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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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幕消息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第三個財政季度
未經審核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業績

金沙中國有限公司（「我們」或「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及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2)(a)條刊發本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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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會欣然宣佈，按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第三個財政季度未經審核綜合業績。

金沙中國有限公司綜合財務業績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金沙中國有限公司的總收益淨額由二零一六年第三季的
1,710,000,000美元（13,290,000,000港元）增至二零一七年第三季的 1,920,000,000美元
（15,030,000,000港元），增幅為12.3%。金沙中國有限公司的經調整EBITDA由二零一六
年第三季的 628,000,000美元（4,870,000,000港元）增至二零一七年第三季的 651,000,000
美元（5,085,000,000港元），增幅為 3.7%。金沙中國有限公司的利潤由二零一六年第
三季的 325,000,000美元（2,520,000,000港元）增至二零一七年第三季的 403,000,000美元
（3,148,000,000港元），增幅為24.0%。

附註： 美元金額採用1.00美元兌7.8110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1.00美元兌7.7552港元）的匯率
換算為港元金額（反之亦然），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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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中國有限公司及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綜合收益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除每股數據外，以百萬美元計
（未經審核）

收益淨額 1,924 1,714 5,622 4,808
博彩稅 (735) (642) (2,135) (1,835)
僱員福利開支 (291) (279) (896) (829)
折舊及攤銷 (146) (147) (531) (425)
博彩中介人╱代理佣金 (29) (26) (97) (87)
已消耗存貨 (26) (22) (72) (59)
其他開支及虧損 (249) (231) (683) (604)

    

經營利潤 448 367 1,208 969
利息收入 — — 3 2
經扣除資本化金額後的利息開支 (39) (20) (112) (52)
修改或提前償還債項的虧損 — (2) — (2)

    

除所得稅前利潤 409 345 1,099 917
所得稅開支 (6) (20) (18) (41)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間利潤 403 325 1,081 876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利潤的
　每股盈利
　— 基本 5.00美仙 4.03美仙 13.39美仙 10.85美仙

    

　— 攤薄 4.99美仙 4.03美仙 13.38美仙 10.85美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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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中國有限公司及附屬公司
補充數據 — 收益淨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百萬美元
（未經審核）

娛樂場 1,615 1,441 4,726 4,047
購物中心
　— 使用權收入 99 88 296 254
　— 管理費及其他 17 16 56 43
客房 83 66 225 186
餐飲 48 39 135 111
會議、渡輪、零售及其他 62 64 184 167

    

1,924 1,714 5,622 4,808
    

按物業劃分的收益淨額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百萬美元
（未經審核）

澳門威尼斯人 719 771 2,150 2,183
金沙城中心 469 512 1,375 1,505
澳門巴黎人 416 68 1,090 68
澳門百利宮 146 161 426 433
澳門金沙 140 165 480 520
渡輪及其他業務 43 44 126 119
分部間收益 (9) (7) (25) (20)

    

1,924 1,714 5,622 4,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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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中國有限公司及附屬公司
補充數據 — 經調整EBITDA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百萬美元
（未經審核）

經調整EBITDA(1)

澳門威尼斯人 265 315 812 829
金沙城中心 155 176 431 483
澳門巴黎人 135 19 323 19
澳門百利宮 51 62 162 154
澳門金沙 40 46 133 125
渡輪及其他業務 5 10 17 24

    

經調整EBITDA總額 651 628 1,878 1,634
經扣除資本化金額後
　以股份為基礎的補償 (3) (3) (10) (12)
企業開支(2) (33) (22) (90) (101)
開業前開支(2) (1) (85) (7) (125)
折舊及攤銷 (146) (147) (531) (425)
外匯（虧損）╱收益淨額 (1) 1 (8) 4
處置物業及設備、投資物業
　以及無形資產的虧損 (19) (5) (24) (6)

    

經營利潤 448 367 1,208 969
利息收入 — — 3 2
經扣除資本化金額後的利息開支 (39) (20) (112) (52)
修改或提前償還債項的虧損 — (2) — (2)

    

除所得稅前利潤 409 345 1,099 917
所得稅開支 (6) (20) (18) (41)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間利潤 403 325 1,081 87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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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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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立的形式綜覽其娛樂場業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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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類似名稱計量指標作直接比較。

(2) 金額不包括LVS及本公司向僱員授出以股份為基礎的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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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威尼斯人第三季經營業績

澳門威尼斯人於第三季的收益淨額錄得 719,000,000美元，而經調整EBITDA則錄得
265,000,000美元，並錄得EBITDA利潤率36.9%。於二零一七年第三季，可用客房較去年
同季減少約8%。季內，非轉碼入箱數目增加10.4%至1,890,000,000美元。非轉碼贏額百分
比則為22.8%，而二零一六年第三季為25.6%。轉碼金額為6,900,000,000美元，而轉碼贏
額百分比則為3.28%，於預期範圍內及低於去年同季錄得的3.75%。季內，角子機收入總
額為718,000,000美元。

下表概述澳門威尼斯人二零一七年第三季與二零一六年第三季的主要經營業績比較：

澳門威尼斯人業務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以百萬美元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金額變動 變動
    

收益：
　娛樂場 $ 612 $ 665 $ (53) (8.0)%
　購物中心 55 52 3 5.8%
　客房 23 23 — —%
　餐飲 13 13 — —%
　會議、零售及其他 16 18 (2) (11.1)%

   

收益淨額 $ 719 $ 771 $ (52) (6.7)%

經調整EBITDA $ 265 $ 315 $ (50) (15.9)%
　EBITDA利潤率 36.9% 40.9% (4.0)點

博彩統計數據
（以百萬美元計）

轉碼金額 $ 6,898 $ 6,868 $ 30 0.4%
　轉碼贏額百分比(1) 3.28% 3.75% (0.47)點

非轉碼入箱數目 $ 1,892 $ 1,714 $ 178 10.4%
　非轉碼贏額百分比 22.8% 25.6% (2.8)點

角子機收入總額 $ 718 $ 958 $ (240) (25.1)%
　角子機贏款率 5.1% 4.7% 0.4點

酒店統計數據
入住率 90.7% 93.2% (2.5)點
日均房租（日均房租） $ 224 $ 209 $ 15 7.2%
平均客房收入（平均客房收入） $ 203 $ 195 $ 8 4.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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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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城中心第三季經營業績

金沙城中心二零一七年第三季的收益淨額及經調整EBITDA分別為469,000,000美元及
155,000,000美元，而EBITDA利潤率則為33.0%。

第三季的非轉碼入箱數目為1,440,000,000美元，而非轉碼贏額百分比則為20.4%。季內，
轉碼金額為2,850,000,000美元，而轉碼贏額百分比則為2.66%，低於預期範圍及二零一六
年第三季的4.16%。季內，角子機收入總額為1,180,000,000美元。

下表概述金沙城中心二零一七年第三季與二零一六年第三季的主要經營業績比較：

金沙城中心業務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以百萬美元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金額變動 變動
    

收益：
　娛樂場 $ 384 $ 436 $ (52) (11.9)%
　購物中心 14 15 (1) (6.7)%
　客房 45 38 7 18.4%
　餐飲 20 18 2 11.1%
　會議、零售及其他 6 5 1 20.0%

   

收益淨額 $ 469 $ 512 $ (43) (8.4)%

經調整EBITDA $ 155 $ 176 $ (21) (11.9)%
　EBITDA利潤率 33.0% 34.4% (1.4)點

博彩統計數據
（以百萬美元計）

轉碼金額 $ 2,846 $ 2,817 $ 29 1.0%
　轉碼贏額百分比(1) 2.66% 4.16% (1.50)點

非轉碼入箱數目 $ 1,442 $ 1,557 $ (115) (7.4)%
　非轉碼贏額百分比 20.4% 20.2% 0.2點

角子機收入總額 $ 1,182 $ 1,477 $ (295) (20.0)%
　角子機贏款率 4.4% 3.6% 0.8點

酒店統計數據
入住率 93.0% 89.2% 3.8點
日均房租（日均房租） $ 148 $ 145 $ 3 2.1%
平均客房收入（平均客房收入） $ 138 $ 129 $ 9 7.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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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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巴黎人第三季經營業績

澳門巴黎人已於二零一六年九月十三日開幕。澳門巴黎人的收益淨額及經調整EBITDA
分別為416,000,000美元及135,000,000美元，而EBITDA利潤率則為32.5%。

非轉碼入箱數目為1,000,000,000美元，而非轉碼贏額百分比則為20.9%。轉碼金額為
6,950,000,000美元，而轉碼贏額百分比則為3.11%，於預期範圍內及低於二零一七年第二
季的贏額百分比3.89%。季內，角子機收入總額為927,000,000美元。

下表概述澳門巴黎人二零一七年第三季與二零一七年第二季的主要經營業績比較：

截至下列日期止三個月
 

澳門巴黎人業務
（以百萬美元計）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1)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金額變動 變動

    

收益：
　娛樂場 $ 376 $ 320 $ 56 17.5%
　購物中心 16 17 (1) (5.9)%
　客房 11 10 1 10.0%
　餐飲 9 9 — —%
　會議、零售及其他 4 3 1 33.3%

   

收益淨額 $ 416 $ 359 $ 57 15.9%

經調整EBITDA $ 135 $ 106 $ 29 27.4%
　EBITDA利潤率 32.5% 29.5% 3.0點

博彩統計數據
（以百萬美元計）

轉碼金額 $ 6,948 $ 3,760 $ 3,188 84.8%
　轉碼贏額百分比(2) 3.11% 3.89% (0.78)點

非轉碼入箱數目 $ 1,001 $ 973 $ 28 2.9%
　非轉碼贏額百分比 20.9% 19.7% 1.2點

角子機收入總額 $ 927 $ 935 $ (8) (0.9)%
　角子機贏款率 3.1% 3.3% (0.2)點

酒店統計數據
入住率 94.1% 88.0% 6.1點
日均房租（日均房租） $ 144 $ 138 $ 6 4.3%
平均客房收入（平均客房收入） $ 136 $ 122 $ 14 11.5%

(1) 澳門巴黎人已於二零一六年九月開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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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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百利宮第三季經營業績

澳門百利宮於二零一七年第三季的收益淨額及經調整EBITDA分別錄得146,000,000美元
及51,000,000美元，導致EBITDA利潤率為34.9%。於二零一七年第三季，可用客房較去年
同季減少約6%。非轉碼入箱數目較去年同季增加10.0%至297,000,000美元，而非轉碼贏
額百分比則為23.1%。季內，轉碼金額增加56.1%至3,130,000,000美元。於二零一七年第三
季，轉碼贏額百分比為2.23%，低於預期範圍及低於去年的3.67%贏額百分比。季內，角
子機收入總額增加3.5%至117,000,000美元。

下表概述澳門百利宮二零一七年第三季與二零一六年第三季的主要經營業績比較：

澳門百利宮業務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以百萬美元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金額變動 變動
    

收益：
　娛樂場 $ 108 $ 123 $ (15) (12.2)%
　購物中心 32 31 1 3.2%
　客房 3 3 — —%
　餐飲 3 4 (1) (25.0)%

   

收益淨額 $ 146 $ 161 $ (15) (9.3)%

經調整EBITDA $ 51 $ 62 $ (11) (17.7)%
　EBITDA利潤率 34.9% 38.5% (3.6)點

博彩統計數據
（以百萬美元計）

轉碼金額 $ 3,132 $ 2,007 $ 1,125 56.1%
　轉碼贏額百分比(1) 2.23% 3.67% (1.44)點

非轉碼入箱數目 $ 297 $ 270 $ 27 10.0%
　非轉碼贏額百分比 23.1% 23.8% (0.7)點

角子機收入總額 $ 117 $ 113 $ 4 3.5%
　角子機贏款率 6.6% 5.5% 1.1點

酒店統計數據
入住率 80.8% 80.8% — 點
日均房租（日均房租） $ 335 $ 345 $ (10) (2.9)%
平均客房收入（平均客房收入） $ 271 $ 279 $ (8) (2.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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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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金沙第三季經營業績

澳門金沙於第三季的收益淨額及經調整EBITDA分別錄得140,000,000美元及40,000,000美
元，而EBITDA利潤率則為28.6%。季內，非轉碼入箱數目為603,000,000美元，而角子機
收入總額則為602,000,000美元。季內，轉碼金額為680,000,000美元。該物業於季內實現
轉碼贏額百分比1.13%，低於預期範圍及去年同季錄得的2.03%。

下表概述澳門金沙二零一七年第三季與二零一六年第三季的主要經營業績比較：

澳門金沙業務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以百萬美元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金額變動 變動
    

收益：
　娛樂場 $ 135 $ 160 $ (25) (15.6)%
　客房 1 — 1 —%
　餐飲 3 4 (1) (25.0)%
　零售及其他 1 1 — —%

   

收益淨額 $ 140 $ 165 $ (25) (15.2)%

經調整EBITDA $ 40 $ 46 $ (6) (13.0)%
　EBITDA利潤率 28.6% 27.9% 0.7點

博彩統計數據
（以百萬美元計）

轉碼金額 $ 680 $ 1,416 $ (736) (52.0)%
　轉碼贏額百分比(1) 1.13% 2.03% (0.90)點

非轉碼入箱數目 $ 603 $ 671 $ (68) (10.1)%
　非轉碼贏額百分比 18.7% 19.3% (0.6)點

角子機收入總額 $ 602 $ 665 $ (63) (9.5)%
　角子機贏款率 3.4% 3.3% 0.1點

酒店統計數據
入住率 95.7% 97.9% (2.2)點
日均房租（日均房租） $ 191 $ 190 $ 1 0.5%
平均客房收入（平均客房收入） $ 183 $ 186 $ (3) (1.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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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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影響盈利的因素

其他業務經調整EBITDA（主要包括金光飛航渡輪業務）季內錄得經調整EBITDA 5,000,000
美元，而二零一六年第三季則錄得10,000,000美元。該減少乃主要由於受颱風「天鴿」影
響導致船票銷售額減少以及維修及保養開支增加所致。

二零一七年第三季的企業開支為33,000,000美元，而二零一六年第三季則為22,000,000美
元。該增加乃主要由於澳門巴黎人於二零一六年九月開幕導致專利費增加，以及作出慈
善捐款以協助澳門社會因颱風「天鴿」而進行的長期救濟、恢復及重建工作所致。

二零一七年第三季的開業前開支為1,000,000美元，而二零一六年第三季則為85,000,000美
元。該減少乃主要由於二零一六年九月開業的澳門巴黎人的開業前活動所致。

二零一七年第三季的折舊及攤銷開支為146,000,000美元，而二零一六年第三季則為
147,000,000美元。該減少乃主要由於我們的土地租賃權益、土地改善工程、樓宇及樓宇
裝修的估計可使用年期從自開始使用日期起15至40年變更為10至50年，以及變更若干其
他傢俬、裝置及設備的估計可使用年期，以更好地反映該等資產預期仍可使用的估計期
間所致。該等資產估計可使用年期的變更乃作為會計估計變更入賬，自二零一七年七月
一日起開始，及導致二零一七年第三季折舊開支減少及經營利潤增加46,000,000美元，
以及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利潤增加45,000,000美元或按基本及攤薄基準每股盈利0.56美
仙。該減少部分受澳門巴黎人的整季折舊所抵銷。

二零一七年第三季處置物業及設備、投資物業及無形資產的虧損為19,000,000美元，而
二零一六年第三季為5,000,000美元。該增加乃主要由於颱風「天鴿」造成的財產損失導致
處置資產虧損16,000,000美元所致。

二零一七年第三季的經扣除資本化金額後的利息開支為39,000,000美元，而二零一六年第
三季則為20,000,000美元。該增加乃主要由於二零一六年八月新增有期貸款1,000,000,000
美元帶動利息及其他融資成本增加7,000,000美元、加權平均利率上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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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0,000美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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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性陳述

本公告載有前瞻性陳述。前瞻性陳述涉及多種風險、不明朗因素或本公司無法控制的其
他因素，因而可能導致前瞻性陳述與實際業績、表現或其他預期有所迥異。此等因素包
括但不限於整體經濟狀況、競爭、新發展、建設及企業、巨額的舉債及償債、貨幣匯率
及利率波動、政府法規、稅法變動、博彩合法化、自然災害或人為災難、恐怖活動或戰
爭、爆發傳染性疾病、保險、博彩中介人、與我們的博彩牌照、證書及轉批經營權有關
的風險、澳門的基建設施、我們的附屬公司向我們作出分派付款的能力及本公司在二零
零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刊發的招股章程及二零一六年年報所詳述的其他因素。我們並無
責任（並明確表示不會承擔任何有關責任）因取得新資料、未來事件或其他原因而更新
前瞻性陳述。

務請我們的股東、潛在投資者及讀者注意，本公告呈列的本公司季度業績乃未經審核。
我們的股東、潛在投資者及讀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金沙中國有限公司

韋狄龍
公司秘書

澳門，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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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