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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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的內容概不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就因本公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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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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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零一四年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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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一四年八月十四日向菲律賓證券交易所及證券及交易委員會（「證券及交易委員會」）呈交季

度報告，呈報其於二零一四年六月三十日及截至該日止六個月（「二零一四年上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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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列為摘錄自Travellers於二零一四年上半年的

綜合業績的財務資料： 
 

「 
   

TRAVELLERS INTERNATIONAL HOTEL GROUP, INC.及附屬公司  
截至二零一四年及二零一三年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綜合全面收益表  
（金額以菲律賓披索計算）  
       

  
附註 

二零一四年 
（未經審核） 

 二零一三年 
（經審核） 

收益淨額    

博彩 披索  13,580,399,595 披索  17,414,927,779

非博彩   

  酒店、食物、飲品及其他 1,121,821,746 1,359,052,376

  其他經營收入 566,660,911  390,741,999 

( 15,268,882,252 19,164,722,154
減：推廣撥備 776,340,839 1,169,930,547

 14,492,541,413  17,994,791,607
  
直接成本  4,576,865,375 6,372,541,072

毛利 9,915,676,038 11,622,250,535

一般及行政開支 6,022,037,343 8,251,478,815

經營溢利 3,893,638,695 3,370,771,720



 

 2

     
 
 附註 

二零一四年 
（未經審核） 

 二零一三年 
（經審核） 

 
其他收入（支出）  

 

融資成本 (630,426,743) (1,247,605,747)

融資收入 273,833,319 236,933,097

 (356,593,424) (1,010,672,650)

除稅前溢利 3,537,045,271 2,360,099,070

稅項開支 655,950,044 50,276,024

期內純利 2,881,095,227 2,309,823,046

其他全面收益 
可供出售金融資產的未變現 
  公平值溢利淨額 

 

- 2,440,920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披索  2,881,095,227 披索 2,312,263,966

  

每股盈利   

─ 基本 11 披索                 0.18 披索                  0.72

─ 攤薄 11 披索                 0.18 披索                  0.48

 

 
截至二零一四年及二零一三年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綜合中期財務資料選擇性說明附註 
（與截至二零一三年六月三十日比較數字） 
（金額以菲律賓披索計算） 
（未經審核） 

 
11.  每股盈利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每股盈利計算如下： 
  

二零一四年 
 

二零一三年 
基本：   

純利 披索  2,881,095,227 披索  2,309,823,046
除以已發行普通股的加權平均數目 15,755,874,850 3,193,166,667

 披索                  0.18 披索                  0.48

攤薄：   

純利 披索  2,881,095,227 披索  2,309,823,046
除以已發行普通股及潛在攤薄 

普通股的加權平均數目 15,755,874,850 
 

4,859,833,333

 披索                  0.18 披索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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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零一三年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潛在攤薄普通股有1,700,000,000股，相當於本公司
10,000,000,000股可轉換為普通股的已發行B類優先股的加權平均數。於二零一四年三月十二
日，證券及交易委員會批准修訂本公司的公司章程，據此，先前可轉換為普通股的本公司A類
及B類優先股成為不可轉換的優先股份。因此，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並無潛在攤薄股份。 
 

營運討論及分析 
（截至二零一四年及二零一三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的營運業績） 
 

（以百萬元菲律賓披索計算）  六個月 
 二零一四年  二零一三年 

收益淨額  披索  14,492.5 披索  17,994.8
博彩  13,580.4 17,414.9
酒店、食物及飲品  1,121.8 1,359.1
其他收入  566.7 390.7
推廣撥備  (776.3) (1,169.9)

毛利  9,915.7 11,622.3
經營溢利  3,893.6 3,370.8
純利  2,881.1 2,309.8
未計利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利  4,686.4 4,524.5

 
收益淨額 
收益淨額減少 19.5%主要由於博彩毛收益下降所致。 
 
博彩收益 
二零一四年上半年的博彩毛收益為13,580,400,000菲律賓披索。所有分部的投注量有所增加，較二零
一三年上半年平均增長4.4%。二零一四年第二季度的投注量較去年同期大幅增長，平均增幅為
18.4%。然而，投注增長由贏出率下降所抵銷，而贏出率低於過往正常比率（尤其於貴賓部份）。二
零一四年上半年的貴賓部贏出率為2.2%，而二零一三年則為3.7%。 
 
酒店、食物、飲品及其他 
酒店、食物、飲品及其他收益為1,121,800,000菲律賓披索，較二零一三年同期減少17.5%。所有酒店
錄得較高的入住率，原因是本公司全面運用設施以帶動博彩惠顧。二零一四年上半年三家酒店的入
住率如下：Maxims為87%、Marriott為87%及Remington為89%。 

 
其他經營收入 
其他經營收入由二零一三年的390,700,000菲律賓披索增長45%至二零一四年的566,700,000菲律賓披
索。 
 
其他經營收入主要包括新港城表演藝術劇院的收入、商場租金收入及商業辦公室租金、電影院、洗
衣、水療及其他的收入。 
 
零售及餐飲租戶現時數目為90間，佔用率100%。 
 
推廣撥備 
本 公 司 於 二 零 一四年 上 半 年 的 推 廣 撥 備 達 776,300,000 菲 律 賓 披 索 ， 較 二 零 一 三 年 上 半 年 的
1,169,900,000菲律賓披索減少34%。推廣撥備指優惠卡會員所賺取積分的相對公平值以及比賽的獎
金。 
 
毛利 
毛利由二零一三年上半年的11,622,300,000菲律賓披索下跌至二零一四年上半年的9,915,700,000菲律
賓披索。較低收益的影響因直接成本有所改善而減輕，直接成本由二零一三年的6,372,500,000菲律
賓披索下降至二零一四年同期的4,576,800,000菲律賓披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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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成本 
直接成本包含與博彩收益有直接關連的成本及與酒店、食物、飲品及其他有直接關連的成本。與博
彩有直接關連的成本為牌照費、薪酬、工資及僱員福利、遊樂費、娛樂及休閒活動成本、補充成
本。另一方面，與非博彩有直接關連的成本包括已購買及使用的食物及飲品、薪酬及工資及福利、
補給品、泊車及其他。直接成本亦包括與各活動有關連的折舊。 
 
博彩牌照費佔博彩毛收益的某個百分比會直接匯入菲律賓娛樂及博彩公司（Philippine Amusement 
and Gaming Corporation） （「PAGCOR」）。由於博彩毛收益減少以及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開始
生效的牌照費率分別由15%及25%減至5%及15%，故此博彩牌照費由二零一三年的3,641,300,000菲律
賓披索下降至二零一四年的2,388,300,000菲律賓披索。 
 

經營溢利 
由於一般及行政開支下降27%或2,229,400,000菲律賓披索，經營溢利由3,370,800,000菲律賓披索增加
至3,893,600,000菲律賓披索。 
 
一般及行政開支 
一般及行政開支主要包含一般市場推廣開支（包括支付予博彩中介人的佣金及支付予貴賓顧客的回
贈）、共享服務僱員薪酬、工資及福利、管理費、公用設施及通訊開支。 
 
由於貴賓部份的投注量增大，二零一四年上半年的佣金及回贈為2,949,100,000菲律賓披索。 
 
憑藉成本管理的措施，一般及行政開支由二零一三年上半年的8,251,500,000菲律賓披索，下降至二
零一四年同期的6,022,000,000 菲律賓披索。 
 
除稅前溢利 
截至二零一四年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除稅前溢利為3,537,000,000菲律賓披索，較二零一三年上半
年的2,360,100,000菲律賓披索上升49.9%。 
 
融資成本及融資收入 
融資成本630,400,000菲律賓披索指利息付款。融資收入273,800,000菲律賓披索有助減低所受影響。
融資收入172,200,000菲律賓披索為未變現外匯收益，餘下101,300,000菲律賓披索為利息收入。 
 
本公司擁有300,000,000美元的已發行公司債券。 
 
純利 
經扣除稅項撥備656,000,000菲律賓披索後，純利為2,881,100,000菲律賓披索。這較二零一三年上半
年的純利2,309,800,000菲律賓披索增長24.7%。 
 
未計利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利 
本公司二零一四年上半年的未計利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利為4,686,400,000菲律賓披索。本公
司就二零一四年六個月錄得折舊開支為792,800,000菲律賓披索。因本公司將若干資產的估計可使用
年期由5年變更為8年，折舊較二零一三年首六個月減少31.3%。 
 
以百萬菲律賓披索計算 二零一四年 二零一三年

經營溢利 3,893.6 3,370.8
折舊 792.8 1,153.7
未計利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利 4,686.4 4,5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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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 
本公司根據與PAGCOR訂立臨時牌照協議的規定須繳納經參照博彩毛收益收入的25%及15%的牌照

費，以代替所有稅項。然而，於二零一三年四月，菲律賓國內稅務局（Bureau of Internal Revenue）

（BIR）發出國內稅務局收益備忘錄通函（Revenue Memorandum Circular）（RMC）第33-2013號，

訂明PAGCOR、其簽約人及牌照持有人不再獲豁免繳納一九九七年國家內部稅法（National Internal 
Revenue Code）（經修訂）項下的企業所得稅。 
 
於二零一四年五月，PAGCOR 發出 10%所得稅分配﹙Income Tax Allocation﹚﹙ITA﹚措施指引。因
此，自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起，以 10% 牌照費分配作博彩所得稅為上限，25%及 15%的牌照費實際分
別減至 15%及 5%，惟受限於季度及年度實際增加機制，規定牌照持有人須將任何來自 10% ITA 高於按

博彩收益已付實際所得稅的超出部份所節省的金額匯入 PAGCOR。 
 
10% ITA 措施符合臨時牌照條款的真正精神和用意，只要繳納牌照費的用意為預期可替代所有稅項，而

且牌照費金額參照博彩毛收益的收入部分釐定，便可同時保障菲律賓政府發出臨時牌照所得的經濟利

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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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額配股權獲行使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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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總裁兼署理總裁 

丹斯里林國泰 
 

香港，二零一四年八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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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h Sieu Lay 先生及林懷漢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