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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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幕消息公告

延長博彩經營批給

及

成功重新融資銀團貸款融資

延長博彩經營批給

於2022年6月23日，澳門政府與澳娛綜合已訂立批給修改合同，據此，澳娛綜合

將於2022年6月26日到期的博彩批給，進一步延長到2022年12月31日到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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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該項延長的

溢價金。

此外，本集團成員公司已就按博彩批給合同之規定及根據澳門博彩法編號

16/2001第40條於終止博彩批給合同時在並無賠償相關娛樂場及相關資產下轉讓

予澳門政府簽署承諾函。

成功重新融資銀團貸款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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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0,000,000港元）的銀團貸款融資訂立融資協議，其相當

於一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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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六個月的實際利率將為香港銀行同業拆息或澳門銀行同業

拆息另加1.65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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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長博彩經營批給

本公告乃根據上市規則第13.09(2)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

項下之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作出。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2022年6月23日，澳門政府與澳娛綜合已訂立批給修改合同，

據此，澳娛綜合將於2022年6月26日到期的博彩經營批給，進一步延長到2022年12

月31日到期。

根據批給修改合同之條款，澳娛綜合須於簽署批給修改合同當日向澳門政府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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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日，經澳門政府批准，澳娛綜合已與美高梅金殿超濠股份有限公司（美高梅中國

控股有限公司之附屬公司）訂立美高梅轉批給修改合同，將其博彩轉批給由2022年6

月26日延長至2022年12月31日。

此外，本集團成員公司已就按博彩批給合同之規定及根據澳門博彩法編號16/2001

第40條於終止博彩批給合同時在並無賠償相關娛樂場及相關資產下轉讓予澳門政府

簽署承諾函。這包括澳娛綜合與CCJL（澳娛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就回力海立方娛

樂場所簽署之共同承諾函，其更為全面載述於本公司日期為2022年6月6日之通函。

董事會認為，批給修改合同之條款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成功重新融資銀團貸款融資

董事會欣然宣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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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0,000,000港元）的銀團貸款融資訂立融資

協議，其相當於一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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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大部分新貸款融資將用作償還澳娛綜合於2016年9月訂立的現有銀團貸款融資。

於重新融資後，澳娛綜合將有額外60億港元（6,000,000,000港元）流動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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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六個月的實際利率將為香港銀行同業拆息或澳

門銀行同業拆息另加1.65厘。澳娛綜合的重新融資計劃已獲澳門政府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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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備下文所載的涵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CCJL」 指 Centro Comercial Jai-Alai, Limitada（葡萄牙文）或

Jai-Alai Shopping Centre Company Limited（英文），

一間根據澳門法例註冊成立的公司，為澳娛的間接全資

附屬公司

「本公司」 指 澳門博彩控股有限公司，在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

司，其普通股份在聯交所上市

「批給修改合同」 指 澳門政府與澳娛綜合於2022年6月23日簽訂的博彩批給

合同附錄，將博彩批給合同由2022年6月26日延長至

2022年12月31日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博彩批給合同」 指 澳門政府與澳娛綜合於2002年3月28日就經營娛樂場博

彩所訂立的博彩經營批給合同（經雙方於2005年4月19

日、2013年9月26日、2017年1月23日、2019年3月15日

及2020年3月23日作出的補充協議所修訂及補充），並經

日期為2019年3月15日的批給延長合同延長至2022年6月

26日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澳門」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

「澳門政府」 指 澳門政府

「澳門銀行同業拆息」 指 澳門銀行同業拆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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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高梅轉批給修改

合同」

指 澳娛綜合與美高梅金殿超濠股份有限公司於2022年6月

23日簽訂的美高梅轉批給合同附錄，將美高梅轉批給合

同由2022年6月26日延長至2022年12月31日

「股東」 指 本公司股本中普通股份之持有人

「澳娛綜合」 指 澳娛綜合度假股份有限公司（中文）（於2021年6月9日公

司名稱從澳門博彩股份有限公司變更而來），一間根據澳

門 法 例 註 冊 成 立 的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s o c i e d a d e

anónima」），其亦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

「澳娛」 指 澳門旅遊娛樂股份有限公司，根據澳門法例註冊成立的

股份有限公司（「sociedade anónima」）及為本公司的控股

股東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港元」 指 港元，香港法定貨幣

「澳門元」 指 澳門元，澳門法定貨幣

就本公告而言，澳門元金額兌換港元的匯率為1.03澳門元兌換1.00港元，僅供參考

之用。概不表示以澳門元列值之任何金額已經或可按該匯率或任何其他匯率兌換為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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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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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