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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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控股股東
LAS VEGAS SANDS CORP.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四個財政季度及全年業績

金沙中國有限公司（「金沙中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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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報告所賦予的涵義。

本公司控股股東Las Vegas Sands Corp.（「LVS」）是一家在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紐約證交
所」）上市的公司。於本公告日期，LVS實益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70.07%的權益。

LVS根據適用於公開買賣的紐約證交所上市公司的持續披露責任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美國證交會」）存檔季度報告及年度報告，包括季度及年度財務資料及10-Q表和10-K表
項下各自的若干營運統計數字。該等存檔包括有關LVS的澳門業務（該等澳門業務由本
公司擁有）的分部財務資料，而該等存檔可於公開領域查閱。

LVS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五日（香港時間上午五時正）或前後宣佈其截至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第四個財政季度及年度的財務業績（「季度財務業績」），舉行其二零
一七年第四季盈利發佈電話會議（「盈利發佈會」），並將第四季業績圖表（「圖表」）刊載
於其網站。　閣下如欲審閱由LVS編製並向美國證交會存檔的季度財務業績，請瀏覽 
 https://s1.q4cdn.com/133622603/files/doc_news/2018/LVS_4Q17-Earnings-Release-FINAL.pdf或  
https://www.sec.gov/Archives/edgar/data/1300514/000130051418000003/lvs_ex991x12312017.htm。 　閣
下如欲審閱圖表，請瀏覽 https://s1.q4cdn.com/133622603/files/doc_presentations/2018/4Q17-
Earnings-Deck-Final.pdf。

https://s1.q4cdn.com/133622603/files/doc_presentations/2018/4Q17-Earnings-Deck-Final.pdf
https://www.sec.gov/Archives/edgar/data/1300514/000130051418000003/lvs_ex991x12312017.htm
https://s1.q4cdn.com/133622603/files/doc_news/2018/LVS_4Q17-Earnings-Release-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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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S及其綜合附屬公司的財務業績（包括於季度財務業績、盈利發佈會及圖表中所載者）
乃根據美國公認會計原則（「美國公認會計原則」）編製，該等原則與我們在編製及呈列
本公司的獨立財務業績及有關財務資料時所受限於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
告準則」）不同。因此，於季度財務業績、盈利發佈會及圖表中所載的財務業績及有關財
務資料與本公司作為一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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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績及有關財務資料不可作直接比較。特別是於季度財務業績、盈利發佈會及圖表中呈列
的日均房租（「日均房租」）及平均客房收入（「平均客房收入」）乃根據美國公認會計原則
所呈報的客房收益總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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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淨額乃將總收益扣除推廣優惠呈列。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客房收益不包
括該等推廣優惠。務請本公司普通股股東及本公司普通股潛在投資者注意，於季度財務
業績、盈利發佈會及圖表所載有關本公司經營業績的綜合財務業績及有關財務資料並
非由本公司編製或呈列，本公司並無表示或保證本公司的財務業績及有關財務資料將
與於季度財務業績、盈利發佈會及圖表中所呈列者相同。

為確保所有本公司普通股股東及本公司普通股潛在投資者均平等及適時地獲得有關本
公司的資料，LVS於季度財務業績及盈利發佈會中公佈有關本公司及我們的澳門業務的
財務業績及有關財務資料的摘要及要項載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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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財務業績摘要

第四季概覽

LVS主席兼行政總裁Sheldon G. Adelson先生表示：「我們欣然宣佈，我們於季內再次錄得
強勁的財務業績。綜合經調整物業EBITDA達1,340,000,000美元，較二零一六年第四季增
長19.7%。我們(LVS)於季內亦繼續透過派發股息及股份購回將過剩資本歸還予股東。

季內澳門市場繼續強勢復甦，重要的中場博彩市場於二零一七年第四季加速增長。金
沙中國的中場桌面博彩贏額增長26.9%，超過市場整體估計增長，並助我們創下自二零
一四年第一季以來中場博彩贏額的新高。強勁的博彩表現，連同酒店入住率及零售購物
中心收益的上升，帶動經調整物業EBITDA升高19.8%至731,000,000美元，創下我們自二
零一四年第三季以來澳門季度業績的新高。我們對澳門的經營勢態極為滿意，並對我們
的路氹金光大道物業組合仍然充滿信心，其將繼續以經濟多元化的形式為澳門提供重
大效益及更多的商務及休閒旅客，並為未來增長提供優秀的平台。」

金沙中國有限公司的綜合財務業績

根據美國公認會計原則，金沙中國的總收益淨額由二零一六年第四季的1,860,000,000美
元增至二零一七年第四季的2,100,000,000美元，增幅為12.9%。金沙中國的收入淨額由
二零一六年第四季的348,000,000美元增至二零一七年第四季的519,000,000美元，增幅為
49.1%。

根據美國公認會計原則，金沙中國的總收益淨額由二零一六年的6,690,000,000美元增至
二零一七年全年的7,740,000,000美元，增幅為15.7%。金沙中國的收入淨額由二零一六年
的1,220,000,000美元增至二零一七年的1,600,000,000美元，增幅為31.1%。

澳門威尼斯人第四季經營業績

澳門威尼斯人於第四季的收益及經調整物業EBITDA分別錄得 844,000,000美元及
324,000,000美元，增長23.7%，而經調整物業EBITDA利潤率則為38.4%，較二零一六年第
四季提高130個基點。於二零一七年第四季，可用客房較去年同季增加約6%，而平均客
房收入增加14.6%至228美元。季內，非轉碼入箱數目增加21.5%至2,080,000,000美元。非
轉碼贏額百分比則為26.8%，而二零一六年第四季為25.1%。轉碼金額為8,020,000,000美
元，而轉碼贏額百分比則為2.73%，低於預期範圍及低於去年同季錄得的3.23%。季內，
角子機收入總額為877,000,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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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概述澳門威尼斯人二零一七年第四季與二零一六年第四季的主要經營業績比較：

澳門威尼斯人業務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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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28 $ 602 $ 126 20.9%
　客房 54 44 10 22.7%
　餐飲 24 21 3 14.3%
　購物中心 59 57 2 3.5%
　會議、零售及其他 23 21 2 9.5%
　減 — 推廣優惠 (44) (38) (6) 15.8%

   

收益淨額 $ 844 $ 707 $ 137 19.4%

經調整物業EBITDA $ 324 $ 262 $ 62 23.7%
　EBITDA利潤率 38.4% 37.1% 1.3點

博彩統計數據
（以百萬美元計）

轉碼金額 $ 8,021 $ 6,889 $ 1,132 16.4%
　轉碼贏額百分比(1) 2.73% 3.23% (0.50)點

非轉碼入箱數目 $ 2,084 $ 1,715 $ 369 21.5%
　非轉碼贏額百分比 26.8% 25.1% 1.7點

角子機收入總額 $ 877 $ 783 $ 94 12.0%
　角子機贏款率 5.3% 4.3% 1.0點

酒店統計數據

入住率 95.5% 94.2% 1.3點
日均房租（日均房租） $ 238 $ 211 $ 27 12.8%
平均客房收入（平均客房收入） $ 228 $ 199 $ 29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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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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城中心第四季經營業績

金沙城中心二零一七年第四季的收益及經調整物業EBITDA分別為557,000,000美元及
202,000,000美元，導致經調整物業EBITDA利潤率為36.3%，較去年增長660個基點。經調
整物業EBITDA與二零一六年第四季相比增加53.0%。平均客房收入與二零一六年第四季
相比增加20.0%。

第四季的非轉碼入箱數目增加20.9%至1,720,000,000美元，而非轉碼贏額百分比則為
21.2%。季內，轉碼金額為2,350,000,000美元，而轉碼贏額百分比則為3.68%，高於預期範
圍及高於二零一六年第四季的3.04%。季內，角子機收入總額為1,290,000,000美元。

下表概述金沙城中心二零一七年第四季與二零一六年第四季的主要經營業績比較：

金沙城中心業務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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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69 $ 365 $ 104 28.5%
　客房 85 71 14 19.7%
　餐飲 29 26 3 11.5%
　購物中心 15 16 (1) (6.3)%
　會議、零售及其他 7 6 1 16.7%
　減 — 推廣優惠 (48) (40) (8) 20.0%

   

收益淨額 $ 557 $ 444 $ 113 25.5%

經調整物業EBITDA $ 202 $ 132 $ 70 53.0%
　EBITDA利潤率 36.3% 29.7% 6.6點

博彩統計數據
（以百萬美元計）

轉碼金額 $ 2,354 $ 2,827 $          (473) (16.7)%
　轉碼贏額百分比(1) 3.68% 3.04% 0.64點

非轉碼入箱數目 $ 1,718 $ 1,421 $ 297 20.9%
　非轉碼贏額百分比 21.2% 19.1% 2.1點

角子機收入總額 $ 1,293 $ 1,273 $ 20 1.6%
　角子機贏款率 4.2% 3.4% 0.8點

酒店統計數據

入住率 92.3% 85.9% 6.4點
日均房租（日均房租） $ 162 $ 146 $ 16 11.0%
平均客房收入（平均客房收入） $ 150 $ 125 $ 25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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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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巴黎人第四季經營業績

澳門巴黎人二零一七年第四季的收益及經調整物業EBITDA分別為332,000,000美元及
89,000,000美元，導致經調整物業EBITDA利潤率為26.8%。於二零一七年第四季，可用客
房較去年同季減少約3%，而平均客房收入則增加19.0%。

季內非轉碼入箱數目增長13.5%至1,020,000,000美元，而非轉碼贏額百分比則為19.8%（二
零一六年第四季：18.3%）。季內轉碼金額為3,850,000,000美元，而轉碼贏額百分比則為
2.75%，低於預期範圍及低於二零一六年第四季的贏額百分比4.52%。季內，角子機收入
總額為1,010,000,000美元。

下表概述澳門巴黎人二零一七年第四季與二零一六年第四季的主要經營業績比較：

澳門巴黎人業務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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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90 $ 301 $ (11) (3.7)%
　客房 35 30 5 16.7%
　餐飲 16 17 (1) (5.9)%
　購物中心 16 18 (2) (11.1)%
　會議、零售及其他 4 6 (2) (33.3)%
　減 — 推廣優惠 (29) (28) (1) 3.6%

   

收益淨額 $ 332 $ 344 $ (12) (3.5)%

經調整物業EBITDA $ 89 $ 95 $ (6) (6.3)%
　EBITDA利潤率 26.8% 27.6% (0.8)點

博彩統計數據
（以百萬美元計）

轉碼金額 $ 3,845 $ 3,313 $ 532 16.1%
　轉碼贏額百分比(1) 2.75% 4.52% (1.77)點

非轉碼入箱數目 $ 1,016 $ 895 $ 121 13.5%
　非轉碼贏額百分比 19.8% 18.3% 1.5點

角子機收入總額 $ 1,014 $ 803 $ 211 26.3%
　角子機贏款率 2.9% 4.4% (1.5)點

酒店統計數據

入住率 98.4% 91.1% 7.3點
日均房租（日均房租） $ 152 $ 138 $ 14 10.1%
平均客房收入（平均客房收入） $ 150 $ 126 $ 24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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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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百利宮第四季經營業績

澳門百利宮於二零一七年第四季的收益及經調整物業EBITDA分別錄得180,000,000美元
及71,000,000美元，導致經調整物業EBITDA利潤率為39.4%。於二零一七年第四季，可用
客房較去年同季增加約13%。非轉碼入箱數目較去年同季增加24.3%至389,000,000美元，
而非轉碼贏額百分比則為21.9%。季內，轉碼金額增加6.7%至2,660,000,000美元。於二零
一七年第四季，轉碼贏額百分比為2.88%，低於預期範圍及低於去年的3.22%贏額百分
比。季內，角子機收入總額增加15.7%至125,000,000美元。

下表概述澳門百利宮二零一七年第四季與二零一六年第四季的主要經營業績比較：

澳門百利宮業務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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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6 $ 121 $ 15 12.4%
　客房 10 10 — —%
　餐飲 9 7 2 28.6%
　購物中心 37 33 4 12.1%
　會議、零售及其他 1 1 — —%
　減 — 推廣優惠 (13) (9) (4) 44.4%

   

收益淨額 $ 180 $ 163 $ 17 10.4%

經調整物業EBITDA $ 71 $ 67 $ 4 6.0%
　EBITDA利潤率 39.4% 41.1% (1.7)點

博彩統計數據
（以百萬美元計）

轉碼金額 $ 2,662 $ 2,494 $ 168 6.7%
　轉碼贏額百分比(1) 2.88% 3.22% (0.34)點

非轉碼入箱數目 $ 389 $ 313 $ 76 24.3%
　非轉碼贏額百分比 21.9% 18.4% 3.5點

角子機收入總額 $ 125 $ 108 $ 17 15.7%
　角子機贏款率 8.2% 7.2% 1.0點

酒店統計數據

入住率 86.2% 82.8% 3.4點
日均房租（日均房租） $ 333 $ 413 $ (80) (19.4)%
平均客房收入（平均客房收入） $ 287 $ 342 $ (55)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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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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金沙第四季經營業績

澳門金沙於第四季的收益及經調整物業EBITDA分別錄得154,000,000美元及40,000,000美
元，而經調整物業EBITDA利潤率則為26.0%。季內，非轉碼入箱數目為615,000,000美元，
而角子機收入總額則為609,000,000美元。季內，轉碼金額下降46.7%至748,000,000美元。
該物業於季內實現轉碼贏額百分比3.48%，高於預期範圍及高於去年同季錄得的1.83%。

下表概述澳門金沙二零一七年第四季與二零一六年第四季的主要經營業績比較：

澳門金沙業務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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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48 $ 155 $ (7) (4.5)%
　客房 4 5 (1) (20.0)%
　餐飲 7 7 — —%
　會議、零售及其他 2 2 — —%
　減 — 推廣優惠 (7) (8) 1 (12.5)%

   

收益淨額 $ 154 $ 161 $ (7) (4.3)%

經調整物業EBITDA $ 40 $ 47 $ (7) (14.9)%
　EBITDA利潤率 26.0% 29.2% (3.2)點

博彩統計數據
（以百萬美元計）

轉碼金額 $ 748 $ 1,404 $           (656) (46.7)%
　轉碼贏額百分比(1) 3.48% 1.83% 1.65點

非轉碼入箱數目 $ 615 $ 608 $ 7 1.2%
　非轉碼贏額百分比 18.5% 20.0% (1.5)點

角子機收入總額 $ 609 $ 592 $ 17 2.9%
　角子機贏款率 3.4% 3.4% —點

酒店統計數據

入住率 98.5% 98.6% (0.1)點
日均房租（日均房租） $ 178 $ 196 $ (18) (9.2)%
平均客房收入（平均客房收入） $ 175 $ 193 $ (18)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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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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零售購物中心業務

公司位於路氹（澳門威尼斯人、澳門百利宮、金沙城中心及澳門巴黎人）以及新加坡的濱
海灣金沙(Marina Bay Sands)的零售購物中心租戶於二零一七年第四季帶來的收益總額較
二零一六年第四季增加4.2%至174,000,000美元。來自上述零售購物中心資產的經營利潤
按年增加2.0%至151,000,000美元。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的
最近連續
十二個月

  

（除每平方呎數據外，
以百萬美元計） 收益總額(1) 經營利潤 經營利潤率

可出租
總面積

（平方呎）
期終時
租用率

租戶
每平方呎
銷售額(2)

      

威尼斯人購物中心 $ 59 $ 51 86.4% 786,429 97.2% $ 1,389

四季‧名店
　奢侈品零售 25 23 92.0% 142,562 100.0% 4,750
　其他店舖 12 11 91.7% 115,297 99.1% 1,731

   

　總計 37 34 91.9% 257,859 99.6% 3,500

金沙廣場(3) 15 12 80.0% 424,309 93.5% 744

巴黎人購物中心(4) 16 13 81.3% 300,218 93.4% 574
   

澳門路氹總計 127 110 86.6% 1,768,815 96.0% 1,436
   

濱海灣金沙購物商城(5) 47 41 87.2% 604,449 96.4% 1,590
   

總計 $ 174 $ 151 86.8% 2,373,264 96.1% $ 1,474
   

(1) 收益總額已扣除分部間的收益對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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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金沙城中心改造、品牌重塑及擴建為The Londoner Macao的所有期數竣工後，金沙廣場的可出租總面積估計將

達600,000平方呎。
(4) 巴黎人購物中心已於二零一六年九月開幕。
(5) 濱海灣金沙並非金沙中國集團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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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影響盈利的因素

二零一七年第四季的折舊及攤銷開支為258,000,000美元，而二零一六年第四季則為
319,000,000美元。該減少乃主要由於我們的樓宇、樓宇裝修及土地改善工程的估計可使
用年期從自開始使用日期起15年至40年變更為自開始使用日期起10年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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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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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第四季的經扣除資本化金額後的利息開支為87,000,000美元，而去年同季則
為76,000,000美元。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第四季的資本化利息為1,000,000美元。我們
二零一七年第四季的加權平均借款成本約為3.4%，而二零一六年第四季為3.0%。

二零一七年第四季的非控股權益應佔收入淨額為149,000,000美元，主要與金沙中國有關。

資本開支

第四季的資本開支共達245,000,000美元，包括於澳門131,000,000美元的建造、發展及維
修活動。

盈利發佈會概要

下文概述LVS主席兼行政總裁Sheldon G. Adelson先生的報告：

本公司於季內再次表現良好，對於本公司二零一七年如此強勁的財務業績本人極為滿
意。受澳門及新加坡(1)業務顯著增長的推動，全公司經調整EBITDA達1,340,000,000美元，
較前一年增長20%。

我們的澳門業務創造了自二零一四年第三季以來的最佳表現，經調整EBITDA達
731,000,000美元。正常化EBITDA為758,000,000美元，較前一年增長30%。

季內澳門中場市場增長加速，自第三季的9%增長至第四季的估計18%。

(1) LVS新加坡業務並非金沙中國集團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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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中場博彩增長再度領先市場，二零一七年全年亦如此。我們的非轉碼入箱數目較
前一年增長18%，而我們的非轉碼贏額增長27%。中場收入增長領先市場推動利潤率大
幅增加。季內正常化EBITDA利潤率達35.1%，較前一年增加320個基點。

使我們能夠推動中場及非博彩業務增長的結構性優勢在本季得以充分體現：我們的酒
店套房存量的規模及範圍、非博彩業務尤其是零售及娛樂業務的多元化，及我們的路氹
物業之間連通性的獨特優勢。該等優勢使我們可吸引比任何其他營運酒店更多的過夜
賓客，同時增加其停留時間。因此，我們的高端中場業務較前一年大幅增長52%。

第四季我們的酒店入住率達94%，儘管澳門巴黎人於一年前的開業使我們的客房存量增
加了約3,000間。第四季錄得超過1,000,000客房入住晚數，這是我們澳門酒店的季度歷史
最高記錄。我們的會展獎勵旅遊業務越來越強大，二零一七年比去年增長44%至略低於
290,000客房入住晚數。

我們建設規模化與多元化綜合度假村的戰略明顯產生效益，因澳門中場與旅遊業增長
加速。十年前澳門威尼斯人開業標誌著本人對路氹願景的第一步。澳門威尼斯人將大規
模的非博彩設施引入澳門，如零售購物中心、會展獎勵旅遊、現場娛樂及綜藝館。該等
景點現於澳門穩定發展，並將繼續蓬勃增長。澳門威尼斯人在接待超過290,000,000名遊
客後，如今已成為亞洲以至全球最高訪客人次的綜合度假村，對此本人感到非常驕傲。

我們亦已成功將澳門巴黎人打造為一處新的「必到」地標目的地度假村。澳門巴黎人於
其首個營運年內錄得EBITDA 412,000,000美元，接待到訪人數超過15,000,000人。數碼及
社交媒體營銷在中國迅速發展，有助於使澳門巴黎人及其標誌性的巴黎鐵塔成為吸引
探訪澳門的中國遊客的重要景點。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留言次數已超過5,200,000,000
次，我們於該等平台為澳門巴黎人贏得的品牌認可令人難以置信。

為我們的路氹金光大道組合增添澳門巴黎人令我們的自立發展能力及組合多元化昇華
至另一個層次。澳門巴黎人與澳門威尼斯人、澳門百利宮及金沙城中心均相互連通，如
此規模的以會展獎勵旅遊為基礎的綜合度假村組合乃全球獨有。本人真誠感謝澳門政
府及本地社區多年來的大力支持，使我們得以實現此等願景及戰略。

為了秉持同樣的精神深入致力於澳門的未來發展，我們於去年十月宣佈我們將於今後兩
年內於澳門再投資超過1,100,000,000美元，對金沙城中心進行擴建、翻新及重新設計，
使其成為「The Londoner Macao」，並透過四季及瑞吉兩座大樓竣工增加約650間高端酒店
套房。



12

The Londoner Macao將擁有成為第三處「必到」地標目的地的巨大潛力。金沙城中心目前
的資產規模在澳門無可匹敵，包括超過6,000間酒店客房、400,000平方呎的零售購物中
心、1,700個座位的劇院及超過300,000平方呎的已發展會展獎勵旅遊場地。The Londoner 
Macao的翻新及擴建將會對物業的未來完全重新進行設想，發展另外1,700,000平方呎的
場地，擴大及增加我們的全部組合、酒店套房、零售購物中心、餐飲、娛樂及會展獎勵
旅遊。

金沙城中心的第四季業績顯示了該樓宇的盈利能力，其季度EBITDA超過200,000,000美
元，主要由於其在高端中場分部的強勢地位以及酒店套房存量的規模及範圍所致。但
該物業仍未展現其迎合每一個市場分部方面的全部潛力，這也是我們對將要開始The 
Londoner Macao項目感到欣喜的原因。

於竣工後，The Londoner Macao可接納的過夜賓客人數將超過澳門威尼斯人及澳門巴黎
人的合計人數。The Londoner Macao作為獨立的綜合度假村在到訪人數及增長方面將具
有極大潛力，但亦可產生與澳門威尼斯人及澳門巴黎人的協同效應。擁有三處具有各種
設施的標誌性「必到」歐式主題目的地度假村，將於未來數年內增強我們的營銷及客戶
服務能力，並使我們在澳門市場的頂端及底端部門均處於發展更快的地位。

金沙中國是一間植根於澳門的公司，我們將繼續大力支持社區建設。在金沙中國及
Adelson Family Foundation承諾65,000,000澳門元以協助在颱風「天鴿」過後的重建工作後，
我們一直在努力為受到重大影響的個人、機構及慈善機構提供財務援助。長期支援澳門
的這一舉動將在未來的數月及數年中持續下去。

此外，我們仍然一如既往地致力於在澳門轉型為亞洲領先的商業及休閒旅遊目的地方
面擔任開創性角色。我們決定再投資及發展The Londoner Macao，反映了我們對澳門的
長期承諾及對其未來的信心。

我們對於能夠為澳門在實現其經濟多元化的目標、支持本地業務增長及（包括透過我們
的金沙中國學院(Sands China Academy)）為其市民提供有意義的事業發展機會，以及協助
其發揮最大潛力成為亞洲首屈一指的商務及休閒旅遊目的地的成功作出貢獻實在深表
榮幸。

值得一提的是，我們在新加坡(1)及澳門的購物中心於二零一七年的經營利潤總額超過
570,000,000美元。

(1) LVS新加坡業務並非金沙中國集團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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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股東歸還資本方面，我們的經常性股息仍然是我們向股東歸還資本計劃的基石。我
們仍堅定致力於LVS與金沙中國派付經常性股息的計劃，而我們期待在我們的現金流量
於未來有所增長時增加經常性股息。

總括而言，我們所產生的現金流量持續強勁及可預測。我們的規模、自立發展能力及產
品多元化所帶來的結構性優勢，於我們強勁的財務業績中顯而易見。本季度澳門市場的
增長持續回升，中場市場加速發展。我們於第四季及二零一七全年的中場市場增長均領
先於市場。我們將繼續在澳門作出重大投資，乃由於我們對澳門作出長期而堅定的承
諾。

我們大舉重新開發金沙城中心為The Londoner Macao，這將為我們的路氹金光大道發展
增添第三個標誌性的「必到」目的地。由於我們期待在未來幾年內利用澳門的結構性增
長優勢，以及在我們產品及設施的質量和規模方面保持競爭領先地位，因此充分利用兩
棟公寓式酒店大樓正逢其時。

我們對日後發展充滿信心。我們擁有強勁的有機增長前景。我們正在對現有資產進行戰
略再投資，同時亦在尋求新的發展機會。我們亦具備意向及財政實力，力求繼續將過剩
資本歸還予股東。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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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報告所詳述的其他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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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應過份倚賴季度財務業績、盈利發佈會及
圖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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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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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