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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ting Hong Kong Limited
雲頂香港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持續經營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678）

TRAVELLERS INTERNATIONAL HOTEL GROUP, INC.及附屬公司
截至二零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
綜合財務業績公佈
本公佈乃由 Genting Hong Kong Limited 雲頂香港有限公司（「雲頂香港」）根據香港聯合交易所有
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09(2)條及香港法例第 571 章證券及期貨條例第 XIVA 部作出。
雲頂香港已獲 Travellers International Hotel Group, Inc.（「Travellers」或「本公司」）知會，其已於
二零一八年十一月十二日向菲律賓證券交易所呈交報告，呈報其於二零一八年九月三十日及截至該日
止九個月（「二零一八年九個月」）的綜合財務業績，有關業績乃按照菲律賓財務報告準則編製。以
下為摘錄自 Travellers 於二零一八年九個月的綜合業績的財務資料：
「
TRAVELLERS INTERNATIONAL HOTEL GROUP, INC.及附屬公司
截至二零一八年及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綜合全面收益表
（金額以菲律賓披索計算）（未經審核）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收益總額
披索 13,754,750,358

披索 12,800,941,455

2,345,172,249
883,803,677

2,040,539,644
859,553,913

16,983,726,284

15,701,035,012

直接成本

7,413,464,171

6,791,994,006

毛利

9,570,262,113

8,909,041,006

一般及行政開支

9,336,641,297

7,749,027,866

233,620,816

1,160,013,140

博彩
非博彩：
酒店、食物、飲品及其他
其他經營收入

經營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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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
其他收入（支出）
其他非經營收入（虧損）
融資收入
融資成本
應佔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的溢利（虧損）淨額

除稅前溢利
稅項開支
期內溢利（虧損）淨額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可供出售金融資產的未變現
公平值溢利（虧損）
期內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二零一七年

1,460,588,822
233,937,027
(108,706,231)
39,267,645

(320,721,519)
131,320,445
(769,112,531)
(10,179,282)

1,625,087,263

(968,692,887)

1,858,708,079

191,320,253

37,635,247

228,161,625

1,821,072,832

(36,841,372)

22,400,000

(200,000)

披索 1,843,472,832

披索 (37,041,372)

管理層有關營運業績的討論及分析

以百萬元菲律賓披索計算

二零一八年

收益總額
博彩
非博彩
總計
毛利
經營溢利
溢利（虧損）淨額
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

九個月
二零一七年

變動百分比

13,754.7
3,229.0
16,983.7

12,800.9
2,900.1
15,701.0

7.5%
11.3%
8.2%

9,570.3
233.6
1,821.1
1,782.3

8,909.0
1,160.0
(36.8)
2,588.9

7.4%
(79.9%)
5,048.6%
(31.2%)

收益總額
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收益總額由二零一七年同期的 15,701,000,000 菲律賓披索增加
8.2%至 16,983,700,000 菲律賓披索。
博彩收益
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博彩收益總額由二零一七年同期的 12,800,900,000 菲律賓披索
增加 7.5%至 13,754,700,000 菲律賓披索。增加主要是由於非貴賓及貴賓分部的投注額均有上升所致。
娛樂場收益佔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收益總額的 81.0%。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博彩桌及角子機數目分別為 280 張及 1,642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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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食物、飲品及其他
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酒店、食物、飲品及其他的收益由二零一七年同期的
2,040,500,000 菲律賓披索增加 14.9%至 2,345,200,000 菲律賓披索。增加主要是由於入住率及平均房間
價格上升所致。增加的另一因素是怡朗萬豪萬怡酒店帶來的額外收益。
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位於馬尼拉雲頂世界三間酒店的平均入住率為 80%。入住率如
下：美星酒店 84%、馬尼拉萬豪酒店 79%及馬尼拉新港城智選假日酒店（前稱雲頂之星酒店）
79%。怡朗萬豪萬怡酒店的入住率則為 27%。
馬尼拉雲頂世界房間總數為 1,454 間，其中美星酒店 172 間、馬尼拉萬豪酒店 570 間及馬尼拉新港城
智選假日酒店（前稱雲頂之星酒店）712 間。怡朗萬豪萬怡酒店有 326 間房間。
其他經營收入
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其他經營收入由二零一七年同期的 859,600,000 菲律賓披索增
加 2.8%至 883,800,000 菲律賓披索。增加主要是由於劇場表演╱租賃及商場營運帶來的收益上升所
致。
其他經營收入主要包括 Newport Performing Arts Theater、電影院、停車場、洗衣服務及水療設施的收
入，以及來自商場及商業辦公室的租金收入及其他收入。
直接成本
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直接成本為 7,413,500,000 菲律賓披索，而二零一七年同期則
為 6,792,000,000 菲律賓披索。增加主要是由於博彩收益總額提高導致博彩牌照費增加，以及娛樂場
經營規模持續擴展產生相關娛樂場直接開支所致。
直接成本為與博彩經營有直接關連的成本，包括牌照費、薪酬、工資及娛樂場僱員福利、遊樂費、娛
樂及休閒活動成本、免費贈送成本、博彩中介人經營者攤分，以及博彩設備折舊；加上為酒店及其商
店提供服務而直接關連的成本，包括食物及飲品、薪酬、酒店僱員工資及福利、補給品、停車場及其
他相關開支。
毛利
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毛利較二零一七年同期增加 7.4%至 9,570,300,000 菲律賓披
索。
一般及行政開支
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一般及行政開支由二零一七年同期的 7,749,000,000 菲律賓披
索增加 20.5%至 9,336,600,000 菲律賓披索。增加主要是由於貴賓分部投注額上升導致回佣增加所致。
經營溢利
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經營溢利為 233,600,000 菲律賓披索，而二零一七年同期則為
1,160,000,000 菲律賓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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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經營收入及開支
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非經營收入為 1,625,100,000 菲律賓披索，而二零一七年同期
則為非經營開支 968,700,000 菲律賓披索。此乃由於有關本公司的外幣列值存款的匯兌收益增加及於
二零一八年第二季確認的一次性非經營收益所致。
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利息開支由二零一七年同期的 690,800,000 菲律賓披索減少
635,000,000 菲律賓披索至 55,800,000 菲律賓披索。減少主要是由於借款成本資本化較高，以及於二
零一七年結算 300,000,000 美元票據及其相關衍生負債導致借款利息減少所致。
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
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為 1,782,300,000 菲律賓
披索，而二零一七年同期則為 2,588,900,000 菲律賓披索。
除稅前溢利
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除稅前溢利為 1,858,700,000 菲律賓披索，而二零一七年同期
則為 191,300,000 菲律賓披索。
稅項開支
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稅項開支由二零一七年同期的 228,200,000 菲律賓披索減少
190,500,000 菲律賓披索至 37,600,000 菲律賓披索。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錄得較高的
稅項開支乃由於已在二零一四年確認的遞延稅項資產到期所致。
溢利（虧損）淨額
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溢利淨額為 1,821,100,000 菲律賓披索，而二零一七年同期則
為虧損淨額 36,800,000 菲律賓披索。
」
雲頂香港股東務請注意，上述綜合財務業績僅關於 Travellers 而非雲頂香港本身。
Travellers 為一間在菲律賓共和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在其普通股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五日於
菲律賓證券交易所主板首次上市及行使超額配股權後，雲頂香港於 Travellers 普通股的實際權益已由
百分之五十（50%）被攤薄至百分之四十四點九（44.9%）。Travellers 在其上市後成為雲頂香港一間
聯 營 公 司 。 雲 頂 香 港 在 Travellers 上 市 後 於 其 B 類 優先 股 的 實 際 權 益 維 持 不 變 在 百 分 之 五 十
（50%）。

承董事會命
主席兼行政總裁
丹斯里林國泰

香港，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雲頂香港董事會包括二名執行董事（分別為丹斯里林國泰及林拱輝先生）及三名
獨立非執行董事（分別為史亞倫先生、林懷漢先生及陳和瑜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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