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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合公佈2015/16年度中期業績 
* * * 

維港峰豪宅單位銷售帶動   英皇國際收入增長164% 

* * * 

儘管宏觀環境充滿挑戰   英皇娛樂酒店收入僅温和下調 
 
(香港－2015 年 11 月 19 日) 英皇集團(國際)有限公司(「英皇國際」)(股份編號: 163)及英

皇娛樂酒店有限公司(「英皇娛樂酒店」)(股份編號: 296)聯合公佈截至 2015 年 9 月 30 日

止 6 個月(「本期間」)之 2015/16 年度中期業績。 

 
英皇集團(國際)有限公司 

財務概要 

千港元  截至 9 月 30 日止 6 個月 
變動 

2015 年 2014 年 

總收入 3,733,419 1,412,100 +164.4%

- 物業租賃 398,464 337,220 +18.2%

- 物業發展 2,430,943 - 不適用

- 酒店及酒店相關業務 904,012 1,074,880 -15.9%

毛利 1,882,716 1,084,370 +73.6%

投資物業重估(虧損)/收益 (1,206,567) 617,503 不適用

分部溢利總額 
(不包括重估(虧損)/收益) 

1,266,850 687,412 +84.3%

 

於本期間，受惠於物業銷售，英皇國際錄得收入大幅增加164.4%至37.33億港元 (2014年: 

14.12億港元)。投資物業組合之租金收入表現呈較強的抗跌能力，增加18.2%至3.99億港

元 (2014年: 3.37億港元)，佔總收入之10.7% (2014年: 23.9%)。於本期間，維港峰項目

部份已出售單位已交付予客人，來自物業發展之收入達24.31億港元 (2014年: 無)，佔總

收入之65.1% (2014年: 無)。由於澳門博彩及酒店服務需求放緩，故酒店分部之收入為9.04

億港元 (2014年: 10.75億港元)，佔總收入之24.2% (2014年：76.1%)。 

 

毛利增加至18.83億港元 (2014年: 10.84億港元)。由於近期位處黃金地段之投資物業續租

租金呈下行趨勢，於本期間物業重估虧損為12.07億港元 (2014年: 物業重估收益為6.18

億港元)。分部溢利總額(不包括物業重估虧損/收益)卻大幅增加84.3%至12.67億港元 

(2014年: 6.87億港元)。連同物業重估虧損，英皇國際錄得淨虧損為5.92億港元 (2014年: 

純利為7.76億港元)。英皇國際宣派中期股息每股0.045港元 (2014年: 0.05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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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物業 

英皇國際之投資物業主要為位置優越的優質零售地舖及商業大廈。旗下主要物業包括位於

銅鑼灣及尖沙咀的零售地舖，以及位於灣仔的商業大樓。 

 

英皇國際旗下零售物業的整體出租率超過97%。於本期間，羅素街22-24號之重建項目完

成後，已將整幢物業出租予意大利名貴貼身服品牌La Perla，作為La Perla全球最大旗艦

店。 

 

海外物業方面，英皇國際收購倫敦牛津街25-27號的一幢樓高8層(連地庫)之零售及辦公

樓，樓面面積為12,000平方呎。該擴展項目，連同2014年年底收購之倫敦牛津街181-183

號，足證英皇國際拓展旗下海外投資物業組合之決心，以擴闊租金收入基礎。 

 

近年來，英皇國際致力提升旗下商業大廈佔現有物業投資組合的比例，旨在擴大租金收入

來源。繼於2014年年底收購霸田商業中心後，英皇國際於本期間內收購了駱克道75-79

號，因而進一步增加了灣仔物業佔旗下組合之比例。 

 

於本期間，告士打道60號辦公大樓之翻新及升級工程已大致完成。整座辦公大樓已準備於

短期內移交予單一租戶。 

 

於9月，英皇國際收購位於傳統商業區中環之永傑中心。該大廈座落德輔道中及德忌利士

街交界，毗鄰港鐵香港站，由三層零售舖位及13層寫字樓組成，總建築面積為39,000平方

呎。 

 

物業發展 

飽覽維多利亞港景觀之豪宅大樓維港峰樓高42層，已按計劃於本期間落成，其總建築面積

為185,000平方呎，設有125個單位。因市場反應熱烈，於2015年9月30日已售出八成單位。

部份銷售所得款項已於本期間入賬。 

 

於本期間，御‧太子餘下之所有單位及港島東18 餘下之部份單位已售出。該等銷售所得

款項已於本期間入賬。 

 

位於屯門小欖冠發街屯門市地段第436號之地盤，總建築面積為39,000平方呎，將發展成

為14座低層洋房。於本期間，項目之封頂工程已接近完成。現樓將於本期間後開售。 

 

於本期間，英皇國際投得位於九龍深水埗福榮街新九龍地段第6538號之住宅地盤，並將承

建市區重建項目，總建築面積為54,000平方呎。該項目計劃重建為一幢26層高的住宅大

樓，擁有逾130個單位，計劃於2018年落成。英皇國際亦收購位於香港半山摩羅廟街8-10A

號一幢樓高6層之住宅大廈，總建築面積為14,000平方呎。該項目計劃於2019年重建為豪

宅大樓，總建築面積為32,000平方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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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小欖、大欖、壽臣山及摩羅廟街之豪宅地盤發展項目，連同福榮街之重建項目，正在

平穩地按計劃推進，未來數年將透過銷售該等住宅單位為英皇國際帶來長遠貢獻。其中，

小欖低層洋房之相關銷售所得款項預期反映於2016/17年財政年度之盈利上。 

 

酒店經營及相關服務 

灣仔皇后大道東373號於本期間內進行地基及封頂工程，其總建築面積為115,000平方呎，

將發展為一幢29層高的酒店，設300間客房，並提供消閒、餐飲及泊車設施。於2016年落

成後，該酒店將被視為英皇酒店集團旗下標誌性的酒店項目，可進一步提高酒店分部之品

牌認受性。 

 

英皇國際執行董事張炳強先生表示︰「為確保具更佳抗跌能力以抵禦市場波動，於近年我

們已透過收購位於灣仔、中環及觀塘之數項商業大樓，積極提升旗下商業大廈佔旗下物業

組合的比例。隨著物業組合更多元化，加上本地主要商業區之商業大廈租賃需求仍然強

勁，在零售租金呈下行趨勢的情況下，我們對租金收益錄得令人滿意的增長感到欣慰。」 

 

張先生總結︰「展望未來，我們將繼續於大中華區以及全球主要城市搜尋具有良好潛力的

優質及高檔投資物業，增強其投資物業組合，並繼續提供長期的經常性租金收入之重要來

源。」 

 

英皇娛樂酒店有限公司 

財務概要 

千港元  
截至 9 月 30 日止 6 個月 

變動 
2015 年 2014 年 

總收入 873,401 1,053,679 -17.1%

- 博彩收入 739,863 901,617 -17.9%

- 酒店收入 133,538 152,062 -12.2%

毛利 576,735 763,584 -24.5%

EBITDA (扣除非控股權益後) 274,134 327,275 -16.2%

EBITDA 利潤率 (扣除非控股權益後) 31.4% 31.1% +0.3 個百分點

 

澳門之宏觀環境充滿挑戰，英皇娛樂酒店之收入溫和減少至8.73億港元 (2014年: 10.54

億港元)。扣除非控股權益後之除利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利(「EBITDA」)為2.74億

港元 (2014年: 3.27億港元)。扣除非控股權益後之EBITDA利潤率為31.4% (2014年: 

31.1%)。純利為1.12億港元 (2014年: 2.64億港元)。該下調主要由於: (1) 酒店物業價值

錄得虧損淨額；(2) 離岸人民幣存款錄得滙兌虧損；及 (3) 收入出現溫和下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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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基本盈利為0.09港元 (2014年: 0.20港元)。英皇娛樂酒店宣派中期股息每股0.028港

元 (2014年：0.05港元)。 

 

於2015年9月30日，銀行結餘及現金、短期銀行存款及已抵押銀行存款合共為33.34億港

元 (2015年3月31日: 30.95億港元)。權益負債比率(借貸總額佔總權益)降低至13.3% 

(2015年3月31日: 14.2%)。 

 

博彩收入 

於本期間，英皇娛樂酒店博彩業務收入溫和減少至7.40億港元 (2014年: 9.02億港元)，佔

總收入84.7%。儘管如此，憑藉其強大及忠誠的優質客戶群，英皇娛樂酒店的貴賓廳收入

得以提升。 

 

博彩收入包括來自博彩廳、貴賓廳及角子機之收入，分別佔總收入53.9%、28.9%及1.9%。

博彩廳及貴賓廳之主要營運業績數據如下: 

港元 
截至 9 月 30 日止 6 個月 

變動 
2015 年 2014 年 

博彩廳  
  博彩桌數目 67 張 67 張 

  博彩收益 8.44 億 12.09 億 -30.2%

  分部收入 4.71 億 6.71 億 -29.9%

  平均每桌每天博彩收益 69,000 99,000 -30.3%

貴賓廳  
  博彩桌數目 10 張 10 張 

  轉碼額 102.15 億 114.49 億 -10.8%

  分部收入 2.52 億 2.15 億 +17.5%

  平均每桌每天博彩收益 243,000 207,000 +17.4%

 

酒店收入 

酒店收入來自英皇娛樂酒店及澳門盛世酒店之酒店服務收入，其總額為1.34億港元 (2014

年: 1.52億港元)，佔總收入之15.3%。該酒店收入下調主要由於兩間酒店之客房平均房租

及入住率呈下調趨勢，導致客房收入下降。於2015年9月30日，英皇娛樂酒店及澳門盛世

酒店分別提供307間及287間客房。 

 

- 完 - 

 

 

 

 

 



英皇國際及英皇娛樂酒店 

聯合公佈 2015/16 年度中期業績 — 2015 年 11 月 19 日 

 

 5

有關英皇集團(國際)有限公司 

英皇國際乃一家投資控股公司，主要於大中華地區及海外從事物業投資、物業發展及酒店

業務，持有主要物業組合為總建築面積逾5,000,000平方呎。憑藉其高效的執行能力及銳

利的市場目光，英皇國際一方面擁有多個位處黃金地段的投資物業帶動長遠穩定的收入，

另一方面營辦多項物業發展項目推動盈利能力。受惠房地產市場的需求不斷擴張，英皇國

際銳意成為大中華之主要地產商。有關詳細資料，請瀏覽其網站︰www.EmperorInt.com。 

 

有關英皇娛樂酒店有限公司 

英皇娛樂酒店乃其母公司英皇國際旗下一家主要在澳門從事娛樂及酒店服務之企業，目前營運

英皇娛樂酒店及澳門盛世酒店，提供娛樂及消閒、客房及餐飲服務以及零售商店。展望未來，

英皇娛樂酒店將致力在世界各地尋找在消閒領域上具發展潛力的商機。有關詳細資料，請瀏覽

其網站︰www.emp296.com。 

 

 

投資者/新聞垂詢 

集團投資者關係總監    陸文靜小姐 

電話: +852 2835 6783 

電郵: annaluk@emperorgroup.com 

集團投資者關係助理經理    鄺穎怡小姐 

電話: +852 2835 6791 

電郵: winniekwong@emperorgrou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