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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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幕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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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3 1日止第一季的未經審核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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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及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571章）第XIVA部而刊發。

我們的控股股東Wynn Resorts, Limited已於2020年5月8日（拉斯維加斯時間下午1時32分）
或前後公佈其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第一季的未經審核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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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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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精選市場上市的公司。於本公告日期，Wynn Resorts, Limited實益擁有本公
司已發行股本約72%。

茲提述我們日期為2020年5月7日的公告（「WRL盈利公佈公告」），內容有關我們的控股股
東Wynn Resorts, Limited公佈其未經審核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第一季財務業績。除本公告
另有界定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WRL盈利公佈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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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WRL盈利公佈公告外，Wynn Resorts, Limited已於2020年5月8日（拉斯維加斯時間下午1時32
分）或前後公佈其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第一季未經審核財務業績（「WRL季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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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L季度報告，
請瀏覽https://www.sec.gov/Archives/edgar/data/1174922/000117492220000085/0001174922-20-
000085-index.htm。WRL季度報告載有由本公司擁有的Wynn Resorts, Limited澳門業務的分
部財務資料。

Wynn Resorts, Limited的財務業績（包括載於WRL季度報告者）乃根據美國公認會計原則
（「美國公認會計原則」）編製，該等原則與我們用作編製及呈列我們的財務資料的國際
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有所不同。因此，WRL季度報告所載的財務資料與
本公司所披露的財務業績不可直接比較。故此，我們概無表示或保證本集團截至2020年
3月31日止第一季財務業績將與WRL季度報告所呈列者相同。我們已於WRL盈利公佈公
告中，公佈我們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未經審核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第一季財
務業績。

為確保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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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L季度報告刊載有關本公司及我們的澳門業務的財務資料及其他資
料的重要摘要載列如下（除另有註明者外，於WRL季度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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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4922/000117492220000085/0001174922-20-000085-index.htm
https://www.sec.gov/Archives/edgar/data/1174922/000117492220000085/0001174922-20-000085-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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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1934年證券交易法第13或15(d)條的季度報告

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季度期間

第I部分. 財務資料
項目1. 財務報表

WYNN RESORTS, LIMITED及附屬公司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未經審核）

附註1 — 組織

組織

我們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澳門」）擁有永利澳門有限公司（「WML」）約
72%權益，並經營永利皇宮及永利澳門度假村。本公司稱永利皇宮及永利澳門為澳
門業務。

有關COVID-19的最新進展

如先前所披露，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COVID-19」）於2020年1月爆發。此後，
COVID-19蔓延至世界各地，包括本公司業務所在的各個國家紛紛採取措施，建議公
民避免不必要的出行、限制國際旅遊入境、關閉非主要業務，以及實施檢疫隔離和
封鎖措施以遏制病毒傳播。目前，尚未研發出完全有效的治療方法或疫苗，且不可
保證是否或何時能研發出有效的治療方法或疫苗。

為應對COVID-19大流行，澳門政府於2020年2月4日宣佈澳門所有娛樂場業務（包括
永利皇宮及永利澳門的娛樂場業務）暫停營運15天。於2020年2月20日，本公司於永
利皇宮及永利澳門的部分娛樂場業務重開，目前已全面恢復，但若干健康防護措施
（例如旅客檢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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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以及健康申報）於當前仍然生效。本公司目前無法確定該等措施何時解除。

COVID-19爆發對旅遊及社交活動產生的強大威懾效應、中國政府暫停允許中國大陸
居民到訪澳門的簽證及團體旅遊計劃、檢疫隔離措施、澳門、香港及中國大陸若干
城市及地區的旅遊及入境限制、澳門境內及區域間的渡輪服務及其他交通形式的暫
停，以及禁止任何有意進入澳門的大中華區居民入境或對其加強檢疫隔離要求，均
使到訪澳門的人數自COVID-19爆發以來顯著減少。非大中華區居民人士現時禁止進
入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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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爆發已經且將會繼續對本公司的經營業績產生不利影響。鑑於COVID-19日
後潛在擴散或緩和的程度及時間，以及防護措施的實施或解除尚不確定，管理層無
法合理估計對本公司未來經營業績、現金流量或財務狀況的影響。

於2020年3月31日，本公司擁有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不包括受限制現金）合共28.8億美
元，而WRF循環信貸融通及永利澳門循環信貸融通的可供動用借款限額分別為4,090
萬美元及7,420萬美元。

基於本公司於2020年3月31日的流動資金狀況以及附註6「長期債項」所述本公司於2020
年3月31日之後採取的措施，本公司認為可維持持續營運及應對目前COVID-19大流
行的挑戰。

附註3 — 現金、現金等價物及受限制現金

現金、現金等價物及受限制現金包括下列各項（以千計）：

2020年
3月31日

2019年
12月31日

  

受限制現金 (3) 4,930 6,388

(3) 受限制現金包括與債務有關的現金抵押品及根據WML股份獎勵計劃由信託持有的現金。

附註6 — 長期債項

長期債項包括以下各項（以千計）：

2020年
3月31日

2019年
12月31日

  

澳門相關：
永利澳門信貸融通 (1)：
　永利澳門定期貸款，於2022年到期(2) 2,156,491美元 2,302,540美元
　永利澳門循環信貸，於2022年到期 (3) 676,711 350,232

WML 4 7/8厘優先票據，於2024年到期 600,000 600,000

WML 5 1/2厘優先票據，於2027年到期 750,000 750,000

WML 5 1/8厘優先票據，於2029年到期 1,000,000 1,000,000

(1) 永利澳門信貸融通下的借款根據永利渡假村（澳門）股份有限公司的槓桿比率按倫敦銀行同業拆息或香
港銀行同業拆息加1.50%至2.25%年利差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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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約12.2億美元及9.366億美元的永利澳門定期貸款目前分別按倫敦銀行同業拆息加1.75%的年利率及香港
銀行同業拆息加1.75%的年利率計息。截至2020年3月31日，加權平均利率約為3.20%。

(3) 約3.848億美元及2.919億美元的永利澳門循環信貸目前分別按倫敦銀行同業拆息加1.75%的年利率及香港
銀行同業拆息加1.75%的年利率計息。截至2020年3月31日，加權平均利率約為2.71%。截至2020年3月31
日，永利澳門循環信貸的可供動用借款限額為7,420萬美元。於2020年4月，本公司根據永利澳門循環信
貸提取額外的5,000萬美元借款。

附註11 — 所得稅

永利澳門股份有限公司獲得五年豁免繳納就娛樂場博彩溢利按12%計算的澳門所得
補充稅，直至2020年12月31日。因此，於截至2019年3月31日止三個月，本公司獲豁
免就該等稅項繳納2,280萬美元。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三個月，本公司並無任何娛樂
場博彩溢利獲豁免繳納澳門所得補充稅。本公司的非博彩溢利仍須繳納澳門所得補
充稅，其娛樂場收益仍須根據其批給協議繳納澳門博彩特別稅和其他徵稅。

於2020年4月，永利澳門股份有限公司獲准延長豁免繳納於2021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
26日（博彩批給協議屆滿日期）就娛樂場博彩溢利按12%計算的澳門所得補充稅。

附註16 — 分部資料

本公司審閱每個經營分部的經營業績，並根據地域、監管環境及本公司組織及管理
呈報架構等因素確定可呈報分部。永利澳門及永利澳門的擴建部分萬利乃以單一綜
合度假村的方式管理，故合計為一個可呈報分部（「永利澳門」）。永利皇宮被列為一
個獨立可呈報分部並就地域呈列與永利澳門合併。

澳門其他主要指本公司的澳門控股公司之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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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呈列本公司分部資料（以千計）：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2020年 2019年
  

經營收益
　澳門業務：
　　永利皇宮
　　　娛樂場 207,576美元 623,175美元
　　　客房 19,710 43,314
　　　餐飲 13,298 28,625
　　　娛樂、零售及其他 (1) 18,929 31,508

  

259,513 726,622
  

　　永利澳門
　　　娛樂場 190,128 450,242
　　　客房 15,911 28,867
　　　餐飲 9,531 20,975
　　　娛樂、零售及其他 (1) 13,919 23,807

  

229,489 523,891
  

　　　澳門業務總計 489,002 1,250,513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2020年 2019年
  

經調整後的物業EBITDA(2)

　澳門業務：
　　永利皇宮 10,176美元 222,586美元
　　永利澳門 19,208 163,889

  

　　　澳門業務總計 29,384 386,475

(1) 包括按租賃會計指引入賬的租賃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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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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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還債務虧損以及其他非經營收入與開支前的淨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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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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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因此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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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本公司在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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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3月31日

2019年
12月31日

  

資產
澳門業務：
　永利皇宮 3,666,518美元 3,734,210美元
　永利澳門 1,713,929 1,656,625
　澳門其他 1,030,508 1,023,411

　 　

　　澳門業務總計 6,410,955 6,414,246

項目2. 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的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概覽

我們為綜合度假村的設計者、發展商及營運商，綜合度假村包括豪華酒店客房、高端零
售店、一系列餐飲及娛樂選擇、會議設施及博彩，所有這些均有賴於我們對顧客、僱員
及社區無與倫比的關注。我們於WML擁有約72%權益，並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
政區（「澳門」）經營永利皇宮及永利澳門兩家綜合度假村（統稱「澳門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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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COVID-19的最新進展

如先前所披露，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COVID-19」）於 2020年 1月爆發。此後，
COVID-19蔓延至世界各地，包括我們業務所在的各個國家紛紛採取措施，建議公民避
免不必要的出行、限制國際旅遊入境、關閉非主要業務，以及實施檢疫隔離和封鎖措施
以遏制病毒傳播。目前，尚未研發出完全有效的治療方法或疫苗，且不可保證是否或何
時能研發出有效的治療方法或疫苗。

澳門業務

為應對COVID-19大流行，澳門政府於2020年2月4日宣佈澳門所有娛樂場業務（包括永利皇
宮及永利澳門的娛樂場業務）暫停營運15天。於2020年2月20日，我們於永利皇宮及永利
澳門的部分娛樂場業務重開，目前已全面恢復，但若干健康防護措施（例如旅客檢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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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ID-19爆發使到訪澳門的人數顯著減少。於2020年2月及3月，中國大陸至澳門的到訪
總人數較2019年同期分別減少97.2%及96.3%。訪澳人數的減少是由於中國和澳門政府採
取大量措施，包括中國政府暫停允許中國大陸居民到訪澳門的簽證及團體旅遊計劃、旅
客檢疫隔離措施、澳門、香港及中國大陸若干城市及地區的旅遊及入境限制、澳門境內
及區域間的渡輪服務及其他交通形式的暫停，以及禁止任何有意進入澳門的大中華區
居民入境或對其加強檢疫隔離要求。非大中華區居民人士現時禁止進入澳門。本公司目
前無法確定該等措施何時修改或解除。

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三個月，COVID-19爆發引致的干擾已經並將會繼續對本公司的經
營業績有不利影響。永利拉斯維加斯及Encore Boston Harbor於各自暫停營運期間實際並
無錄得收益，而澳門業務則僅錄得極少收益。鑑於COVID-19日後潛在擴散或緩和的程
度及時間，以及防護措施的實施或解除尚不確定，疫情對本公司2020年及可能對其後的
綜合經營業績、現金流量及財務狀況會有重大影響，惟由於無法得知COVID-19大流行
何時結束、我們的物業何時或會否恢復大流行前的需求及價格、修訂或中止目前旅遊限
制的時間或速度以及對本公司業務的最終影響，故目前無法合理估計其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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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營運指標

我們對簡明綜合營運表所呈列期間的經營表現的討論，載有博彩業特有的若干主要營
運指標。由於管理層及╱或若干投資者使用該等指標以便更好地了解我們娛樂場及酒
店營運收益的期間波動情況，故該等主要營運指標呈列為補充披露。以下為主要營運指
標的定義：

‧ 澳門業務的中場賭枱投注額為存入賭枱投注箱之現金加上於籌碼兌換處購買之現金
籌碼的總額。

‧ 泥碼為不可兌換的可予識別籌碼，用作追踪轉碼數，以計算我們的澳門業務貴賓計
劃內的獎金。

‧ 轉碼數為我們的澳門業務貴賓計劃內所有輸掉的泥碼投注額的總額。

‧ 賭枱贏額為保留並入賬作為娛樂場收益的賭枱投注額或轉碼數。賭枱贏額未扣除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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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以及其他
收益的金額。賭枱贏額不包括撲克佣金。

‧ 角子機贏額為我們保留並入賬作為娛樂場收益的投注金額（相當於總落注金額）。角
子機贏額經調整遞進應計項目及免費耍樂，但未扣除折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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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以及其他收益的金額。

‧ 撲克佣金為博彩客戶在我們撲克區押注的現金部分，由娛樂場保留作為服務費，經
調整遞進應計項目，但未扣除由娛樂場收益分配至為娛樂場客戶免費提供服務的客
房、餐飲以及其他收益。撲克牌賭枱不計入平均賭枱數目的計量。

‧ 平均每日房租（「ADR」）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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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每間可供使用客房的收益（「REVPAR」）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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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入住率的計算方式為將總入住客房（包括免費客房）除以總可供使用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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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討論計算我們的度假村贏額百分比時所用的方法。

於我們的澳門貴賓業務內，客戶主要在籌碼兌換處購入泥碼，且只能用作押注。贏取的
押注會以現金碼支付。在貴賓業務輸掉的泥碼將入賬為轉碼數，並作為貴賓贏額百分比
的計算基準。澳門慣常以此泥碼方法計算貴賓博彩。我們預期於此等業務贏額佔轉碼數
的百分比介乎2.7%至3.0%的範圍。

於我們的澳門中場業務，客戶可以在賭枱或籌碼兌換處購買現金碼。由於我們的中場業
務所使用的計量方式是追蹤於賭枱及籌碼兌換處初始購入的籌碼，而我們的貴賓業務
的計量方式則追蹤所有輸掉的投注額的總額，故我們的貴賓業務與中場業務的計量不
可比較。相應地，貴賓業務的計量基數遠高於中場業務的計量基數。因此，相對於中場
業務，貴賓業務相同博彩贏額的預期贏額百分比較小。

經營業績

2020年第一季業績概要

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三個月經營收益減少，主要是由於永利皇宮、永利澳門及我們的
拉斯維加斯業務分別減少4.671億美元、2.944億美元及7,720萬美元所致。該等減少乃由
於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三個月COVID-19爆發產生的不利影響所致，包括我們的澳門娛
樂場暫停營運15天及其後部分業務重開，以及我們的拉斯維加斯業務自2020年3月17日
起於2020年第一季餘下時間暫停營運。

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三個月經調整後的物業EBITDA減少是由於永利皇宮、永利澳門及
我們的拉斯維加斯業務分別減少2.124億美元、1.447億美元及1.304億美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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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三個月與截至2019年3月31日止三個月的財務業績比較。

經營收益

下表呈列我們的經營收益（以千計）：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增加╱（減少） 百分比變動

 

2020年 2019年
    

經營收益
　澳門業務：
　　永利皇宮 259,513美元 726,622美元 (467,109)美元 (64.3)
　　永利澳門 229,489 523,891 (294,402) (56.2)

　 　 　

　澳門業務總計 489,002 1,250,513 (761,511) (60.9)

娛樂場收益

娛樂場收益減少主要是由於COVID-19爆發的不利影響所致，包括我們的澳門娛樂場暫
停營運15天及其後部分業務重開，以及Encore Boston Harbor自2020年3月15日及拉斯維加
斯業務自2020年3月17日起於2020年第一季餘下時間暫停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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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增加╱ (減少) 百分比變動

 

2020年 2019年
    

澳門業務： 
　永利皇宮： 
　　總娛樂場收益 207,576美元 623,175美元 (415,599)美元 (66.7)
　　貴賓： 
　　　平均賭枱數目 89 111 (22) (19.8)
　　　貴賓轉碼數 4,792,454美元 12,627,262美元 (7,834,808)美元 (62.0)
　　　貴賓賭枱贏額 139,569美元 493,184美元 (353,615)美元 (71.7)
　　　貴賓贏額佔轉碼數
　　　　百分比 2.91% 3.91% (1.0)
　　　每張賭枱每日贏額 20,257美元 49,156美元 (28,899)美元 (58.8)
　　中場： 
　　　平均賭枱數目 179 211 (32) (15.2)
　　　賭枱投注額 475,223美元 1,303,924美元 (828,701)美元 (63.6)
　　　賭枱贏額 130,714美元 315,469美元 (184,755)美元 (58.6)
　　　賭枱贏額百分比 27.5% 24.2% 3.3
　　　每張賭枱每日贏額 9,507美元 16,646美元 (7,139)美元 (42.9)
　　　平均角子機數目 733 1,091 (358) (32.8)
　　　角子機投注額 424,714美元 975,048美元 (550,334)美元 (56.4)
　　　角子機贏額 18,405美元 51,401美元 (32,996)美元 (64.2)
　　　每台角子機每日贏額 326美元 524美元 (198)美元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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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增加╱ (減少) 百分比變動

 

2020年 2019年
    

　永利澳門： 
　　總娛樂場收益 190,128美元 450,242美元 (260,114)美元 (57.8)
　　貴賓： 
　　　平均賭枱數目 81 113 (32) (28.3)
　　　貴賓轉碼數 2,964,146美元 10,194,031美元 (7,229,885)美元 (70.9)
　　　貴賓賭枱贏額 122,625美元 295,298美元 (172,673)美元 (58.5)
　　　貴賓贏額佔轉碼數
　　　　百分比 4.14% 2.90% 1.24
　　　每張賭枱每日贏額 19,702美元 29,099美元 (9,397)美元 (32.3)
　　中場： 
　　　平均賭枱數目 183 206 (23) (11.2)
　　　賭枱投注額 578,235美元 1,351,693美元 (773,458)美元 (57.2)
　　　賭枱贏額 117,941美元 264,542美元 (146,601)美元 (55.4)
　　　賭枱贏額百分比 20.4% 19.6% 0.8
　　　每張賭枱每日贏額 8,372美元 14,283美元 (5,911)美元 (41.4)
　　　平均角子機數目 634 826 (192) (23.2)
　　　角子機投注額 366,537美元 794,367美元 (427,830)美元 (53.9)
　　　角子機贏額 13,295美元 37,894美元 (24,599)美元 (64.9)
　　　每台角子機每日贏額 272美元 510美元 (238)美元 (46.6)
　　　撲克佣金 2,083美元 5,752美元 (3,669)美元 (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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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娛樂場收益

下表載列我們的客房收益以及相關主要營運指標：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增加╱ (減少) 百分比變動

 

2020年 2019年
    

澳門業務： 
　永利皇宮： 
　　總客房收益 (以千美元計) 19,710美元 43,314美元 (23,604)美元 (54.5)
　　入住率 41.6% 97.2% (55.6)
　　ADR 294美元 271美元 23美元 8.4
　　REVPAR 122美元 264美元 (142)美元 (53.8)
　永利澳門： 
　　總客房收益 (以千美元計) 15,911美元 28,867美元 (12,956)美元 (44.9)
　　入住率 49.2% 99.3% (50.1)
　　ADR 321美元 290美元 31美元 10.9
　　REVPAR 158美元 288美元 (130)美元 (45.1)

客房收益減少3,860萬美元，主要是由於COVID-19爆發造成的不利影響導致永利皇宮及
永利澳門的入住率下降及我們拉斯維加斯業務暫停營運所致。

餐飲收益減少2,380萬美元，主要是由於COVID-19爆發造成的不利影響導致我們澳門業
務的餐廳客流量減少及我們拉斯維加斯業務暫停營運所致。

娛樂、零售及其他收益減少2,110萬美元，主要是由於COVID-19爆發造成的不利影響導
致到訪我們澳門業務的人數減少及我們拉斯維加斯業務暫停營運所致。

經營開支

娛樂場開支減少主要是由於永利皇宮及永利澳門開支分別減少2.356億美元及1.474億美
元所致，與我們各物業的娛樂場收益減幅相符。

客房開支增加主要是由於來自Encore Boston Harbor的960萬美元開支及我們的拉斯維加斯
業務開支增加340萬美元所致，當中包括本季度因我們承諾從2020年4月1日至5月15日繼
續向所有美國僱員支付薪金、小費及福利而分別產生的150萬美元及830萬美元開支，惟
部分被永利皇宮開支減少280萬美元（與客房收益減幅相符）所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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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開支增加主要是由於來自Encore Boston Harbor的2,620萬美元開支及我們的拉斯維加
斯業務開支增加1,290萬美元所致，當中包括本季度因我們承諾從2020年4月1日至5月15
日繼續向所有美國僱員支付薪金、小費及福利而分別產生480萬美元及2,080萬美元的開
支，惟部分被永利皇宮及永利澳門開支分別減少910萬美元及290萬美元（主要是由於與
客流量減少有關的銷售成本減少所致）所抵銷。

娛樂、零售及其他開支增加主要是由於來自Encore Boston Harbor的500萬美元開支及我們
的拉斯維加斯業務開支增加320萬美元所致，當中包括本季度因我們承諾從2020年4月1
日至5月15日繼續向所有美國僱員支付薪金、小費及福利而分別產生70萬美元及410萬美
元的開支，惟部分被永利皇宮及永利澳門開支分別減少450萬美元及230萬美元（主要是
由於我們的澳門業務於2019年關閉若干自有零售店並將其轉變為租賃店舖所致）所抵銷。

一般及行政開支增加主要是由於來自Encore Boston Harbor的4,560萬美元開支及我們的拉
斯維加斯業務開支增加1,310萬美元所致，當中包括本季度因我們承諾從2020年4月1日至
5月15日繼續向所有美國僱員支付薪金、小費及福利而分別產生440萬美元及1,020萬美元
的開支，惟部分被永利皇宮及永利澳門開支分別減少430萬美元及60萬美元所抵銷。

信用損失撥備增加主要是由於來自我們的拉斯維加斯業務、永利皇宮及永利澳門分別
增加1,170萬美元、180萬美元及90萬美元所致。

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季度，我們的物業費用及其他開支主要包括永利皇宮及永利澳門
的資產報廢及棄置費用分別2,220萬美元及140萬美元。

其他非經營收入及開支

截至2020年及2019年3月31日止三個月，我們分別產生外幣重估收益1,030萬美元及虧損
640萬美元。不同期間的變動是由於澳門元兌美元的匯率波動對重估我們澳門相關實體
產生的以美元計值的債務及其他債項的影響所致。

非控股權益應佔的淨收入（虧損）

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三個月，非控股權益應佔的淨虧損為4,820萬美元，而2019年同期
則為收入5,490萬美元。此等金額主要與非控股權益應佔WML淨收入（虧損）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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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調整後的物業EBITDA

我們使用經調整後的物業EBITDA管理我們分部的經營業績。

下表概述我們經管理層審閱及於項目1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附註16「分部資料」
所概述的永利皇宮、永利澳門、拉斯維加斯業務及Encore Boston Harbor的經調整後的物
業EBITDA（以千計）。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增加╱ (減少) 百分比變動

 

2020年 2019年
    

永利皇宮 10,176美元 222,586美元 (212,410)美元 (95.4)
永利澳門 19,208 163,889 (144,681) (88.3)

永利皇宮及永利澳門的經調整後的物業EBITDA分別減少2.124億美元及1.447億美元，主
要是由於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三個月內COVID-19爆發的不利影響（包括澳門娛樂場業務
暫停營運15天及其後部分重開）導致經營收益減少。

流動性及資本資源

經營活動

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三個月，業務所產生的現金淨額減少，主要是由於COVID-19爆發
對我們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三個月的經營業績有不利影響。截至2019年3月31日止三個
月，業務所產生的現金淨額增加，主要是由於淨收入增加。

投資活動

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三個月，我們於Encore Boston Harbor產生的資本開支為4,360萬美
元，主要由於支付工程保留金及與建設有關的其他應付款項；拉斯維加斯業務的餐廳
改造及保養資本開支為3,700萬美元；永利拉斯維加斯擴建會議空間的資本開支為1,220
萬美元；及永利皇宮及永利澳門的資本開支分別為1,750萬美元及2,660萬美元，主要為
保養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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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活動

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三個月，我們根據永利澳門循環信貸借入3.258億美元（已扣除還款
金額），根據WRF循環信貸借入7.910億美元，根據永利澳門定期貸款預付未償還本金中
的1.502億美元，並根據WRF定期貸款支付季度攤銷款項1,250萬美元。此外，我們使用現
金1.074億美元支付股息。

截至2019年3月31日止三個月，我們償還永利澳門循環信貸4.988億美元，並根據Wynn 
Resorts定期貸款借入額外2.500億美元定期貸款。此外，我們使用現金8,080萬美元支付股
息。

資本資源

下表概述截至2020年3月31日我們的無限制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以及本公司可供動用循環
借款限額（以千計）：

現金及
現金等價物

總額
循環

借款限額
  

永利渡假村（澳門）股份有限公司及附屬公司 819,279美元 74,186美元
永利澳門有限公司及附屬公司(1) 1,013,443 —

(1) 不包括永利渡假村（澳門）股份有限公司及附屬公司。

永利渡假村（澳門）股份有限公司及附屬公司。永利渡假村（澳門）股份有限公司（「永利
澳門股份有限公司」）自我們的澳門業務獲得現金並根據需要使用循環信貸為短期營運
資金要求提供資金。我們預期該等現金將用於償還現有的永利澳門信貸融通、向WML
作出分派、為我們的澳門業務撥付營運資金及滿足資本開支需求。於2020年4月，永利
澳門股份有限公司根據永利澳門循環信貸提取額外的5,000萬美元借款。

永利澳門信貸融通包括慣常負面契諾及財務契諾，包括但不限於可限制向WML作出分
派及產生額外債項的能力的槓桿比率及利息支付能力比率（定義見永利澳門信貸融通）。
永利澳門股份有限公司須維持槓桿比率不超過4.00比1及利息支付能力比率不低於2.00比
1。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三個月，永利澳門股份有限公司符合該等比率。

永利澳門有限公司及附屬公司。永利澳門有限公司（「WML」）主要通過永利澳門股份有
限公司分派獲得現金。我們預期WML的現金將用於償還現有WML票據、向WML（我們
擁有其約72%股權）股東支付股息，以及滿足WML營運資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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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史無前例的COVID-19爆發，我們的重點為保障本公司的澳門業務及員工的福祉，
因此，WML董事會決定不建議就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派付末期股息。WML董事
會將繼續觀察澳門及大中華地區的情況和市場狀況，並可能在未來情況穩定下來時考
慮派發特別股息。

影響流動資金的其他因素

我們可能會於債項到期時或之前就全部或部分債項安排再融資。我們不能保證是否能
夠按可接受的條款為債項安排再融資或最終是否能夠安排任何再融資。

我們所涉及的法律程序亦會影響我們資金的流動性。我們無法保證該等法律程序的結
果。

新的業務發展或其他未能預見的事宜或會發生，可導致需要籌集額外資金。我們繼續探
求機會，於本地及國際市場發展額外博彩或相關業務。對於任何其他機會的業務前景，
我們均不能作出保證。任何新發展可能使我們需要尋求額外融資。我們可能透過Wynn 
Resorts, Limited或獨立於拉斯維加斯、波士頓或澳門相關實體的附屬公司進行任何相關
發展。

項目3. 有關市場風險的量化及質化披露

外匯風險

我們預期於澳門經營的任何娛樂場的大部分收益及開支將以港元或澳門元列值，然而
永利澳門有限公司的大部分債務以美元列值。匯率波動而導致澳門元或港元相對美元
貶值可能會對我們的業績、財務狀況及償債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響。按我們於2020年3
月31日的結餘計算，假設美元兌港元的匯率變動1%，將導致外幣交易收益╱虧損2,660
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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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II部分. 其他資料

項目1A. 風險因素

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COVID-19」）爆發已經且可能將會繼續對我們的業務、營運、
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以及附屬公司派付股息及分派的能力有不利影響。

2020年1月，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爆發，並蔓延至包括美國等全球多國。目前，尚未研
發出完全有效的疫苗，且不可保證能研發有效的疫苗。美國尚未批准任何針對COVID-19
的具體治療方法。COVID-19蔓延以及全球大流行的最新發展正在對我們業務的各個方
面產生負面影響。

COVID-19爆發對當前及未知未來的影響（包括對人們旅遊（如進出我們物業）能力及意願
的影響），預計將繼續影響我們的業績、營運、前景、計劃、目標、增長、聲譽、現金流
量及流動性。

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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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0
年3月20日，我們的娛樂場業務全面恢復，但若干健康防護措施（例如每張賭枱的座位
數量限制、角子機間距的限制、體溫檢查、口罩防護以及健康申報）於當前仍然生效。
COVID-19爆發對旅遊及社交活動產生的強大威懾效應、中國政府暫停允許中國大陸居
民到訪澳門的簽證及團體旅遊計劃、檢疫隔離措施、澳門、香港及中國大陸若干城市及
地區的旅遊及入境限制、澳門境內及區域間的渡輪服務及其他交通形式的暫停以及最
近禁止任何有意進入澳門的大中華區居民入境或對其加強檢疫隔離要求，均使到訪澳
門的人數自COVID-19爆發以來顯著減少。非大中華區居民人士現時禁止進入澳門。

我們無法預測暫停營運物業重開的時間、條件及該等條件的影響。此外，即使撤銷旅遊
警告及限制，娛樂場度假村的需求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仍可能低迷不振，我們無法預測我
們的物業能否及何時重歸疫情爆發前的需求或定價。具體而言，認知或實際經濟狀況的
不利變動（包括COVID-19造成的失業率上升、收入水平下降及個人財富流失），或會對娛
樂場度假村的需求造成不利影響。此外，我們無法預測COVID-19對我們的合作夥伴（例
如承租人、旅行社、供貨商及其他供應商）的影響。合作夥伴遭受不利影響亦可能對我
們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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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前文所述，我們日後或須籌集額外資金，而我們的融資渠道及成本將取決於（其中
包括）全球經濟狀況、全球融資市場狀況、充足融資額的可得性、我們的前景及信貸評
級。倘我們的信貸評級降級，或整體市況將更高風險歸因於我們的評級、我們所處的行
業或我們，我們的資金渠道及任何債務融資成本將受到進一步負面影響。此外，未來債
務協議的條款可能包含更多限制性契諾，或要求額外的抵押，這或會進一步限制我們的
業務營運或由於當時生效的契諾限制而令條款無效。概不保證日後將獲得債務融資以
償還負債，亦不保證可按我們所期望的條款獲得債務融資。

此外，COVID-19的爆發顯著增加經濟及需求的不確定性，COVID-19目前的爆發及持續
傳播可能導致全球衰退，這會對我們的財務狀況及營運產生進一步的不利影響。由於採
取保持社交距離及其他減緩病毒傳播的政策，因此目前經濟預測美國及其他地區的失業
人數將大量增加，一旦我們的業務恢復，這可能對娛樂場度假村的需求產生負面影響，
而該等影響可能長期存在。

疫情對我們的業務及整個娛樂場度假村行業的影響程度極不明確，且最終取決於未來
發展，包括但不限於疫情的持續時間及嚴重程度、恢復需求及價格和重啟正常經濟及營
運狀況所需的時間。

COVID-19爆發已經且將會繼續對我們的經營業績及我們的附屬公司派付股息及分派的
能力有不利影響。鑑於COVID-19日後潛在擴散或緩和的程度及時間，以及防護措施的
實施或解除尚不確定，我們無法合理估計其對我們的未來經營業績、現金流量或財務狀
況的影響。

倘COVID-19對我們的業務、營運、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有不利影響，其亦可能導致與業
務相關的許多其他風險增加，包括但不限於與我們的高水平債務、我們產生足夠現金流
量以償還債務的需求以及我們遵守規管債務的協議所載契諾的能力相關的風險。」

本公告載有前瞻性陳述。該等前瞻性資料包括可對未來預期業績構成重大影響的重要
風險及不明朗因素。因此，該等業績可能與我們所作任何前瞻性陳述中列示的業績有所
不同。該等風險及不明朗因素包括（但不限於）娛樂場╱酒店及度假村行業內的競爭、本
公司對現有管理層的依賴、因自然或人為災害、流行病、傳染病或爆發傳染性或接觸傳
染性疾病而導致旅遊及我們的業務中斷或減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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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可能影響本公司財務業績的潛在因素的其他
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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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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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請我們的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注意，不應過份依賴WRL季度報告，並於買賣本公司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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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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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董事及副主席陳志玲；非執行董事Craig S. Billings； 
獨立非執行董事及主席盛智文；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林健鋒、Bruce Rockowitz、蘇兆明及Leah Dawn Xiaowei Y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