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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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02, 40259, 40357）

內幕消息

永利澳門有限公司
截至 2 0 2 0年 9月 3 0日止 2 0 2 0年財政年度第三季的

未經審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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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 0 2 0年 9月 3 0日止 2 0 2 0年財政年度第三季

及首三季的未經審核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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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公佈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本公司及附屬公司截至
2020年9月30日止2020年財政年度第三季的未經審核綜合業績。

我們的控股股東Wynn Resorts, Limited已於2020年11月5日（拉斯維加斯時間下午1時11
分）或前後公佈其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2020年財政年度第三季及首三季的未經審核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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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利澳門有限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已公佈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
則」）編製的本公司及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2020年財政年度第三季
的未經審核綜合業績（「WML業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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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2019年
  

經營收益
　娛樂場 $ 39,455 $ 906,477
　客房 9,444 71,623
　餐飲 12,462 49,840
　零售租賃及其他 5,708 44,511

  

經營收益總額 67,069 1,072,451
  

經營成本及開支
　博彩稅及博彩溢價金 36,596 502,624
　員工成本 94,784 161,774
　其他經營開支 56,644 152,831
　折舊 94,107 93,468
　物業費用及其他 (2,489) 4,085

  

279,642 914,782
  

經營溢利（虧損） (212,573) 157,669
  

　融資收益 1,366 2,905
　融資成本 (65,824) (47,734)
　淨匯兌差額 428 (8,705)
　償還債務虧損 (3,662) —

  

(67,692) (53,534)
  

除稅前溢利（虧損） (280,265) 104,135
  

所得稅開支 (401) (39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純利（虧損）淨額 $ (280,666) $ 10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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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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0年11月5日（拉斯維加斯時間下午1時11分）或前後公佈截至
2020年9月30日止2020年財政年度第三季及首三季的未經審核業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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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4922/000117492220000184/0001174922-20-000184-
index.htm 。盈利公佈載有由本公司擁有的Wynn Resorts, Limite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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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盈利公佈所載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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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則編製及呈列財務資料。因此，盈利公佈所載的財務資料不可與本公司作為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公司所披露的財務業績直接比較。

務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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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30日止2020年財政年度第三季
及首三季的財務業績會與盈利公佈所呈列者相同。

為確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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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4922/000117492220000184/0001174922-20-000184-index.htm
https://www.sec.gov/Archives/edgar/data/1174922/000117492220000184/0001174922-20-000184-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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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ynn Resorts, Limited
公佈2020年第三季業績

Wynn Resorts, Limited行政總裁馬德承表示：「雖然仍受疫情及相關經營限制的影
響，但過去數月我們各項物業均取得進展，令人欣喜。Encore Boston Harbor的第
三季EBITDA創下季度紀錄，永利拉斯維加斯的週末休閒需求持續高企，亦有穩
健的酒店入住率及娛樂場耍樂。在澳門，入境限制已開始逐步審慎放寬，使我們
能夠在10月取得EBITDA收支平衡。我們堅信，隨著我們步入2021年，消費者需
求回歸將使澳門持續受益。」

綜合業績

永利皇宮、永利澳門、拉斯維加斯業務及Encore Boston Harbor的經營收益較2019
年第三季分別減少5.825億美元、4.229億美元、2.128億美元及5,910萬美元。

永利皇宮、永利澳門及拉斯維加斯業務經調整後的物業EBITDA分別減少2.398億
美元、1.734億美元及6,780萬美元，Encore Boston Harbor則增加1,820萬美元。

物業業績

澳門業務

永利皇宮及永利澳門的娛樂場業務於2020年2月暫停營運15天，並於2020年2月20
日部分重開。我們的娛樂場業務現已全面恢復，但針對COVID-19的若干防護措
施（例如旅客檢疫隔離及要求COVID-19檢測結果為陰性才能進入澳門、每張賭枱
的座位數量限制、角子機間距的限制、體溫檢查、口罩防護、COVID-19檢測結
果為陰性才能進入博彩區以及健康申報）於當前仍然生效。我們目前無法確定該
等措施何時解除。於2020年9月23日，中國大陸有關當局全面恢復個人遊計劃出
境簽注，但須遵守若干檢測規定及健康申報。

永利皇宮

2020年第三季永利皇宮的經營收益為1,570萬美元，較2019年第三季的5.982億美元
減少97.4%。2020年第三季永利皇宮經調整後的物業EBITDA虧損為7,760萬美元，
而2019年第三季經調整後的物業EBITDA為1.622億美元。貴賓賭枱贏額佔轉碼數
百分比為1.04%，低於2.7%至3.0%的物業預期範圍，亦低於2019年第三季錄得的
3.19%。中場業務的賭枱贏額百分比為22.0%，低於2019年第三季錄得的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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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利澳門

2020年第三季永利澳門的經營收益為5,140萬美元，較2019年第三季的4.743億美
元減少89.2%。2020年第三季經調整後的物業EBITDA虧損為3,450萬美元，而2019
年第三季經調整後的物業EBITDA為1.390億美元。貴賓賭枱贏額佔轉碼數百分比
為3.95%，高於2.7%至3.0%的物業預期範圍，亦高於2019年第三季錄得的2.76%。
中場業務的賭枱贏額百分比為18.7%，低於2019年第三季錄得的20.7%。

資產負債表

於2020年9月30日，我們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合共為35.5億美元，包括永利澳門
有限公司（「WML」）及附屬公司持有約22.8億美元、Wynn Resorts Finance（不包括
WML）持有約3.918億美元及公司及其他約8.819億美元。

於2020年9月30日，本公司於永利澳門循環信貸沒有可供動用借款。

於2020年9月30日，尚未償還的流動及長期債務總額為127.9億美元，包括澳門相
關債務59.6億美元、永利拉斯維加斯債務31.2億美元、Wynn Resorts Finance債務
31.0億美元及我們綜合入賬的零售合營企業的債務6.122億美元。

按之前所披露，WML於2020年8月26日發行於2026年到期本金總額為2.500億美元
的5.500%優先票據及2028年到期本金總額為6.000億美元的5.625%優先票據。WML
於2020年9月將發行所得款項淨額用於促進預付永利澳門信貸融通項下的未償還
定期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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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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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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工具公允值變動、償還債務虧損
及其他非經營收入與開支的淨收入（虧損）。由於管理層相信，經調整後的物業
EBITDA廣泛用於計量博彩公司的表現及作為其估值基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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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量分部的
經營表現及比較本身與競爭對手物業的經營表現，亦作為釐定若干獎勵報酬的
基準。由於部分投資者使用經調整後的物業EBITDA計量一間公司舉債及償債、
作出資本開支以及應付營運資金需求的能力，我們亦因此呈列經調整後的物業
EBITDA。博彩公司一向呈列EBITDA作為公認會計原則的補充。為更能個別觀察
娛樂場業務，包括我們在內的博彩公司一向會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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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表現的指
標，亦不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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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包括折
舊或利息開支，故並不反映現時或未來的資本開支或資金成本。我們動用大量
現金流量（包括資本開支、利息支付、償還債務本金、所得稅及其他非經常性支
出），上述項目並未於經調整後的物業EBITDA中反映。此外，我們對經調整後的
物業EBITDA的計算亦可能與其他公司所使用的計算方法不同，故可比較性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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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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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477) $378 $67,424 $502 $2,250 $258 $2,018 $(77,647)

　永利澳門 (63,052) — 22,247 538 2,250 340 3,220 (34,457)

　澳門其他 (2,501) — 1,109 2 — 993 397 —        

澳門業務總計 (216,030) 378 90,780 1,042 4,500 1,591 5,635 (112,104)        

截至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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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148 $— $66,128 $1,755 $22,410 $1,460 $1,266 $162,167

　永利澳門 91,999 525 23,011 2,640 16,966 1,637 2,211 138,989

　澳門其他 (5,049) — 1,117 10 — 3,657 265 —        

澳門業務總計 156,098 525 90,256 4,405 39,376 6,754 3,742 30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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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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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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7,481) $993 $201,655 $23,794 $13,925 $3,189 $5,546 $(178,379)

　永利澳門 (193,291) — 69,131 2,872 12,663 3,620 7,110 (97,895)

　澳門其他 (8,888) — 3,335 5 — 4,386 1,162 —        

澳門業務總計 (629,660) 993 274,121 26,671 26,588 11,195 13,818 (276,274)        

截至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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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983 $— $198,421 $1,466 $73,258 $4,191 $3,599 $551,918
　永利澳門 338,660 525 66,847 5,094 55,601 4,979 7,045 478,751
　澳門其他 (12,039) — 3,350 18 — 7,861 810 —        

澳門業務總計 597,604 525 268,618 6,578 128,859 17,031 11,454 1,030,66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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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2019年
百分比
變動 2020年 2019年

百分比
變動      

永利皇宮補充資料
　經營收益
　　娛樂場 $12,301 $497,657 (97.5) $208,449 $1,649,377 (87.4)
　　客房 4,506 44,884 (90.0) 26,647 131,382 (79.7)
　　餐飲 6,856 30,256 (77.3) 24,385 87,691 (72.2)
　　娛樂、零售及其他(7) (7,962) 25,374 (131.4) 24,451 85,259 (71.3)　 　 　 　 　 　
　　　總計 $15,701 $598,171 (97.4) $283,932 $1,953,709 (85.5)

　經調整後的物業EBITDA(6) $(77,647) $162,167 (147.9) $(178,379) $551,918 (132.3)

　娛樂場統計數字：
　　貴賓：
　　　平均賭枱數目 102 108 (5.6) 97 111 (12.6)
　　　貴賓轉碼數 $311,676 $10,517,685 (97.0) $6,823,955 $36,533,594 (81.3)
　　　貴賓賭枱贏額(1) $3,244 $335,277 (99.0) $113,007 $1,232,870 (90.8)
　　　貴賓賭枱贏額佔轉碼數
　　　　百分比 1.04% 3.19% 1.66% 3.37%
　　　每張賭枱每日贏額 $347 $33,595 (99.0) $4,458 $40,868 (89.1)
　　中場：
　　　平均賭枱數目 223 216 3.2 209 213 (1.9)
　　　賭枱投注額(2) $86,347 $1,298,827 (93.4) $583,599 $3,869,904 (84.9)
　　　賭枱贏額(1) $19,015 $324,177 (94.1) $156,897 $936,497 (83.2)
　　　賭枱贏額百分比 22.0% 25.0% 26.9% 24.2%
　　　每張賭枱每日贏額 $929 $16,346 (94.3) $2,889 $16,071 (82.0)
　　　平均角子機數目 569 1,087 (47.7) 586 1,092 (46.3)
　　　角子機投注額 $78,580 $973,676 (91.9) $542,708 $2,886,566 (81.2)
　　　角子機贏額(3) $3,995 $47,289 (91.6) $24,796 $142,257 (82.6)
　　　每台角子機每日贏額 $76 $473 (83.9) $163 $477 ( 65.8)
　客房統計數字：
　　入住率 11.6% 97.2% 19.3% 97.3%
　　ADR (4) $225 $273 (17.6) $283 $270 4.8
　　REVPAR (5) $26 $265 (90.2) $54 $262 (79.4)

附註： 澳門的娛樂場業務於2020年2月暫停營運15天，並於2020年2月20日部分重開。我們的娛樂場業務
現已全面恢復，但針對COVID-19的若干防護措施（例如旅客檢疫隔離及要求COVID-19檢測結果
為陰性才能進入澳門、每張賭枱的座位數量限制、角子機間距的限制、體溫檢查、口罩防護、
COVID-19檢測結果為陰性才能進入博彩區以及健康申報）於當前仍然生效。我們目前無法確定該
等措施何時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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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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

截至9月30日止三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九個月  

2020年 2019年
百分比
變動 2020年 2019年

百分比
變動      

永利澳門補充資料
　經營收益
　　娛樂場 $27,154 $408,820 (93.4) $213,758 $1,340,266 (84.1)
　　客房 4,938 26,740 (81.5) 23,480 82,071 (71.4)
　　餐飲 5,606 19,584 (71.4) 18,821 60,688 (69.0)
　　娛樂、零售及其他（7） 13,670 19,137 (28.6) 36,686 61,621 (40.5)　 　 　 　 　 　
　　　總計 $51,368 $474,281 (89.2) $292,745 $1,544,646 (81.0)

　經調整後的物業EBITDA(6) $(34,457) $138,989 (124.8) $(97,895) $478,751 (120.4)

　娛樂場統計數字：
　　貴賓：
　　　平均賭枱數目 91 104 (12.5) 88 109 (19.3)
　　　貴賓轉碼數 $498,519 $8,024,990 (93.8) $4,069,809 $27,494,650 (85.2)
　　　貴賓賭枱贏額(1) $19,679 $221,097 (91.1) $130,143 $822,204 (84.2)
　　　貴賓賭枱贏額佔轉碼數
　　　　百分比 3.95% 2.76% 3.20% 2.99%
　　　每張賭枱每日贏額 $2,351 $23,036 (89.8) $5,692 $27,634 (79.4)
　　中場：
　　　平均賭枱數目 240 205 17.1 219 205 6.8
　　　賭枱投注額(2) $133,006 $1,319,405 (89.9) $752,058 $4,018,533 (81.3)
　　　賭枱贏額(1) $24,898 $272,511 (90.9) $146,231 $816,180 (82.1)
　　　賭枱贏額百分比 18.7% 20.7% 19.4% 20.3%
　　　每張賭枱每日贏額 $1,128 $14,440 (92.2) $2,564 $14,551 (82.4)
　　　平均角子機數目 472 786 (39.9) 509 813 (37.4)
　　　角子機投注額 $87,988 $999,985 (91.2) $516,537 $2,720,137 (81.0)
　　　角子機贏額(3) $3,072 $46,981 (93.5) $18,993 $127,690 (85.1)
　　　每台角子機每日贏額 $71 $649 (89.1) $144 $575 (75.0)
　　　撲克佣金 $— $4,703 (100.0) $2,083 $15,130 (86.2)
　客房統計數字：
　　入住率 16.6% 99.4% 24.4% 99.2%
　　ADR (4) $291 $283 2.8 $316 $285 10.9
　　REVPAR (5) $48 $281 (82.9) $77 $282 (72.7)

附註： 澳門的娛樂場業務於2020年2月暫停營運15天，並於2020年2月20日部分重開。我們的娛樂場業務
現已全面恢復，但針對COVID-19的若干防護措施（例如旅客檢疫隔離及要求COVID-19檢測結果
為陰性才能進入澳門、每張賭枱的座位數量限制、角子機間距的限制、體溫檢查、口罩防護、
COVID-19檢測結果為陰性才能進入博彩區以及健康申報）於當前仍然生效。我們目前無法確定該
等措施何時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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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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飲及其他收益的金額。

(2) 澳門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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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維
加斯方面，賭枱投注額為存入賭枱投注箱的現金及發出的借據淨額的總額。Encore Boston Harbor方
面，賭枱投注額為存入賭枱投注箱的現金及借據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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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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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參閱隨附經營收入（虧損）與經調整後的物業EBITDA的對賬以及Wynn Resorts, Limited應佔淨收入（虧
損）與經調整後的物業EBITDA的對賬。

(7) 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反映了提供予租戶的租金減讓的影響。」

本公告載有前瞻性陳述。該等前瞻性資料包括可能對未來預期業績有重大影響的重要
風險及不明朗因素。因此，該等業績或有別於我們任何前瞻性陳述所述的業績。該等風
險及不明朗因素包括（但不限於）娛樂場╱酒店及度假村行業的競爭、本公司對現有管
理層的依賴、旅遊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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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動。可能影響本公司財務業績的潛在因素詳情已載於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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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須留意本公告所
呈列的財務業績未經審核。謹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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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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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董事兼副主席陳志玲；非執行董事Craig S. Billings；
獨立非執行董事兼主席盛智文；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林健鋒、Bruce Rockowitz、蘇兆明及Leah Dawn Xiaowei Y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