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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澳门娱乐场结束了为期半月的休业，正式恢复运营。尽管如此，签注仍未恢复，

开业后的娱乐场里人流仍有限。由于博彩运营商固定成本较高，经营杠杆显著依赖于
收入端，近期六大运营商经营效率或仍承压；而如太阳城集团（1383.HK）的轻资产
中介人及旅游代理商受影响相对较小。

点评：
＃
＃
⚫summary
停业期间六大博彩运营商

Opx 较高，太阳城受影响有限，现金流仍健康。澳门娱
乐场于 2 月 5 日至 2 月 20 日停业半个月，市场预计 2 月澳门 GGR 或按年跌 9 成。
新濠/美高梅业绩会上表示其停业期间每日 Opx 仍达 250 万/150 万美金。预计此
次停业将影响博彩运营商全年 5-6%的 EBITDA。然而，非运营商此次受到的影响
却有限。具体看，由于中介人业务并不在太阳城集团上市体内，澳门近期表现对
公司影响有限。集团近年来持续优化其业务结构，除加速剥离房地产业务外，亦
着重拓展亚洲各地的物业。由于公司在亚洲地区广泛布局，在澳门相对低迷时期
亦可调配资源去南韩、东南亚等地区推广宣传，体现出其轻资产发展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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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城 HOIANA 进入最后准备阶段，预计 20Q1-Q2 试营业。虽近期内地到越南
的航班多已取消且部分大陆工人复工推后，太阳城已通过当地招募等措施以降低
对 HOIANA 的进程影响。目前 HOIANA 主要建筑工程均已完成，预计可在
20Q1-Q2 试营业并于 20 年夏季开幕。届时，HOIANA 将成为越南最大的综合旅
游博彩度假村，成为全亚洲甚至全球稀缺的拥有海岸线等丰富旅游资源的博彩旅
游胜地。太阳城除直接受益于其持有的 HOIANA 34%股权外，还将收取 3% GGR
（基础）及 6% EBITDA（奖励）的管理费用。俄罗斯升级项目预计 20Q1 完成。
太阳城将通过增加房间数及餐厅对俄罗斯海参崴老虎宫殿升级，预计于 20Q1 完
成。菲律宾项目已与建筑师展开初步合作。此外，太阳城已拥有一片坐落于冲绳
群岛且靠近机场的地皮，继续推进其 40 栋别墅和 100 个酒店客房的计划。

⚫

Other Takeaways：太阳城官网近期所公布的投资者交流纪要中提到：1、澳门 1
月首三周转码向好。除春节前夕受季节因素转码相对转弱以外，其一月前三周转
码数表现强劲。1 月澳门转码按月下降个位数，按年下降双位数。2、签注政策为
关键，濠赌业或需 1-2 季度恢复。公司认为澳门娱乐场恢复经营后客流或仍疲软，
主要在于内地自由行签注仍未恢复，且企业主情绪尚不明朗。3、看好上葡京定
位。太阳城认为上葡京娱乐场风格符合高端客户喜好，参照 Morpheus 的开业对
新濠转码市占的强力推动，公司认为上葡京的开业或对市场带来一定的竞争压力。

⚫

我们的观点：此次澳门娱乐场停业对六大博彩运营商业绩影响较大，主要在于重
资产的营运模式使其固定成本高昂。虽本周娱乐场恢复营业，但由于自由行签注
仍暂停、旅客情绪较弱及全国交通出行未全面恢复等影响，预计开业后的娱乐场
人流仍疲软，预计濠赌业 20H1 盈利能力均显著承压。相对来看，尽管澳门博彩
业充满挑战，但太阳城在亚洲的多元布局促使其拥有优于同业的灵活性，保持住
了稳健的发展步伐。作为亚洲领先的高端博彩品牌，太阳城集团在 VIP 中介、旅
游代理、赛事娱乐等方面拥有业界顶尖的运营经验及管理水平。1、越南 HOIANA
项目有望于 20Q1 开业并为公司带来 GGR 提成+EBITDA 提成的管理费收入及 34%
的利润，公司于俄罗斯水晶虎宫殿的升级项目亦有望于 20Q1 完成并贡献业绩。2、
公司于柬埔寨西港的轻资产管理业务有望于 2020-2021 年开始贡献管理费。此外，
太阳城与 Paradise 的釜山收购项目亦有望于年内落地，公司的发展计划正有条不
紊的推进，有望逐步成长为亚洲领先的综合娱乐度假村的运营商。我们看好公司
强大的客户储备、丰富的娱乐旅游管理经验及成长空间，建议投资者关注。

分析师：宋健
songjian@xyzq.com.cn
SFC：BMV912
SAC：S0190518010002
＃assAuthor＃

风险提示：经济不景气，竞争加剧，新项目不及预期，监管政策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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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正文
⚫

停业期间六大博彩运营商 Opx 较高，太阳城受影响有限，现金流仍健康。澳
门娱乐场于 2 月 5 日至 2 月 20 日停业半个月，市场预计受娱乐场关闭及自由
行签注暂停影响，2 月澳门 GGR 或按年跌 9 成。新濠及美高梅分别于其业绩
会上表示其停业期间每日 Opx 仍达 250 万/150 万美金。预计此次停业将影响
博彩运营商全年 5-6%的 EBITDA。然而，非运营商此次受到的影响却有限。
具体看，由于中介人业务并不在太阳城集团上市体内，澳门近期表现对太阳
城业绩影响有限。集团近年来持续优化其业务结构，除加速剥离房地产业务
外，公司现重心主要在发展亚洲各地的物业。由于公司在亚洲地区广泛布局，
在澳门相对低迷时期亦可调配资源去南韩、东南亚等地区推广宣传，体现出
其轻资产发展的灵活性。

⚫

HOIANA 进入最后准备阶段，预计于 20Q1-20Q2 试营业。虽近期内地到越
南的航班多已取消且部分大陆工人复工推后，集团已通过当地招募等措施以
降低对 HOIANA 的建筑影响。目前 HOIANA 主要建筑工程均已完成，预计
项目可在 20Q1 到 20Q2 开始试营业并于 20 年夏季开幕。届时，坐落于岘港
的 HOIANA 将成为越南最大的综合型旅游博彩度假村（140 张赌桌+1000 逾
间客房），并成为全亚洲甚至全球稀缺的拥有海岸线等丰富旅游资源的博彩
旅游胜地。太阳城除直接受益于其持有的 HOIANA 34%股权外，还将收取 3%
GGR （基础）及 6% EBITDA（奖励）的管理费用。

图 1、HOIANA 效果图：越南最大的综合型旅游博彩度假村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 PPT，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

俄罗斯升级项目预计 20Q1 完成，日本、菲律宾项目稳步推进。公司于俄罗
斯海参崴老虎宫殿的升级正积极推进，太阳城将增加该物业的房间数量及餐
厅，预计于 20Q1 完成。菲律宾项目也正与建筑师合作，致力打造马尼拉地
标性物业。日本方面，太阳城已拥有一片坐落于冲绳群岛且靠近机场的地皮，
继续推进其 40 栋别墅和 100 个酒店客房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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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俄罗斯水晶虎宫殿，菲律宾马尼拉西岸城示意图及太阳城于日本的地皮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 PPT，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

Other Takeaways：太阳城官网近期所公布的投资者交流纪要中提到：1、澳门
1 月首三周转码向好。除春节前夕由于季节因素转码相对转弱以外，太阳城
表示其一月前三周转码数表现强劲。20 年 1 月澳门转码按月下降个位数，按
年下降双位数。2、签注政策为关键，濠赌业或需 1-2 季度恢复。公司认为澳
门娱乐场恢复经营后客流或仍相对疲软，主要在于内地自由行签注仍未恢复，
且企业主情绪尚不明朗。3、看好上葡京定位。太阳城认为上葡京娱乐场风格
符合高端客户喜好，参照 Morpheus 的开业对新濠转码市占的强力推动，公司
认为上葡京的开业或对市场带来一定的竞争压力。

⚫

我们的观点：此次澳门娱乐场停业对六大博彩运营商业绩影响较大，主要在
于重资产的营运模式使其固定成本高昂。虽本周娱乐场恢复营业，但由于自
由行签注仍暂停、旅客情绪较弱及全国交通出行未全面恢复等影响，预计开
业后的娱乐场人流仍疲软，预计濠赌业 20H1 盈利能力均显著承压。相对来
看，尽管澳门博彩业充满挑战，但太阳城在亚洲的多元布局促使其拥有优于
同业的灵活性，保持住了稳健的发展步伐。作为亚洲领先的高端博彩品牌，
太阳城集团在 VIP 中介、旅游代理、赛事娱乐等方面拥有业界顶尖的运营经
验及管理水平。1、越南 HOIANA 项目有望于 20Q1 开业并为公司带来 GGR
提成+EBITDA 提成的管理费收入及 34%的利润，公司于俄罗斯水晶虎宫殿的
升级项目亦有望于 20Q1 完成并贡献业绩。2、公司于柬埔寨西港的轻资产管
理业务有望于 2020-2021 年开始贡献管理费。此外，太阳城与 Paradise 的釜
山收购项目亦有望于年内落地，公司的发展计划正有条不紊的推进，有望逐
步成长为亚洲领先的综合娱乐度假村的运营商。我们看好公司强大的客户储
备、丰富的娱乐旅游管理经验及成长空间，建议投资者关注。

表 1、公司持股的博彩度假项目
赌台数

角子机数

房间数

HOIANA
会安度假村

140

333

1000+

俄罗斯水晶虎宫殿

225

933

~500

Westside City Resorts
400
1200
~2400
菲律宾西岸城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 PPT，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其他亮点
坐落于越南中部，
离会安古镇 7km/15 分钟车程，
离岘港机场约 30 分钟车程。一期包括高尔夫俱
乐部，二期包括海边别墅、免税店、购物街等
坐落海参崴 IEZ，距离海参崴机场越 15 分钟车
程，太阳城对一期正在改造，包括增加客房数、
餐厅等；VIP/大众博彩税仅 1.2%/2.5%
坐落于马尼拉核心区，距离机场 8 分钟，拥有
前往 Ayala Mall 的步道、夜店、无边泳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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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太阳城常年举办/赞助各项赛事、演唱会等活动，为 VIP 客人提供多元服务

资料来源：公司宣传资料，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

风险提示：经济不景气，竞争加剧，新项目不及预期，监管政策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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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示的回报会得以实现。分析中所做的回报预测可能是基于相应的假设。任何假设的变化可能会显著地影响所预测的回报。
本公司的销售人员、交易人员以及其他专业人士可能会依据不同假设和标准、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而口头或书面发表与本报告意见及建议不一
致的市场评论和/或交易观点。本公司没有将此意见及建议向报告所有接收者进行更新的义务。本公司的资产管理部门、自营部门以及其他投资业务
部门可能独立做出与本报告中的意见或建议不一致的投资决策。
本报告并非针对或意图发送予或为任何就发送、发布、可得到或使用此报告而使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子公司等违反当地的法律或法
规或可致使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受制于相关法律或法规的任何地区、国家或其他管辖区域的公民或居民，包括但不限于美国及美国公民（1934 年
美国《证券交易所》第 15a-6 条例定义为本「主要美国机构投资者」除外）。
本报告由受香港证监会监察的兴证国际证券有限公司(香港证监会中央编号：AYE823)于香港提供。香港的投资者若有任何关于本报告的问题请
直接联系兴证国际证券有限公司的销售交易代表。本报告作者所持香港证监会牌照的牌照编号已披露在报告首页的作者姓名旁。
本报告的版权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对本报告保留一切权利。除非另有书面显示，否则本报告中的所有材料的版权均属本公司。未经本公司事
先书面授权，本报告的任何部分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制作任何形式的拷贝、复印件或复制品，或再次分发给任何其他人，或以任何侵犯本公司版权的
其他方式使用。未经授权的转载，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转载责任。

特别声明
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可能会持有本报告中提及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头寸并进行交易，也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争取提供
投资银行业务服务。因此，投资者应当考虑到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或其相关人员可能存在影响本报告观点客观性的潜在利益冲突。投资者请勿
将本报告视为投资或其他决定的唯一信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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