬撥備的貿易應收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七年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百萬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126 195
31至60日 23 32
61至90日 14 19
逾90日 30 51

  

193 297
  

貿易應收賬款主要包括娛樂場應收款項。本集團通常不會就其授出的信貸收取
利息，但會要求收取私人支票或其他可接受形式的抵押。應收博彩中介人款項
可以應付佣金及博彩中介人作出的墊支按金抵銷。如無特別批准，給予特選高
端客戶及中場客戶的信貸期一般為7至15天，而博彩中介人根據相關信貸協議條
款則一般須在授出信貸後一個月內償還應收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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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二零一七年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百萬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賬款 28 35
未兌換籌碼及其他娛樂場負債 581 560
按金 353 312
其他應付稅項 234 246
建設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170 268
應計僱員福利開支 123 129
應付利息 49 47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 非貿易 12 6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143 146

  

1,693 1,749
減：非即期部份 (133) (127)

  

即期部份 1,560 1,622
  

貿易應付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七年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百萬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22 25
31至60日 3 5
61至90日 2 3
逾90日 1 2

  

28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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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借貸

於二零一七年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百萬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即期部份
有抵押銀行貸款 4,879 4,368
有抵押土地租賃權益的融資租賃負債 65 69
其他有抵押融資租賃負債 4 5

  

4,948 4,442
減：遞延融資成本 (83) (94)

  

4,865 4,348
  

即期部份
有抵押銀行貸款 34 20
有抵押土地租賃權益的融資租賃負債 3 3
其他有抵押融資租賃負債 2 3

  

39 26
  

借貸總額 4,904 4,374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在二零一六年VML循環融資項下
的借貸淨額為550,000,000美元。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二零一六年
VML循環融資項下可供動用的借貸限額為1,450,000,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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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發佈中期業績

本公告刊載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www.sandschina.com)。截
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間寄發予股東，並登載於
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

承董事會命
金沙中國有限公司

韋狄龍
公司秘書

澳門，二零一七年八月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為：

執行董事：
Sheldon Gary Adelson
王英偉

非執行董事：
Robert Glen Goldstein 
Charles Daniel Forman

獨立非執行董事：
張昀
Victor Patrick Hoog Antink 
Steven Zygmunt Strasser
鍾嘉年
王兟

如本公告的中英文版本有任何歧義，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