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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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

全年業績公告

澳門博彩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

「本集團」）之經審核綜合全年業績如下。

財務摘要

截至 12月31日止年度

2022年 2021年 增幅╱

（減幅）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博彩淨收益 6,092 9,608 (36.6%)

酒店、餐飲、零售、租賃及其他收入 623 592 5.2%

經調整EBITDA* (3,095) (1,581) (95.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7,798) (4,144) (88.2%)

每股虧損
—基本 (122.6)港仙 (68.2)港仙 (79.8%)
—攤薄 (122.6)港仙 (68.2)港仙 (79.8%)

* 經調整EBITDA指經調整非控股權益後及未計利息收支、稅項、折舊及攤銷、捐款、出售╱撇銷物業及設

備的虧損、物業及設備減值的虧損、銀行貸款的銀行費用、修改銀行貸款的收益╱虧損、終止確認銀行

貸款的虧損、提早終止租賃合約之收益、轉批給費收入及開業前開支前盈利或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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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末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任何末期股息（ 2021年：無）。

營運摘要

. 本公司之附屬公司澳娛綜合度假股份有限公司（「澳娛綜合」）於 2022年的博彩淨收益為

60.92億港元，而2021年則為96.08億港元。

. 本集團的經調整EBITDA為負30.95億港元，而2021年則為負15.81億港元。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為77.98億港元，而2021年則為虧損41.44億港元。

. 澳娛綜合佔澳門博彩收益之 15.8%，當中包括佔中場賭枱博彩毛收益之 19.8%及佔貴賓

博彩毛收益之4.9%。

. 本集團位於路氹的上葡京綜合度假村已於2021年7月30日開業。上葡京之毛收益為6.87億
港元，包括博彩毛收益 3.46億港元及非博彩收益 3.41億港元，而 2021年為博彩毛收益

2.00億港元及非博彩收益 1.70億港元。經調整開業前開支 4.53億港元後，經調整物業

EBITDA為負9.69億港元，而2021年為負4.23億港元。

. 新葡京之毛收益為 11.99億港元，包括博彩毛收益 10.67億港元及非博彩收益 1.32億港

元， 2021年則錄得博彩毛收益 21.52億港元及非博彩收益 1.70億港元，另其經調整物業

EBITDA為負7.58億港元，2021年則為負5.22億港元。

. 上葡京綜合度假村全年的入住率減少16.5%至32.2%，平均房租則增加0.2%至916港元。

. 新葡京酒店全年的入住率減少12.6%至46.2%，平均房租則減少10.2%至634港元。

. 本集團於 2022年 12月 31日錄得現金、銀行結餘、短期銀行存款及已抵押銀行存款為

80.10億港元，債項則為317.77億港元。

. 本集團於2022年6月20日完成其銀團貸款融資（包含90億港元定期貸款及100億港元循環

信貸）之再融資工作，截至2022年12月31日已全數提取。

. 澳娛綜合於 2022年 12月 16日與澳門政府簽署新的博彩經營批給合同，自 2023年 1月 1日
起至2032年12月31日止為期10年（請參閱前景與近期發展 — 澳門博彩批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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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

2022年 2021年
附註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博彩、酒店、餐飲、零售、租賃及
相關服務收益 6,678.6 10,076.0

博彩收益 4 6,092.0 9,607.9
特別博彩稅、特別徵費及博彩溢價金 (2,680.6) (4,185.8)

3,411.4 5,422.1
酒店、餐飲、零售、租賃及相關服務收入 586.6 468.1
酒店、餐飲、零售、租賃及相關服務的銷售
及服務成本 (401.9) (336.6)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36.2 124.0
金融資產的減值虧損 (143.7) —

物業及設備的減值虧損 (1,214.9) —

市場推廣及宣傳開支 (462.5) (1,147.3)
經營及行政開支 (8,476.5) (8,376.8)
融資成本 5 (1,122.6) (343.3)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虧損）溢利 (3.2) 8.1
應佔一間合資企業溢利 3.6 5.0

除稅前虧損 6 (7,787.5) (4,176.7)
稅項 7 (61.1) (21.4)

年度虧損 (7,848.6) (4,198.1)
其他全面支出：
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指定為按公平值列入其他全面收益的股本工
具投資之公平值變動 (57.0) (73.3)

年度全面支出總額 (7,905.6) (4,271.4)

應佔年度虧損
— 本公司擁有人 (7,798.4) (4,143.7)
— 非控股權益 (50.2) (54.4)

(7,848.6) (4,198.1)

應佔年度全面支出總額
— 本公司擁有人 (7,855.4) (4,217.0)
— 非控股權益 (50.2) (54.4)

(7,905.6) (4,271.4)

（經重列）

每股虧損
— 基本 9 (122.6)港仙 (68.2)港仙

— 攤薄 9 (122.6)港仙 (68.2)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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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22年12月31日

2022年 2021年
附註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及設備 40,049.7 40,954.1
使用權資產 2,599.0 2,994.9
無形資產 — 43.9
藝術品及鑽石 281.3 281.3
於一間聯營公司的權益 41.8 353.5
於一間合資企業的權益 43.8 144.8
指定為按公平值列入其他全面收益的

股本工具投資 424.1 481.1
已抵押銀行存款 970.9 —

其他資產 357.1 426.8

44,767.7 45,680.4

流動資產

存貨 146.7 151.3
應收貿易及其他款項 10 694.7 726.1
已抵押銀行存款 183.1 147.0
短期銀行存款 572.6 177.2
銀行結餘及現金 6,282.9 3,024.2

7,880.0 4,225.8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及其他款項 11 3,735.1 5,517.8
應付稅項 50.5 21.8
銀行貸款 — 一年內到期 707.0 13,185.9
租賃負債 46.4 344.0

4,539.0 19,069.5

流動資產（負債）淨值 3,341.0 (14,843.7)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48,108.7 30,8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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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2022年12月31日

2022年 2021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非流動負債

應付其他款項 71.4 87.6
銀行貸款 — 一年後到期 18,268.3 —

無抵押票據 9,400.6 9,388.0
租賃負債 603.9 639.9
應付一間附屬公司非控股權益款項 339.5 305.6
最終控股公司貸款 2,006.8 —

遞延稅項 10.5 10.5
可換股債券 1,394.3 —

32,095.3 10,431.6

資產淨值 16,013.4 20,405.1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4,415.1 11,479.3
儲備 1,583.5 8,864.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5,998.6 20,343.5
非控股權益 14.8 61.6

總權益 16,013.4 20,4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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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公司資料

本公司為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的公眾有限公司，並作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本公司的

普通股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其附屬公司主要業務在中華

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區」）發展與經營娛樂場及相關設施以及酒店、餐

飲、零售業務及相關服務。其最終控股公司為澳門旅遊娛樂股份有限公司，該公司於

澳門特區成立。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為香港干諾道中 168–200號信德中

心招商局大廈18樓。

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呈列，港元亦為本公司之功能貨幣。

2. 編製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若干金融工具按於各報告期末的公平值計

算除外。綜合財務報表亦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此外，綜合財務報表包括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以及香港公司條例規定之適當披露事項。

2.1 應用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強制生效的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就編製綜合財務報表首次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下列經修

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有關修訂於本集團 2022年 1月 1日開始的年度期間強制

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
（修訂）

概念框架的提述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修訂） 物業、廠房及設備—擬定用途前所得款項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修訂） 繁重合約—履行合約的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2018年至2020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本年度應用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於本年度及過往年度的財務狀況及表

現及╱或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所載列的披露資料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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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編製基準（續）

2.2 已頒佈惟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並未提前應用下列已頒佈惟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包括2020年
10月及2022年2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17號（修訂））

保險合約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修訂）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資企業之間的

資產銷售或貢獻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 售後租回租賃負債 3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 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以及香港詮釋

第5號（ 2020年）之有關修訂 1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 具合約條款之非流動負債 3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實務報告第2號（修訂）
會計政策之披露 1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 會計估計的定義 1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 產生自單一交易的資產及負債相關延遞

稅項 1

1 於2023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待定日期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2024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若干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在可預見的未來將不會對

綜合財務報表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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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分部

本集團現分為兩個報告分部—博彩業務及酒店、餐飲、零售及租賃業務。該兩個報告

分部主要業務如下：

(i) 博彩業務 — 經營娛樂場及相關設施

(ii) 酒店、餐飲、零售及租賃業務 — 經營酒店、餐飲、零售、租賃及相關服務

報告分部的報告形式與提供予主要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策者」）的內部報告形式一

致。主要營運決策者負責分配資源及評估報告分部表現，視為作出策略決定的高級管

理層組別。

主要營運決策者定期以貴賓博彩業務、中場賭枱博彩業務、角子機及其他博彩業務分

析博彩業務，並整體審閱相關收益及經營業績，以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酒店、餐

飲、零售及租賃業務方面，主要營運決策者按個別酒店定期審閱表現。就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第 8號項下的分部呈報而言，本集團具有類似經濟特質的酒店的財務資料已滙集

為單一報告分部「酒店、餐飲、零售及租賃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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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分部（續）

有關該等業務的分部資料呈列如下：

(a) 本集團報告分部收益及業績之分析如下：

分部收益 分部業績
2022 年 2021年 2022 年 2021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博彩業務：
於特定時間確認 6,092.0 9,607.9 (6,298.8) (3,305.8)

酒店、餐飲、零售及租賃業務：
— 對外銷售

餐飲及零售業務：
於特定時間確認 298.3 268.0

酒店業務：
於一段時間確認 141.6 124.5

租賃業務：
來自經營租賃之收益 146.7 75.6

586.6 468.1

— 分部間銷售：
餐飲及零售業務：
於特定時間確認 45.7 36.4

酒店業務：
於一段時間確認 9.0 18.8

54.7 55.2

641.3 523.3 (1,355.0) (729.5)
對銷 (54.7) (55.2)

586.6 468.1

總計：
來自客戶合約之收益：
於特定時間確認 6,390.3 9,875.9
於一段時間確認 141.6 124.5

6,531.9 10,000.4

來自經營租賃之收益：
固定租賃付款 146.7 75.6

6,678.6 10,076.0

(7,653.8) (4,035.3)

分部業績與除稅前虧損的對賬：
未分配企業收入 16.5 8.2
未分配企業開支 (150.6) (162.7)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虧損）溢利 (3.2) 8.1
應佔一間合資企業溢利 3.6 5.0

除稅前虧損 (7,787.5) (4,1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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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分部（續）

(a) 本集團報告分部收益及業績之分析如下：（續）

報告分部的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會計政策相同。分部業績指在未分配企業收支及應佔

一間聯營公司及一間合資企業虧損╱溢利前各分部所得的除稅前虧損。此乃向主要

營運決策者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方面呈報的資料。

分部間銷售乃按雙方彼此協定的價格計算。

(b) 本集團報告分部資產及負債之分析如下：

2022年 2021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資產
分部資產：
— 博彩業務 35,903.6 30,145.0
— 酒店、餐飲、零售及租賃業務 9,501.0 9,105.4

45,404.6 39,250.4

於一間聯營公司的權益 41.8 353.5
於一間合資企業的權益 43.8 144.8
未分配銀行存款、銀行結餘及現金 443.9 221.5
其他未分配資產 6,713.6 9,936.0

本集團總計 52,647.7 49,906.2

負債
銀行貸款：
— 博彩業務 18,745.7 12,958.0
— 酒店、餐飲、零售及租賃業務 229.6 227.9

18,975.3 13,185.9

無抵押票據：
— 博彩業務 9,400.6 9,388.0

可換股債券：
— 博彩業務 1,016.8 —

— 酒店、餐飲、零售及租賃業務 377.5 —

1,394.3 —

其他分部負債：
— 博彩業務 4,050.8 3,261.1
— 酒店、餐飲、零售及租賃業務 591.4 651.8

4,642.2 3,912.9

分部負債總計 34,412.4 26,486.8
未分配負債 2,221.9 3,014.3

本集團總計 36,634.3 29,5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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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分部（續）

(b) 本集團報告分部資產及負債之分析如下：（續）

為監察分部表現及於分部間分配資源：

(i) 其他未分配資產主要包括若干物業及設備、若干使用權資產、若干購買物業及
設備的按金、藝術品及鑽石、應收一間聯營公司╱一間合資企業╱一間參股公
司款項以及指定為按公平值列入其他全面收益的股本工具投資。

(ii) 未分配負債主要包括若干應付建築款項及應付一間附屬公司非控股權益款項。

(iii) 所有資產被分配至報告分部，惟於一間聯營公司╱一間合資企業的權益、未分
配銀行存款、銀行結餘及現金以及於上文 (i)所述者除外。

(iv) 所有負債被分配至報告分部，惟於上文 (ii)所述之有關分部未分佔的負債除外。

(c) 本集團其他分部資料

2022年 2021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添置非流動資產：
（金融工具除外）
— 博彩業務 1,558.5 48.4
— 酒店、餐飲、零售及租賃業務 8.1 4.4
— 企業層面* 649.6 1,478.5

2,216.2 1,531.3

* 金額包括本公司董事認為不能劃分為獨立分部之若干物業及設備、若干使用權資產及若干購買

物業及設備的按金。

折舊及攤銷：
— 博彩業務 884.8 796.5
— 酒店、餐飲、零售及租賃業務 943.9 395.4
— 企業層面 66.6 64.3

1,895.3 1,256.2

出售╱撇銷物業及設備的虧損（收益）：
— 博彩業務 2.1 (0.1)
— 酒店、餐飲、零售及租賃業務 — 0.1
— 企業層面 — 0.1

2.1 0.1

提早終止租賃合約之收益：
— 博彩業務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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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分部（續）

(c) 本集團其他分部資料（續）

2022年 2021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融資成本：
— 博彩業務 1,087.3 321.4
— 酒店、餐飲、零售及租賃業務 16.6 9.0
— 企業層面 18.7 12.9

1,122.6 343.3

利息收入：
— 博彩業務 28.2 5.6
— 酒店、餐飲、零售及租賃業務 3.4 —

— 企業層面 14.3 3.8

45.9 9.4

金融資產的減值虧損：
— 博彩業務 143.7 —

物業及設備減值的虧損：
— 博彩業務 476.7 —

— 酒店、餐飲、零售及租賃業務 738.2 —

1,214.9 —

於各 個 報 告 期 內 的 所 有 收 益 均來 自 澳 門 特 區 客 戶 ，且近乎所有 本 集 團 非 流 動

資產（金融工具除外）均位於澳門特區。本集團並無單一客戶於報告期內佔總收益

超過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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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博彩收益

2022年 2021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來自以下項目的博彩收益
— 貴賓博彩業務 486.3 1,359.2
— 中場賭枱博彩業務 5,552.5 8,472.1
— 角子機及其他博彩業務 416.3 537.1

6,455.1 10,368.4
減：佣金及獎勵 (363.1) (760.5)

6,092.0 9,607.9

5. 融資成本

2022年 2021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以下項目產生的利息支出
— 銀行貸款 588.2 244.1
— 無抵押票據 435.1 385.4
— 可換股債券 64.7 —

— 租賃負債 19.9 28.1
— 最終控股公司貸款 6.8 —

應付一間附屬公司非控股權益款項的推算利息 7.9 7.3

1,122.6 664.9
減：資本化金額 — (321.6)

1,122.6 3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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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虧損

2022年 2021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除稅前虧損已扣除以下項目：

董事酬金

—袍金、薪酬、花紅及其他福利 57.5 72.7

減：資本化金額 (3.8) (9.7)

53.7 63.0

其他員工退休金計劃供款 213.7 213.3

減：沒收供款 (12.6) (17.0)

201.1 196.3

其他員工成本 5,319.1 5,883.1

員工福利總成本 5,573.9 6,142.4

核數師酬金 16.6 15.2

無形資產攤銷（包括於經營及行政開支） 89.6 87.8

物業及設備折舊 1,457.4 770.9

使用權資產折舊 348.3 397.5

解除確認一筆銀行貸款的虧損 — 0.5

修改銀行貸款的虧損 19.6 —

出售╱撇銷物業及設備的虧損 2.1 0.1

並已計入以下項目：

銀行利息收入 45.9 9.4

2019冠狀病毒病相關租金減免（附註） 76.1 47.6

股息收入 0.2 3.0

提早終止租賃合約之收益 1.7 —

提前償還一筆銀行貸款的收益 — 67.5

附註：截至 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造成的直接結果是各類娛樂場物業、商業物業
及汽車出租人為本集團提供租金減免，於 6至 12個月（ 2021年： 6至 12個月）內減免 15 %至 30 %

（ 2021年：15%至76%）。

因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的直接後果產生的租金減免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46B號的所有條
件，故本集團已採用實際權宜方法不評估該等變動是否構成租賃修改。因出租人就相關租賃寬免
或豁免7,610萬港元（ 2021年：4,760萬港元）而對租賃付款變動的影響已確認為負可變租賃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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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稅項

2022年 2021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澳門特區所得補充稅（「補充稅」）
— 即期稅項 61.1 21.9
—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 (0.5)

61.1 21.4
遞延稅項抵免 — —

61.1 21.4

本公司之附屬公司澳娛綜合並無就博彩相關收入產生的補充稅作出撥備。根據澳門特

區政府於 2020年 4月 17日發出的批准通知，澳娛綜合已於 2020年 4月 1日至 2022年 6月 26
日期間獲豁免就博彩業務所得收入繳納補充稅。根據澳門特區政府於 2022年 9月 1日發

出的批准通知，本公司已於2022年 6月27日至 2022年12月31日期間獲豁免就博彩業務所

得收入繳納補充稅。

此外，根據澳門特區政府財政局於 2021年 3月 30日發出的批准函，於 2020年 4月 1日至

2022年 6月 26日延長特許期間徵收特別補充稅，故澳娛綜合股東須於 2020年 4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期間支付1,690萬澳門元（相等於 1,640萬港元）、於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
止年度支付 2,250萬澳門元（相等於 2,190萬港元）及於 2022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6月 26日期

間支付 1,100萬澳門元（相等於 1,070萬港元）的特別補充稅，無論澳娛綜合於有關年度有

否分派任何股息。澳娛綜合正在進行向澳門特區政府財政局取得就 2022年 6月 27日至

2022年12月31日期間的延長批准。

就其他澳門特區的附屬公司而言，補充稅乃按兩個年度的估計應課稅溢利 12%的稅率

計算。

由於本集團於澳門特區以外地區經營的業務並無自所屬司法權區產生應課稅溢利，因

此並無於其他司法權區（包括香港）作出稅項撥備。

8. 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 2021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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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基於以下數據計算：

虧損

2022年 2021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度虧損） (7,798.4) (4,143.7)

股份數目

2022年 2021年
（經重列）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362,128,016 6,078,562,181

2022年 2021年
（經重列）

每股虧損
—基本 (122.6)港仙 (68.2)港仙
—攤薄 (122.6)港仙 (68.2)港仙

附註：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已就2022年9月22日之供股進行調整。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止年度，由於假設行使將會導致每股虧損減少（ 2021年：將會導致每股虧損

減少），故每股攤薄虧損並無假設行使本公司之購股權及轉換本公司之可換股債券（ 2021年：行使

本公司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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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貿易及其他款項

2022年 2021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墊付博彩中介人及顧客款項（淨額） 2.3 0.2
應收租賃款項 118.1 63.0
其他應收博彩中介人及服務提供者之款項（淨額） 225.4 301.6
預付款項 175.5 173.4
其他應收雜項 173.4 187.9

694.7 726.1

於2021年1月1日，墊付博彩中介人及顧客款項的賬面值為1.13億港元。

墊付博彩中介人及顧客款項主要包括設有預先批核免息循環信貸額度及短期暫時免息

墊款。所有墊付博彩中介人及顧客款項為無抵押及須按本集團酌情要求而償還，而且

一般需要支票及擔保。於 2022年 12月 31日，所有墊付博彩中介人及顧客款項（扣除撥

備）並無逾期或減值。

墊款只授予具有良好信貸記錄及財務記錄之博彩中介人及顧客。本集團可享有強制執

行權及預期以應付有關博彩中介人及顧客之佣金或來自彼等之按金抵銷墊款。此外，
倘博彩中介人及顧客未能償還，根據相關博彩中介人及顧客協議，本集團有權抵銷或

保留應付予該等博彩中介人及顧客的其他款項，兌現支票及執行擔保。

其他應收博彩中介人及服務提供者之款項指應收博彩中介人及服務提供者補償的若干

成本。經博彩中介人及服務提供者同意，本集團可以應付有關博彩中介人及服務提供

者之佣金及服務費或來自彼等之按金抵銷未償還結餘。倘博彩中介人或服務提供者未

能償還，根據相關博彩中介人協議或服務提供者協議，本集團有權抵銷或保留應付予

該博彩中介人或服務提供者的款項、兌現支票及執行擔保（如有）。

下列為墊付博彩中介人及顧客款項於報告期末按授出信貸日期的賬齡分析：

2022年 2021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賬齡

0至30日 2.3 0.2

應收租賃款項主要產生自向租戶提供之免租期間。

其他應收雜項主要包括就租賃及經營供應已支付之按金、應收利息及信用卡應收

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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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貿易及其他款項

2022年 2021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應付貿易款項 86.6 263.4
應付特別博彩稅 174.0 365.4
流通之籌碼 279.7 655.6
來自博彩顧客及博彩中介人之保管籌碼及按金 216.9 328.1
應付購置物業及設備款項 178.8 64.4
應付建築款項 1,692.6 2,510.8
應計員工成本 582.1 826.4
應計經營開支 70.4 32.6
應付預扣稅 15.8 19.8
其他應付雜項及應計費用 509.6 538.9

3,806.5 5,605.4
減：其他應付款項的非即期部分（附註） (71.4) (87.6)

3,735.1 5,517.8

附註：其他應付款項的非即期部分包括於 2022年 12月 31日的應付建築款項為零（ 2021年： 1,330萬港元）

及來自租戶之按金 7,140萬港元（ 2021年： 7,430萬港元）。本集團管理層預期該等款項將不會自報

告期末起12個月內變現。

下列為應付貿易款項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

2022年 2021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賬齡

0至30日 68.2 244.4
31至60日 9.8 11.7
61至90日 3.7 3.1
90日以上 4.9 4.2

86.6 263.4

應付貿易款項的平均信貸期為 90日。應付貿易款項概無被徵收利息。本集團設有財務

風險管理政策，以確保所有應付款項均於信貸時限內獲得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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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除另有指明外，所有金額均以港元列示）

業務模式及主要策略

我們的策略性目標是為股東創造持續長期的業務增長。我們作為澳門娛樂場及相關業務的

領先經營者、擁有者和發展商，採取以下主要的策略以達至目標：

. 我們根據政府規定，將繼續建設、擁有以及管理或投資於澳門的娛樂場及相關業務。

. 我們將繼續以具成本效益及可持續的方式改進我們的現有業務。

. 我們將繼續主要專注於澳門的業務，並同時考慮於亞洲區內個別有利於未來擴展的

機會。

. 我們將維持穩健的財政狀況以達至持續長期增長。

集團經營業績

本集團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止年度及上年之業績、淨收益、經調整 EBITDA及經調整

EBITDA率列示如下：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2年 2021年
（減幅）集團經營業績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總淨收益 6,679 10,076 (33.7%)
博彩淨收益 6,092 9,608 (36.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7,798) (4,144) (88.2%)
經調整EBITDA1 (3,095) (1,581) (95.8%)
經調整EBITDA率 2 (46.3%) (15.7%) (30.6百分點)

1 經調整EBITDA指經調整非控股權益後及未計利息收支、稅項、折舊及攤銷、捐款、出售╱撇銷物業及

設備的虧損、物業及設備減值的虧損、銀行貸款的銀行費用、修改銀行貸款的收益╱虧損、終止確認銀

行貸款的虧損、提早終止租賃合約之收益、轉批給費收入及開業前開支前盈利或虧損。

2 經調整EBITDA率指經調整EBITDA除以總淨收益。

總淨收益由截至2021年12月 31日止年度的100.76億元減少33.7%至截至 2022年 12月31日止年

度的66.79億元。減幅主要是由貴賓博彩收益及中場賭枱博彩收益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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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列表為自行推廣及衛星娛樂場業務的業績概要：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2年 2021年
（減幅）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貴賓博彩毛收益 486 1,359 (64.2%)
中場博彩毛收益 5,553 8,472 (34.5%)
角子機博彩毛收益 416 537 (22.5%)

博彩毛收益 6,455 10,368 (37.7%)
佣金及獎勵 (363) (760) (52.2%)

博彩淨收益 6,092 9,608 (36.6%)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2年 2021年 變動

上葡京娛樂場統計數據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

收益：
中場 309 170 139 81.8%
角子機 37 30 7 23.3%

博彩毛收益 346 200 146 73.0%

中場投注額 2,017 1,054 963 91.4%
中場賭枱贏額 309 170 139 81.8%
非轉碼贏額百分比 15.3% 16.2% — (0.9百分點)

角子機收入總額 1,122 514 608 118.3%
角子機贏額 37 30 7 23.3%
角子機贏額百分比 3.3% 5.8% — (2.5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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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2年 2021年 變動

新葡京娛樂場統計數據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

收益：
貴賓 252 693 (441) (63.6%)
中場 700 1,271 (571) (44.9%)
角子機 115 188 (73) (38.8%)

博彩毛收益 1,067 2,152 (1,085) (50.4%)

貴賓籌碼銷售額 7,227 22,649 (15,422) (68.1%)
贏額 252 693 (441) (63.6%)
贏率 3.5% 3.1% — 0.4百分點

中場投注額 3,256 6,273 (3,017) (48.1%)
中場賭枱贏額 700 1,271 (571) (44.9%)
非轉碼贏額百分比 21.5% 20.3% — 1.2百分點

角子機收入總額 2,503 3,676 (1,173) (31.9%)
角子機贏額 115 188 (73) (38.8%)
角子機贏額百分比 4.6% 5.1% — (0.5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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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2年 2021年 變動

其他自行推廣娛樂場統計數據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

收益：
貴賓 — 10 (10) (100.0%)
中場 1,116 1,334 (218) (16.3%)
角子機 138 147 (9) (6.1%)

博彩毛收益 1,254 1,491 (237) (15.9%)

貴賓籌碼銷售額 — 226 (226) (100.0%)
贏額 — 10 (10) (100.0%)
贏率 —% 4.6% — (4.6百分點)

中場投注額 8,219 9,821 (1,602) (16.3%)
中場賭枱贏額 1,116 1,334 (218) (16.3%)
非轉碼贏額百分比 13.6% 13.6% — (0.004百分點)

角子機收入總額 2,865 2,813 52 1.8%
角子機贏額 138 147 (9) (6.1%)
角子機贏額百分比 4.8% 5.2% — (0.4百分點)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2年 2021年 變動

衛星娛樂場統計數據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

收益：
貴賓 234 656 (422) (64.3%)
中場 3,428 5,697 (2,269) (39.8%)
角子機 126 172 (46) (26.7%)

博彩毛收益 3,788 6,525 (2,737) (41.9%)

澳娛綜合於 2022年 12月 31日經營 9間衛星娛樂場（由第三者推廣之娛樂場），包括皇家金堡

娛樂場、置地娛樂場、英皇宮殿娛樂場、財神娛樂場、君怡娛樂場、金碧滙彩娛樂場、澳

門凱旋門娛樂場、勵宮娛樂場及十六浦娛樂場。巴比倫娛樂場、鑽石娛樂場、金龍娛樂

場、萬龍娛樂場及御龍娛樂場已於 2022年 12月 27日關閉。澳娛綜合於 2021年 12月 31日經營

14間衛星娛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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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列表顯示本集團的主要業績：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2年 2021年 變動

本集團經調整物業EBITDA1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

上葡京 (969) (423) (546) (129.1%)
新葡京 (758) (522) (236) (45.2%)
其他自行推廣 2 (474) (491) 17 3.5%
衛星 3 (635) 106 (741) (699.1%)

總計 (2,836) (1,330) (1,506) (113.2%)

1 經調整物業EBITDA指經調整非控股權益後及未計利息收支、稅項、折舊和攤銷、捐款、出售╱撇銷物

業及設備的虧損、物業及設備減值的虧損、銀行貸款的銀行費用、修改銀行貸款的收益╱虧損、終止確

認銀行貸款的虧損、提早終止租賃合約之收益、轉批給費收入、開業前開支及公司成本以及對銷公司間

的消費前盈利或虧損。

2 葡京娛樂場、回力海立方娛樂場（包括回力大樓內的博彩區域）及回力酒店以及其他非博彩區域。（東方

娛樂場及海島娛樂場已於2022年12月27日關閉。）

3 於2022年12月31日有9間衛星娛樂場。（ 5間衛星娛樂場已於2022年12月27日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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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列表為酒店客房業務的業績概要：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2年 2021年 變動

酒店統計數據 港元 港元 港元 %

入住率

上葡京綜合度假村 1 32.2% 48.7% — (16.5百分點)
新葡京酒店 46.2% 58.8% — (12.6百分點)
回力酒店 72.4% 62.2% — 10.2百分點

澳門十六浦索菲特 48.4% 52.2% — (3.8百分點)

每日平均房價

上葡京綜合度假村 1 916 914 2 0.2%
新葡京酒店 634 706 (72) (10.2%)
回力酒店 178 212 (34) (16.0%)
澳門十六浦索菲特 495 496 (1) (0.2%)

可入住客房收益

上葡京綜合度假村 1 295 445 (150) (33.7%)
新葡京酒店 293 415 (122) (29.4%)
回力酒店 129 132 (3) (2.3%)
澳門十六浦索菲特 240 259 (19) (7.3%)

1 上葡京綜合度假村包括兩座於2021年下半年開業的酒店大樓—上葡京及THE KARL LAGERF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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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與近期發展

（除另有說明外，所有金額均以港元列示）

澳門博彩批給

於 2022年 6月 23日，澳門政府與澳娛綜合訂立批給修改合同，據此，澳娛綜合於 2022年 6月
26日到期的博彩批給，獲進一步延長到 2022年 12月 31日到期。根據批給修改合同的條款，
澳娛綜合須向澳門政府繳納4,700萬澳門元（相當於約4,563萬港元），作為該項延長合同的溢

價金。

於 2022年 12月 16日，澳門政府確認，經澳門政府批准及授權，已授予澳娛綜合新的博彩經

營批給，自2023年1月1日起至2032年12月31日止為期10年。

根據新批給合同的條款，澳娛綜合須向澳門政府支付固定溢價金及可變動溢價金。溢價金

在新批給年期內每月及按年支付。此外，澳娛綜合亦須支付博彩特別稅、旅遊公共基金及

文化公共基金，分別等於博彩經營毛收入的35%、3%及2%。

由於本集團擁有及經營的娛樂場場所於先前批給屆滿時歸還澳門政府，澳娛綜合將就使用

澳門政府擁有的娛樂場面積支付年度使用費用。於 2022年 12月 30日，澳門政府已於歸還契

據中訂定（其中包括）有關新葡京娛樂場、上葡京娛樂場、葡京娛樂場及回力海立方娛樂場

（該等娛樂場將歸還予澳門政府）的娛樂場面積年度使用費用。澳娛綜合將於 2023年（即首

年）至 2025年（即第三年）期間向澳門政府支付年度使用費約 6,900萬澳門元（相當於約 6,700
萬港元），可根據下文所載作出通脹調整。自 2026年（即第四年）起，年度使用費將調整至

約2.293億澳門元（相當於約2.226億港元），可作出通脹調整。

首年的使用費相當於娛樂場面積乘以每平方米 750澳門元（相當於約每平方米 728港元），第

二年及第三年的使用費基於上年度的價值並按照澳門的平均價格指數進行更新；及第四年

的使用費相當於娛樂場面積乘以每平方米2,500澳門元（相當於約每平方米2,427港元），其後

的年度基於上年度的價值並按照澳門的平均價格指數進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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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娛綜合承諾在新批給年期內的總投資額為140.33億澳門元（相當於約136.24億港元）。當於

2027年之前，澳門整體博彩毛收入超過1,800億澳門元（相當於約1,748億港元）時，澳娛綜合

有義務進一步增加其非博彩投資義務總額。

根據新批給合同，澳娛綜合須提供 10.00億澳門元（相當於約 9.71億港元）的銀行擔保，作為

新批給年期及其後 180日的下述各項擔保： (i)新批給合同項下的法定義務及合約義務； (ii)
按時繳納溢價金； (iii)繳付可能罰款或其他金錢處罰； (iv)支付全部或部分不履行義務損害

賠償；及 (v)履行勞動債務。

於 2022年 12月17日，澳門政府通知澳娛綜合在新批給合同項下，澳娛綜合獲授權經營 1,250
張賭枱及1,700部博彩機。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的最新情況

2022年底前後，澳門與內地的旅遊限制大幅放寬。現行法規准許由內地、香港及台灣到訪

澳門的旅客無需出示 2019冠狀病毒病檢測證明。目前，來自其他地區的旅客則需持 48小時

內核酸陰性證明或快速抗原檢測陰性。所有隔離檢疫規定已暫停。

儘管如此，澳門旅遊業在 2022年，大部分時期均受到疫情嚴重影響。香港和廣東在本年度

年初爆發了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而澳門則在六月份爆發。澳門爆發疫情後，澳門政府下

令所有娛樂場於 7月 11日至 7月 22日關閉。經過一段時間的整合後，澳門境內的措施包括體

溫檢測及社交距離規定等相關准入娛樂場的措施，已逐步放寬。

訪澳人次於本年度被嚴重阻斷，總旅客人次為 570萬，較 2021年的旅客人數減少 26.0%，且
僅為2019年疫情前最後一年入境旅客人數的14.5%。然而，2022年底前後，政府所採取的重

大措施已在 2023年第一季度顯示成效。近數個月來，澳門已逐步恢復渡輪服務、旅遊團入

境及航班交通。因此， 2023年 1月的旅客人次較上年度增加 101.3%至 140萬，其中 70.9%來

自內地及25.5%來自香港。

目前，鑒於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及對其採取之應對措施不斷變化，我們仍無法確定訪澳人

次何時將全面恢復，或若疫情出現逆轉，相關旅遊限制會否重新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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娛樂場物業優化計劃

去年，澳娛綜合採取了一系列措施精簡其娛樂場物業組合為新批給及後疫情經濟作準備。

於 2022年 12月 27日，關閉五間衛星娛樂場（巴比倫娛樂場、鑽石娛樂場、金龍娛樂場、萬

龍娛樂場及御龍娛樂場）。另於 2022年 12月 27日，關閉兩間自行推廣娛樂場（東方娛樂場及

海島娛樂場）。

年初，如本公司於 2022年 5月 26日之公佈，澳娛綜合已收購海立方樓宇的非博彩區。其

後，本公司同意轉租回力大樓一年至2023年12月31日。

本公司已於2023年3月6日公佈有關優化計劃的減值費用詳情。

港口疏濬合同

澳娛綜合於 2022年 12月 29日宣佈，澳娛綜合之全資附屬公司澳門疏濬服務有限公司獲授特

許權，為澳門的公共航道及港池提供疏濬及保養服務。澳門政府於2022年8月就港口疏濬服

務進行公開招標。根據與澳門政府簽署的合同，澳門疏濬服務有限公司將在指定區域提供

服務以達至每年的疏濬土方量要求。該協議有效期由 2023年 1月 1日起至 2027年 12月 31日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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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除另有指明外，所有金額均以港元列示）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於 2022年 12月 31日，本集團有銀行結餘及現金為 68.56億元（不包括 11.54億元已抵押銀行存

款），較2021年12月31日之32.01億元增加114.1%。

於 2022年 12月 31日，本集團已提取之未償還銀行貸款結餘總額為 189.75億元（於 2021年12月
31日： 131.86億元）。本集團於 2022年 12月 31日已發行的優先票據及可換股債券總額為

107.95億元（於 2021年 12月 31日： 93.88億元）。於 2022年 12月 31日，最終控股公司貸款為

20.07億元。本集團於2022年12月31日之借貸到期情況如下：

到期概況

1年內 1至2年 2至5年 5年以上 總計

2% 3% 36% 59% 100%

資產負債比率

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界定為未償還銀行貸款、可換股債券、優先票據及最終控股公司

貸款總額減已抵押銀行存款、短期銀行存款、銀行結餘及現金與資產總值（不包括已抵押

銀行存款、短期銀行存款、銀行結餘及現金）之比例）於報告期間結束時為53.2%（於 2021年
12月31日：41.3%）。

資本開支承擔

本集團之資本開支承擔於2022年12月31日為3.11億元（於2021年12月31日：4.79億元），其中

2.10億元用於上葡京項目。於 2022年 12月 31日，本集團就上葡京建造計劃的總項目成本估

計約為390億元，包括到目前為止的資本開支承擔。

上葡京項目及未來項目將透過內部資源與債務融資的組合提供資金。本集團項目之確實投

資計劃可能隨業務規劃的執行情況、項目的進度、市況及管理層對日後業務狀況的看法而

改變。

資產抵押

於 2022年 12月 31日，賬面值分別為 355.60億元及 17.56億元（於 2021年 12月 31日分別為：
379.89億元及 18.01億元）之本集團若干物業及設備以及使用權資產已抵押予銀行以取得

貸款融資。此外，本集團於 2022年 12月 31日之已抵押銀行存款為 11.54億元（ 2021年：
1.47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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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可換股債券

於 2022年 6月 22日，本集團的全資附屬公司冠威環球有限公司發行本金為 19.06億元的 2%票

面利率可換股債券，於 2027年 6月 22日到期。該可換股債券可按每股換股股份的初步換股

價4.07元（已隨下文所述之供股調整至3.78元）轉換為本公司的普通股。

該發予本公司控股股東澳門旅遊娛樂股份有限公司（「澳娛」）的可換股債券，乃用於港汐有

限公司（「買方」）（本公司的附屬公司）從 Jai-Alai Shopping Centre Company Limited（「賣方」）
（澳娛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收購部分海立方娛樂場大樓（「海立方樓宇」），以及作為賣方就

海立方樓宇剩餘部分之歸還處理及據此擬進行的交易以符合買方、本公司、冠威環球有限

公司、賣方及澳娛於2022年5月26日所訂立的轉讓協議。

銀團貸款融資

於 2022年 6月 20日，澳娛綜合與由中國工商銀行（澳門）股份有限公司牽頭的銀團就最高達

190億港元的銀團貸款融資訂立融資協議，包括一項 90億港元定期貸款融資及一項 100億港

元循環貸款融資。新貸款融資的新到期日為 2028年 6月 20日，實際利率為香港銀行同業拆

息或澳門銀行同業拆息另加1.25厘至2.25厘。

約 130億港元之新貸款融資已用作償還澳娛綜合於 2016年 9月訂立的現有銀團貸款融資。因

此，在重新融資後，澳娛綜合的流動資金已增加約60億港元。

與澳娛之定期貸款

於 2022年 8月 3日，本公司宣佈澳娛已同意提供 20億港元的無抵押定期貸款，固定期限為自

提款之日起計6年，年利率為4%。

澳娛已向本公司提供貸款，使本公司能夠投資於主要附屬公司澳娛綜合，作為增加股本的

一部分，使澳娛綜合符合競投新博彩經營批給的資格。

供股

同時，本公司進行供股，共發行1,420,361,073股新股份，並以基準為每四股現有股份獲發一

股供股股份，籌集了約 29.36億港元淨額。本公司已使用約 27.00億港元於增加澳娛綜合股

本，而餘下款項用作本集團的一般營運資金。

或然負債及擔保

於2022年12月31日，本集團給予銀行之擔保總額為6,700萬元（ 2021年：8,700萬元），此乃向

一間聯營公司提供信貸融資額度而作出之擔保。本集團於 2022年 12月 31日概無重大或然

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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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風險

本集團沿用穩健的財務管理政策，將貨幣及利率風險減至最低。本集團目前並無對沖其利

率風險，儘管本集團於日後可能考慮此做法。本集團之主要業務基本上以港元進行及列

賬，因而承受最低的外滙波動風險。本集團全部的銀行存款均以港元、美元或澳門元計

值。本集團之政策為不參與投機性的買賣活動。

重大收購及出售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止年度，本集團概無作出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的重大收購或重大

出售。

人力資源

本集團於2022年12月31日約有18,600名全職僱員。本集團於2022年之僱員流失率低。

本集團之員工薪酬經參考彼等的工作表現、專業資格、相關工作經驗及市場趨勢而釐定，
當中包括薪金、津貼、醫療保險及公積金。

本集團之管理層定期檢討薪酬政策及評估員工表現。本集團鼓勵員工參加與本集團業務相

關之培訓課程。本集團通過內部課程及工作坊之形式向員工提供職業提升培訓，此外，亦
資助員工於中西創新學院繼續進修，並向僱員子女頒發獎學金，以資助在其選擇的學院

升讀。

購入、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除本公司已發行 1,420,361,073股供股股份作為供股（兩者均於本公司日期為 2022年 8月 3日之
公告中界定）之一部分外，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止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

入、出售或贖回其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董事明白良好企業管治對本集團管理方面的重要性。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止年度，
本公司符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第二部分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內之所有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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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2023年周年成員大會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就2023年周年成員大會暫停辦理股份

過戶登記日期（包括首尾兩日）
： 2023年6月9日至2023年6月15日

2023年周年成員大會的最後股份登記日期 ： 2023年6月8日

將過戶文件交回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處的

最後時間

： 2023年6月8日（星期四）下午4時30分

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處之名稱及地址 ：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號舖

2023年周年成員大會

本公司 2023年周年成員大會目前訂於 2023年 6月 15日（星期四）舉行。本公司將在適當時於

聯交所網站及本公司網站刊登，並向本公司股東寄發周年成員大會通告。

本集團業績之初步公告

本集團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已經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本公司

之核數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核數師」）已核對本初步公告所載之本集團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及相關附註所載數字與本

集團本年度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載者。核數師就此所進行之工作並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

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核數準則、香港審閱委聘準則或香港保證委聘準則所進行之保證委聘，
故核數師概不就本初步公告發表保證意見。

承董事會命

澳門博彩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何超鳳

香港，2023年3月8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何超鳳女士、霍震霆先生、梁安琪議員、蘇樹輝博士、陳婉珍博士及

岑康權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曾安業先生；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謝孝衍先生、黃汝璞女士、楊秉樑先生

及何厚鏘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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