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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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不會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
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MGM CHINA HOLDINGS LIMITED
美高梅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282及債務股份代號：6026, 6028, 40258）

內幕消息

我們的控股股東美高梅國際酒店集團

第四季度及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未經審核業績

本公告乃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571章）第XIVA部內幕消息條文及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及37.47B條刊發。

我們的控股股東美高梅國際酒店集團已於2021年2月10日（紐約時間下午4時30分）
或前後公佈其第四季度及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未經審核業績，其中包
括根據美國公認會計原則編製及呈列的美高梅中國控股有限公司財務資料。

本公告乃美高梅中國控股有限公司（「美高梅中國」）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571章）
第XIVA部內幕消息條文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第13.09及37.47B條刊發。

美高梅中國的控股股東美高梅國際酒店集團是一家在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公

司。於本公告刊發日期，美高梅國際酒店集團實益擁有美高梅中國已發行股本約

56%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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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高梅國際酒店集團已於2021年2月10日（紐約時間下午4時30分）或前後公佈其
第四季度及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未經審核業績（「盈利公佈」）。 閣下如
欲查閱由美高梅國際酒店集團編製並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存檔的盈利公佈，請瀏

覽 http://www.sec.gov/cgi-bin/browse-edgar?action=getcompany&CIK=0000789570&o
wner=exclude&count=40&hidefilings=0。 盈利公佈載有美高梅中國及其附屬公司（「我
們」或「本集團」）的財務資料，可供公眾查閱。

美高梅國際酒店集團的未經審核綜合財務業績（包括於盈利公佈中所載者）乃根據美

國公認會計原則（「美國公認會計原則」）編製，該原則與我們作為一間於香港聯交所

主板上市的公司，在編製及呈列我們的財務資料時所採用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

際財務報告準則」）不同。

盈利公佈所載美高梅國際酒店集團於第四季度及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未
經審核綜合財務業績計入其合併美高梅中國的影響（包括購買價調整及若干其他調

整，以反映根據美國公認會計原則呈列的本集團財務資料）。因此，盈利公佈所載

我們的財務資料不可與我們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並將由美高梅中國披露的經

審核綜合財務業績作直接比較。

務請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垂注盈利公佈內的財務業績乃未經審核，且並非由美

高梅中國編製或呈列，美高梅中國並無表示或保證我們的財務業績將與盈利公佈所

呈列者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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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概述本集團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呈列的第四季度及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
年度的財務資料。

 截至12月31日 截至12月31日
 止三個月 止十二個月

 2020年 2019年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澳門美高梅 1,261,361 2,982,917 2,793,858 12,371,138

美獅美高梅 1,100,989 2,708,871 2,302,125 10,393,898
    

總收益 2,362,350 5,691,788 5,095,983 22,765,036
    

經調整EBITDA(1)
：

澳門美高梅 247,133 917,844 (384,012) 3,819,025

美獅美高梅 120,096 639,976 (987,711) 2,364,106
    

總經調整EBITDA 367,229 1,557,820 (1,371,723) 6,183,131
    

(1) 經調整EBITDA為未計融資成本、所得稅開支╱收益、折舊及攤銷、處置╱撇銷物業
及設備、在建工程及其他資產的收益╱虧損、利息收入、淨匯兌差額、以股份為基
礎的報酬、開業前成本及企業支出（主要包括企業辦公室的行政開支及向一間關聯公
司支付牌照費）前的利潤╱虧損。管理層採用經調整EBITDA，作為計算本集團經營
表現以及比較我們與競爭對手經營表現的主要計量指標。經調整EBITDA不應當作
獨立參考數據；不應解作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呈列的利潤或經營利潤的替代指標或
其他合併經營或現金流量數據的指標；亦不應解作替代現金流量作為流動性計量指
標。本公告所呈列的經調整EBITDA未必適合與其他經營博彩業務或其他行業的公司
的其他類似名目之計量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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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請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閱讀本公告呈列的財務資料時，應與美高梅中國將予

刊發的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業績公告一併閱讀，並務必注意本公告
所呈列美高梅中國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有關本集團的財務資料仍未經美高梅

中國的核數師審核或審閱。

統計數據摘要

下表呈列澳門美高梅及美獅美高梅若干節選收入表項目及若干其他數據。

澳門美高梅 截至12月31日 截至12月31日
（以千元計，博彩單位數量、 止三個月 止十二個月

百分率及每間可供 2020年 2019年 2020年 2019年
入住客房收益除外）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貴賓賭枱轉碼數 9,730,850 41,056,267 32,225,466 185,271,168
貴賓賭枱總贏額 (1) 440,708 1,248,857 1,097,452 5,645,079
貴賓賭枱贏率（未計佣金、
 免費津貼及其他獎勵） 4.53% 3.04% 3.41% 3.05%
每張貴賓賭枱平均每日總贏額 70.9 169.8 47.5 193.7

主場地賭枱投注額 4,423,600 9,228,755 8,907,488 37,258,722
主場地賭枱總贏額 (1) 889,990 2,057,609 1,813,594 8,040,066
主場地賭枱贏率 20.1% 22.3% 20.4% 21.6%
每張主場地賭枱平均
 每日總贏額 45.7 107.6 26.3 105.4

角子機投注額 3,549,360 7,761,515 9,105,859 31,522,103
角子機總贏額 (1) 133,862 317,040 327,529 1,217,710
角子機贏率 3.8% 4.1% 3.6% 3.9%
每台角子機平均每日贏額 2.3 3.2 1.4 3.2

佣金、免費津貼及其他獎勵 (1) (341,860) (880,495) (764,233) (3,493,400)

客房入住率 80.1% 95.2% 35.6% 96.4%
每間可供入住客房收益 1,205 1,950 593 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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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12月31日
 2020年 2019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博彩單位：

賭枱 (2) 279 290

角子機 (3) 638 1,085

美獅美高梅 截至12月31日 截至12月31日
 止三個月 止十二個月

（以千元計，博彩單位數量、 2020年 2019年 2020年 2019年
百分率及每間可供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入住客房收益除外）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貴賓賭枱轉碼數 7,413,731 25,062,529 22,181,609 113,018,290

貴賓賭枱總贏額 (1) 139,685 1,019,149 551,059 4,049,296

貴賓賭枱贏率（未計佣金、

 免費津貼及其他獎勵） 1.88% 4.07% 2.48% 3.58%

每張貴賓賭枱平均

 每日總贏額 29.4 201.1 30.1 201.5

主場地賭枱投注額 3,727,725 7,239,763 6,892,861 27,395,106

主場地賭枱總贏額 (1) 996,131 1,886,655 1,809,847 6,898,379

主場地賭枱贏率 26.7% 26.1% 26.3% 25.2%

每張主場地賭枱平均

 每日總贏額 51.0 100.1 25.8 92.8

角子機投注額 2,913,110 8,856,294 7,454,978 37,087,694

角子機總贏額 (1) 95,398 261,668 233,176 1,030,491

角子機贏率 3.3% 3.0% 3.1% 2.8%

每台角子機平均每日贏額 1.5 2.4 1.0 2.4

佣金、免費津貼及其他獎勵 (1) (288,068) (828,981) (684,343) (2,964,158)

客房入住率 47.1% 90.6% 22.4% 91.6%

每間可供入住客房收益 594 1,486 327 1,428



– 6 –

 於12月31日
 2020年 2019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博彩單位：

賭枱 (2) 273 262

角子機 (3) 655 1,154

註： 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澳門政府已下令澳門所有娛樂場營運商暫時中止娛樂
場的營運，自2020年2月5日起為期15天。因此，除了為任何留下的酒店客人提
供足夠非博彩設施所需的營運外，澳門美高梅及美獅美高梅的所有營運已暫停。
儘管澳門美高梅及美獅美高梅的營運已於2020年2月20日恢復，但若干健康防護
措施（如限制允許營運的賭枱數目及每張賭枱的座位數目、角子機間距限制、體溫
檢查、口罩防護以及須透過澳門健康碼系統提交陰性的新型冠狀病毒測試結果及
健康申報）於截至2020年12月31日仍然生效。於本公告日期，澳門、香港及中國
內地的多項旅遊及入境限制則仍然生效（包括香港至澳門渡輪服務暫停、來自香港
及台灣旅客的核酸測試結果證明書、強制隔離規定，以及禁止其他旅客入境及加
強隔離的規定）。為紓緩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產生的影響，同時響應澳門政府呼籲，
盡量保留本地工作職位，我們於本財政年度已採取若干措施，包括減少薪酬開支
及推遲若干資本開支。

(1) 「貴賓賭枱總贏額」、「主場地賭枱總贏額」及「角子機總贏額」的總額有別於娛樂場
收益，原因是呈報的娛樂場收益乃扣除佣金及若干銷售獎勵（包括免費向娛樂場客
戶提供酒店客房、餐飲及其他服務而從娛樂場收益分配予上述服務之收益）。

(2) 於2020年及2019年12月31日的常設賭枱數量。

(3) 由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而實施的社交距離措施，角子機之營運已有所下降。

為確保美高梅中國全體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均同樣及適時取得有關本集團的資料，美

高梅國際酒店集團於盈利公佈刊載有關本集團的主要財務資料摘要如下。（除另有

註明者外，於盈利公佈的所有貨幣金額均以美元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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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公佈的摘要：

「2020年第四季度財務摘要：

美高梅中國

• 收益淨額較去年季度減少58%至3.05億美元；

• 經貴賓賭枱贏率調整的美高梅中國收益淨額較去年季度減少57%至3.03億美
元；

• 經調整物業EBITDAR較去年季度減少78%至4,100萬美元；及

• 經貴賓賭枱贏率調整的美高梅中國物業EBITDAR較去年季度減少76%至4,300
萬美元。

2020年全年財務摘要：

美高梅中國

• 收益淨額較去年減少77%至6.57億美元；及

• 2020年美高梅中國經調整物業EBITDAR虧損為1.94億美元，而2019年經調整
物業EBITDAR則為7.35億美元。

美高梅中國

美高梅中國第四季度主要業績包括：

• 收益淨額較去年季度減少58%至3.05億美元乃由於澳門實施旅遊限制以及與
疫情有關的其他營運限制；

• 貴賓賭枱贏額較去年季度減少74%；

• 主場地賭枱贏額較去年季度減少52%；及

• 經調整物業EBITDAR為4,100萬美元，而去年季度經調整物業EBITDAR則為
1.85億美元。本季度包括500萬美元的牌照費開支，而去年季度為1,300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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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美高梅中國的主要博彩統計數據：

 截至12月31日止三個月
 2020年  2019年  變動百分比
 （百萬美元）

貴賓賭枱轉碼數  2,212 8,452 (74)%
貴賓賭枱贏率  3.4% 3.4%
主場地賭枱投注額  1,051 2,105 (50)%
主場地賭枱贏率  23.1% 24.0%

美高梅國際酒店集團及附屬公司

補充資料 ─ 收益淨額及經調整物業EBITDAR
（以千元計）
（未經審核）

 截至12月31日 截至12月31日
 止三個月 止十二個月

 2020年  2019年  2020年  2019年

美高梅中國收益淨額  304,751 727,374 656,703 2,905,422

美高梅中國經調整
 物業EBITDAR 40,892 185,126 (193,832) 734,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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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高梅國際酒店集團及附屬公司

美高梅中國收益淨額及美高梅中國經調整物業EBITDAR與
經貴賓賭枱贏率調整的美高梅中國收益淨額及

經貴賓賭枱贏率調整的美高梅中國經調整物業EBITDAR
的對賬

（以千元計）
（未經審核）

 截至12月31日 截至12月31日
 止三個月 止十二個月

 2020年  2019年  2020年  2019年

美高梅中國收益淨額  304,751 727,374 656,703 2,905,422

贏率調整 (1) (1,728) (24,227) 6,967 (73,353)
    

貴賓賭枱贏率調整
 美高梅中國收益淨額  303,023 703,147 663,670 2,832,069
    

美高梅中國經調整
 物業EBITDAR 40,892 185,126 (193,832) 734,729

贏率調整 (2) 1,725 (8,525) 8,371 (28,318)
    

貴賓賭枱贏率調整
 美高梅中國經調整
 物業EBITDAR 42,617 176,601 (185,461) 706,411
    

(1) 就美高梅中國而言，贏率調整指當在本公司的贏率相等於2.6%至3.3%的預期正常範
圍的中位數的情況下，貴賓泥碼量有關的估計增量貴賓賭枱贏額或輸額。金額包括
與貴賓賭枱贏額增減相關的估計佣金及其他獎勵。

(2) 該等金額包括若按照上述 (1)所計算的貴賓賭枱贏額或輸額將可產生或避免的估計增
量開支（博彩稅及壞賬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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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認會計原則財務計量

「經貴賓賭枱贏率調整的美高梅中國收益淨額」為非公認會計原則財務計量的附加補
充，乃為調整貴賓賭枱贏率較預計範圍的中位數出現若干差異對美高梅中國收益淨
額造成的影響而呈列。經貴賓賭枱贏率調整的美高梅中國收益淨額亦就因應用下文
所述贏率於各自博彩量而本來可能產生或避免的貴賓佣金及其他獎勵而作出調整。
管理層相信，經貴賓賭枱贏率調整的美高梅中國收益淨額可為不同期間的比較呈列
連貫一致的計量，並為有助投資者評估本公司經營表現的有用計量。經貴賓賭枱贏
率調整的美高梅中國收益淨額不應解作公認會計原則收益淨額的替代指標；不應視
作本公司表現的指標；亦不應視作按照公認會計原則釐定的任何其他計量指標。公
認會計原則收益淨額與經貴賓賭枱贏率調整的美高梅中國收益淨額的對賬已載入本
公告內的財務附表。

「經調整EBITDAR」指未計利息及其他非經營收入（開支）、稅項、折舊及攤銷、
開業前及開始費用、來自REIT交易的收益淨額，首席執行官過渡開支、10月1日
訴訟和解、重組成本（指遣散費相關成本、加速股份為基礎報酬的支出及與MGM 
2020計劃運營模式組成部分直接相關的諮詢費）、與三重淨經營租賃及土地租賃有
關的租金支出、來自有關房地產企業投資的未綜合聯屬公司的收入以及物業交易淨
額前的盈利。

「經調整物業EBITDAR」為本公司的可報告分部公認會計原則計量，由管理層使用
作為其可報告分部及相關營運分部的主要利潤計量指標。經調整物業EBITDAR指
未計利息及其他非經營收入（開支）、稅項、折舊及攤銷、開業前及開始費用、來
自REIT交易的收益淨額、重組成本（指遣散費相關成本、加速股份為基礎報酬的支
出及與MGM 2020計劃運營模式組成部分直接相關的諮詢費）、與三重淨經營租賃
及土地租賃有關的租金支出、來自有關房地產企業投資的未綜合聯屬公司的收入以
及物業交易淨額前的盈利的一項計量指標，且亦排除企業支出及以股份為基礎報酬
的支出（並非分配予每一營運分部），亦未計於綜合賬目時合併沖銷與MGM Growth 
Properties的總租賃有關的租金開支。本公司管理企業層面的資本分配、稅項策
劃、股份為基礎的報酬及融資決定。「經調整物業EBITDAR利潤率」以經調整物業
EBITDAR除以相關分部淨收益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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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貴賓賭枱贏率調整的美高梅中國經調整物業EBITDAR」為非公認會計原則財務
計量的補充，除上文所述就呈列經調整物業EBITDAR的原因外，該等資料乃為調
整貴賓賭枱贏率較預計範圍的中位數出現若干差異而造成的影響而呈列。經貴賓賭
枱贏率調整的美高梅中國經調整物業EBITDAR乃按應用貴賓泥碼贏率2.95%於貴
賓泥碼量為基準計算，而該贏率為美高梅中國的預計正常範圍2.6%至3.3%的中位
數。經貴賓賭枱贏率調整的美高梅中國經調整物業EBITDAR亦就因應用上述贏率
於各自博彩量而本來可能產生或避免的博彩稅、貴賓佣金、壞賬開支及其他獎勵而
作出調整。

由於管理層認為該計量為分析師、貸方、金融機構及投資者廣泛應用於博彩公司估
值的主要基準，經調整EBITDAR資料屬評估指標而不應用作為營運指標，且僅作
為匯報公認會計原則計量的補充披露呈列。管理層認為，雖然從經調整EBITDAR
剔除的項目可能屬經常性質，因此於評估本公司盈利表現時不應不作理會，但在將
目前的業績及趨勢分析時，剔除該等項目便會變得有用。此外，管理層認為，所剔
除的項目不一定與目前特定的經營趨勢有關或對未來業績具指示性作用。例如，開
業前及開始費用於本公司正在發展及建設大型擴建項目各期間將會出現重大差異，
並要視乎現時期間於發展週期中所處階段，以及項目的規模和範圍而定。物業交易
淨額包括涉及本公司度假村範圍內特定資產的一般經常性處置及出售資產所得損
益，亦包括出售整所經營中的度假村或一組度假村所得的損益，以及就整個資產
組別或於非綜合聯屬公司投資的減值支出，該等損益或減值損失可能無法按期間比
較。此外，由於Bellagio房地產交易，管理層已於2019年第四季更改其非公認會計
原則計量，以排除有關三重淨經營租賃及土地租賃的租金開支。管理層相信，排除
有關三重淨經營租賃及土地租賃的租金開支可提供有用資訊，以供分析師、貸方、
金融機構及投資者估值本公司以及將本公司業績與其他博彩公司比較，而毋須顧及
資本架構及租賃安排的差異，原因為其他博彩公司的營運未必包括三重淨經營租賃
或土地租賃。而且，誠如本文所討論，經調整EBITDAR不應作為整體營運表現的
計量，而應獨立審視或作為淨收入的替代，原因為該計量並非按公認會計原則基準
呈列且已排除若干開支（包括有關本公司三重淨經營租賃及土地租賃的租金開支）及
僅就本文所討論的有限目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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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調整EBITDAR及經貴賓賭枱贏率調整的美高梅中國經調整物業EBITDAR不應
解作經營收入或淨收入的替代指標；不應視作本公司表現的指標；不應解作自經營
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的替代指標或流通性計量指標；亦不應視作按照公認會計原則
釐定的任何其他計量指標。本公司動用大量現金流量，包括資本開支、利息開支、
稅項、房地產三重淨租賃及土地租賃付款及償還債務本金，該等支出並未於經調整
EBITDAR或經貴賓賭枱贏率調整的美高梅中國經調整物業EBITDAR內反映。此
外，博彩及酒店行業內的其他公司呈報經調整EBITDAR或經貴賓賭枱贏率調整的
美高梅中國經調整物業EBITDAR可能以不同方式計算經調整EBITDAR或經貴賓賭
枱贏率調整的美高梅中國經調整物業EBITDAR，而該等差異可能屬重大。」

務請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注意，不應過份依賴盈利公佈，並務必注意本公告中

所呈列有關本集團的若干財務資料未經我們的核數師審核或審閱。務請本公司股東

及潛在投資者將本公告與美高梅中國將予刊發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年度
業績公告一併閱讀以及於買賣美高梅中國證券時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美高梅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Antonio MENANO

香港，2021年2月11日

截至本公告刊發日期，本公司的董事如下：William Joseph HORNBUCKLE、何超瓊、 
黃春猷及John M. MCMANUS為執行董事；馮小峰、James Armin FREEMAN、 
Daniel J. TAYLOR及Ayesha Khanna MOLINO為非執行董事；孫哲、黃林詩韻、 
Russell Francis BANHAM及孟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