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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美高梅国际酒店集团董事会的一封公开信

年 月 日

集团董事会

美高梅国际酒店集团

尊敬的美高梅国际酒店集团董事会

雪湖资本是一家亚洲投资管理公司，旗下资产管理规模超过 亿美金。公司受托管理资金主要来

自全球机构投资者，包括大学捐赠基金、非盈利基金会、家族基金、国家主权财富基金及养老基金。

雪湖资本管理的基金目前持有美高梅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交易所： 亿普通股，持

股占比公司总股数的大约 。雪湖资本是美高梅中国最大的公众股东。

雪湖资本是澳门博彩业的长期投资者。我们认为美高梅国际酒店集团（纽约证券交易所： ）应

该引入一家中国内地企业成为美高梅中国持股 的战略投资者。如我们之前和贵司首席执行官

所沟通，此项交易会是多方共赢的结果，并且能为美高梅中国和美高梅国际酒店

集团两家公司的股东们创造显著价值。

主要原因有以下六点：

新的战略投资者可以为美高梅中国和澳门带来高质量的非博彩资源，而非博彩元素是 年澳

门新博彩牌照竞标的关键因素；

美高梅中国联席主席何超琼女士和战略投资者的潜在合作能够促进澳门经济多元化发展和粤港

澳大湾区的融合；

在 年获取新博彩牌照的预期更加确定的前提下，美高梅中国的股价将被重估，为所有股东

释放价值；

此项交易能给美高梅国际酒店集团提供充足的资本金来全力以赴发展日本大阪度假酒店的机会，

成为日本博彩度假酒店业中唯一的美资公司；

美高梅国际酒店集团也能成为此次战略投资者未来国际化业务的重要合作伙伴，特别是在美国和

日本出境游服务方面；

美高梅国际酒店集团目前正在线上体育投注和线上博彩行业开展并购交易，出售美高梅中国

的持股能够为美高梅国际酒店集团提供在此具有长期增长前景的产业中进行收并购的必要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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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入一家中国领先的消费互联网平台或旅游休闲服务企业成为美高梅中国 的战略投资方

将会大幅增加美高梅中国的非博彩元素，并且会对澳门的旅游经济多元化有明显帮助

澳门政府于 年结束了澳门博彩业的垄断经营，发放了三张博彩牌照给银河娱乐集团（香港交

易所： ），澳博控股（香港交易所： ）和永利澳门（香港交易所： ）。澳门政府

后续又发放了三张副牌给拉斯维加斯金沙（纽约证券交易所： ），新濠博亚娱乐（纳斯达克： ）

和美高梅中国。 张牌照均将在 年 月份到期。

澳门政府计划 年一季度开始修订博彩法《娱乐场幸运博彩经营法律制度》，在 年四季度

完成。修订法案并提交立法会是博彩牌照重新竞投的必要进程。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贺一诚已

经公开宣布新的博彩牌照不再会有副牌。

作为澳门 张博彩牌照持有方，也是 家由美资母公司控股的企业之一，美高梅中国需要考虑所有

的方案来最大化其获得 年新博彩牌照的可能性。一旦失败，对于美高梅中国和美高梅国际酒

店集团两家公司都会有非常惨重的负面影响。

国务院于 年 月印发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确认了建设澳门成为国际旅游休闲中

心的长期发展目标。澳门现任特首贺一诚在年度施政报告中重申了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目

标。澳门政府对于六家博彩业持牌公司的评估也一向注重非博彩业元素和贡献。对于美高梅中国来

说，引入一个专注消费的互联网平台或者服务于旅游休闲的领先企业成为其重要股东和商业伙伴会

是一个关键的差异化因素。

我们在这里建议几类合适的战略投资者的候选，他们的业务和澳门的旅游业以及美高梅中国有很高

的协同效应，其中包括专注于中国出游和本地服务的互联网平台比如美团和携程，中国领先的酒店

连锁企业比如华住集团，和中国文化旅游产业中的头部企业比如融创中国。

美团（香港交易所： ；公司市值： 万亿港币）

美团是中国最大的消费者生活服务平台之一。美团的服务涵盖餐饮、外卖、打车、共享单车、

酒店旅游、电影、休闲娱乐等 多个品类，业务覆盖中国 个县区市。在截至 年

月 日的 个月中，美团年度交易用户数达到 亿，平台上的活跃商户数增长至 万。

携程集团（纳斯达克： ；公司市值： 亿美金

携程是中国最成功的在线旅游平台，也是中国消费者在计划出游、预订机票酒店、分享旅行经

历时必去的互联网平台。携程在中国高星和奢华酒店的消费间夜量市场占比第一。

华住集团（纳斯达克： ；公司市值： 亿美金）

华住集团是中国最顶尖的多品牌酒店集团，也是增长最快的酒店集团之一。截至 年 月

日，华住集团有 家运营中酒店和 在建酒店。华住会会员计划已拥有约 亿名

忠诚且活跃的会员，是全中国最大的酒店忠诚计划。华住集团开发的专有技术基础设施领先于

业界，有效的提升了客户体验和经营效率。

融创中国控股（香港交易所： ；公司市值： 亿港币）

融创中国是中国排名前四的房地产开发商，也是中国文化旅游产业中最大的项目持有和运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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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到 年出资 亿人民币从万达集团购入了 个文化旅游城项目。截至

年底，融创文旅旗下已拥有 座文化旅游城、 个旅游度假区、 个文旅小镇、 个主题乐

园、 个商业物业和 家高端酒店。

以上所述的四家企业在中国均有巨大的消费服务规模，其行业领先的客户量和休闲出游需求可以直

接助力澳门旅游行业恢复增长。引入中国最好的消费服务平台成为美高梅中国的战略投资者会是一

个多赢的交易，既为处于疫情后低点的澳门带来急需的非博彩能力和资源，又同时突出美高梅中国

的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这些中国企业也能从美高梅中国的战略投资中获益。在香港先有政治抗议、再疫情失控

的背景下，澳门有可能取代香港成为国内游客的首选出境游目的地。澳门 2019 年承接 2790 万大陆

游客，从 2015 年以来每年年化增长 8.1%，是第二大的中国游客出境游目的地。第一大目的地的香

港 2019 年承接 4380 万大陆游客，比 2018 年 5104 万的最高点下降 14.2%。 

从此次疫情的防治上能清楚的看到澳门上下对其旅游产业的重视：在一系列迅速和有效的措施下

（包括早在 2 月份疫情刚一出现就关闭所有娱乐场 15 天），澳门累计一共发现 46 例新冠病例，死

亡 0 例，并且早在 3 月底之后就没有再出现一个本地传染的病例。 

澳门政府的有效防疫使澳门成为目前唯一成功和中国内地建立起“旅游气泡”的境外目的地，持

日有效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即可通关，无需隔离。广东于 月 号恢复全省居民赴澳门旅游签注，

月 号全国自由行城市也同步恢复赴澳门旅游签注。我们认为在今后数年内，内地赴澳游客会高

于赴港游客，澳门旅游业整体地位将持续提升。在行业低谷的时机投资美高梅中国的优质度假村酒

店资产对于上述四家企业来讲均有战略意义。

 美高梅中国能够受益于公司联席主席何超琼女士与战略投资方的潜在合作，并且在澳门的多元

化发展和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中起到重要作用

美高梅中国的联席主席何超琼在公司持股占比 ，并且在 年美高梅中国从澳博获得博彩

副牌的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她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将澳门从一个仅有博彩的小城市发展为

国际旅游休闲中心。何女士于 年到 年间主导建设了高 米的澳门旅游塔会展娱乐中心

（澳门塔），是澳门第一个多元化重点项目。在她的管理下，美高梅中国在其旅游度假村酒店积极举

办艺术展览，特别是澳门本地和中国内地艺术家的作品。何女士同时是信德集团的主席，旗下的渡

轮业务是粤港澳大湾区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何女士对于美高梅中国 年重新竞标博彩牌照也有着非常关键的角色。 年 月在联合国报

告中公开谴责香港抗议行为对于社会、民生和国家主权的危害，向世界展示了香港事件真实的一面。

她出任的社会职务包括香港各界妇女联合协进会副主席，政协北京市委员会特邀港澳区代表和全国

工商联常委。

美高梅中国的新战略投资者能够助力公司和何女士实现长期愿景，利用科技和资源为澳门经济多元

化和大湾区三地融合做出重要贡献。像美团和携程这样的互联网平台可以加速澳门的产业数字化，

加强其旅游业的全球竞争力。华住集团和融创中国能够为澳门和美高梅中国带来在旅游休闲服务行

业领先的运营能力，提升客户体验。

当一家中国领先企业和一家澳门博彩持牌机构达成卓有成效的合作，并且由何女士这样眼光长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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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层主导方向，对于整个大湾区融合发展的战略会起到非常正面的示范作用。叠加上述提到对澳

门非博彩元素的贡献，美高梅中国顺利拿到 年的新博彩牌照的机率将会大幅增加，为公司未

来能够持续良好发展奠定最重要的基础。

 美高梅中国的估值较澳门本地的博彩持牌公司要低 ，主要由于 年新博彩牌照所

产生的市场担忧，引入战略投资方能够触发价值回归，公司市值有望大幅提升

在六家现有持牌公司中，有三家的大股东为美国上市公司，分别为金沙中国（香港交易所： ）

由拉斯维加斯金沙 持有 ，永利澳门由永利度假酒店 （纳斯达克： ）持有 ，

和美高梅中国由美高梅国际酒店集团持有 。资本市场在估值和股价表现上已经开始体现了对

三家美资持牌企业能否成功拿到新牌照的担忧。

家公司中 年表现最好的就是澳博和银河。澳博的企业价值 年息税折旧前利润也是

家公司中最高的，达到了 倍；银河排名第二，在 倍。而金沙中国作为市场份额最大、中场

业务占比最高、盈利能力最强、酒店数量远远超过竞争对手的领军企业，其估值长期以来是要明显

高出行业平均水平的，但是目前估值已经低于银河，并且 年下跌 。

同时，永利澳门和美高梅中国的估值倍数目前在行业中排名靠后，远低于本土控股的银河和澳博。

新濠作为唯一在美股市场交易的澳门博彩企业，有近 的息税折旧前利润由菲律宾市场贡献，而

菲律宾业务估值倍数历史上明显低于澳门业务。

美高梅中国新引入的战略投资伙伴将会大幅增加其在 年获得新博彩牌照的前景，从而触发公

司股价的价值回归。如果美高梅中国估值提升到行业平均估值的 倍企业价值 年息税折旧

前利润，股价上涨空间在 。如果美高梅中国估值提升到银河的 倍，股价上升空间在 。

4. 出售 20%美高梅中国的股权能让美高梅国际有充足的资金来全力以赴发展大阪度假酒店的机会，

成为美资公司在日本博彩业中最大且唯一的赢家 

日本于 2018 年立法放开本土博彩行业，拟定 3 张牌照建设综合度假酒店。入选城市还没有最后确

定，但是候选目前包括大阪、横滨和长崎、和歌山。原定 2020 年 1 月底日本政府会发布牌照的基本

政策，2020 年下半年各个城市需要选定综合度假酒店的建设/运营方，于 2021 年上半年提交最终提

案给日本政府，以决定 3 张牌照。 

2019 年底爆发出的贿赂丑闻以及后续的新冠疫情已经造成了牌照基本政策发布的延迟，直到目前还

10亿美金* 企业价值 市值
2019年

息税折旧前利润
企业价值  / 2019年
息税折旧前利润 2020年股价变化

银河娱乐 28.4               33.1               2.1                         13.4                             4.9%

澳博 8.1                 6.5                 0.5                         15.0                             3.2%

美高梅中国 7.9                 5.6                 0.8                         10.2                             -8.7%

金沙中国 41.3               35.3               3.2                         13.0                             -16.1%

新濠 13.9               9.1                 1.6                         8.9                               -22.0%

永利澳门 12.4               8.9                 1.4                         9.0                               -30.4%

合计（市值） / 平均（估值） 112                99                  9.5 11.6                             

* 以2020年12月平均股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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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出正式文件。我们的调研显示可能要继续推迟 6 到 12 个月。同时，拉斯维加斯金沙和永利已经

正式宣布退出横滨度假酒店的竞争，并且短期内不再考虑日本市场。目前横滨项目的潜在运营方包

括银河、新濠和马来西亚的云顶集团。 

美高梅国际和日本最大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Orix Corporation (欧力士集团)于 2019 年 3 月组成了联合

体竞标大阪的综合度假酒店建设/运营权，并于 2020 年 2 月成为了大阪项目的唯一合格竞标方。根

据欧力士集团最新估计，该项目预算总投资在 120 亿美金左右，股权投入 50%，日本三大银行贷款

50%。股权方面欧力士集团占股 40%，美高梅国际酒店集团占股 40%，还有 15 个大阪本地企业组成

财团占股 20%。我们了解到银行均把美高梅国际的 40%股权参与作为借款先决条件之一。项目整体

面积预计 130 万平米，4 个酒店共 3600 间房，3%的建筑面积用于博彩行业。预计开业日期会在 2027-

2028 年左右（5 年建设期）。 

按照 120 亿美金的总投资额，美高梅国际需要投入股权资金 24 亿美金。出售 20%的美高梅中国的

股权会回笼现金 13 亿美元，给公司充足的资金来全力以赴发展大阪度假酒店的机会。日本政府一向

把美资三大国际博彩综合度假酒店运营商（美高梅、金沙、永利）作为其综合度假酒店建设和运营

的理想合作伙伴，而金沙和永利已经退出，仅存的美高梅国际对大阪项目的成功落成、甚至整个日

本博彩业的基本政策的制定、都有举足轻重的左右。可以说美高梅国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日本博

彩业能否顺利发展。 

从美高梅国际的角度来看，其在疫情突发、股价下跌、现有业务遭受负面影响、竞争对手纷纷退出

的背景下，如果仍能够坚持投资于大阪综合度假酒店的承诺，必然会增强其在整个项目的话语权，

甚至有希望在整个博彩政策制定的博弈中有更多的筹码。比如目前牌照的规定是只有 3%的建筑面

积能用于博彩行业，博彩收入的直接税收可能高达 30%，而牌照的有效时间只有 10 年（包括建设

期）。美高梅国际可以通过和日本政府协商制定或修改具体博彩政策来增加博彩度假酒店项目未来

的成功可能性和盈利能力。 

日本的博彩业在 2018 年以前一直是不合法的，但是有类似角子机的弹珠机行业，在日本全国约有

400 万台机器。整体收入规模 2018 年约为 310 亿美金（澳门 2019 年博彩收入 362 亿美金）。我们认

为日本博彩业的长期发展空间明显。从澳门的威尼斯人酒店、新加坡的滨海湾金沙酒店等案例的发

展情况来看，美高梅国际如果能够第一时间拿到牌照，并且领先其它城市的竞争对手数年开出大阪

的综合度假酒店，将会有巨大的先行优势来占领消费者心智。 

5. 美高梅国际将会是战略投资者未来业务国际化的一个重要合作伙伴，在美国、日本出境游的合

作上双方可以达到共赢 

以现有度假酒店房间数来衡量，美高梅国际是世界领先的博彩企业。其在美国和澳门共有 个度假

酒店项目，共计 万 千间房间，包括美国拉斯维加斯 个和非拉斯维加斯 个。美高梅国际也是

在拉斯维加斯房间最多的运营商，有近 万 千间。

中国赴日旅游人次在 年已经达到了 万人次，占日本整体入境人次的 。自 年日

本放宽对中国的旅游签证政策之后， 年复合增长率达到了 。美高梅国际位于日本游必去城

市大阪的度假酒店项目非常有机会也成为国内游客的必游之地。

上文这四家中国公司均核心聚焦在满足消费者在旅游、休闲和娱乐方面的需求，作为战略投资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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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高梅国际通过此次交易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并且进一步合作会是双赢的结果。他们庞大的消费客

群和和美高梅国际在美国和日本的吃、住、娱乐和会展资源会有较为显著的协同效应。

6. 美高梅国际酒店集团可以从出售美高梅中国的持股来获得所需的资金，提高对其合营伙伴

的报价，在预期会长期持续增长的美国线上博彩和体育投注市场进行收并购 

美高梅国际酒店集团和英国的线上博彩企业， ，于 年 月合资成立了 ，双

方各占 股份。 在美国开展线上博彩和体育投注业务，表现突出并获得了大量的市场

份额。目前它在美国的 个州取得了市场准入执照，并且已经在其中的 个州开始开展了业务。

美国线上博彩和体育投注整体市场规模预计在 年会达到 亿美金， 预计能在其中

占据 的市场份额。 目前由 派驻管理团队，和美高梅国际酒店集团分

开管理。 是世界上最大的线上体育投注和线上博彩集团之一，在 多个国家运营多个品

牌，并拥有 的全球线上市场份额。

截至 年底， 的市值为 亿美金（ 亿英镑）。媒体报道美高梅国际酒店集团近期

先是向 发动了 亿美金的现金收购，后续再次提出用价值 亿美金的新发行美高梅

国际股票收购 。两个收购提议均被 拒绝。

我们认为收购 对于美高梅国际酒店集团有重大意义，因为美国在线博彩市场是美高梅国

际实现长期增长的一个关键机会。 内部自主研发的科技平台和美高梅国际的优质度假村

资源以及 万 奖赏会员系统数据库的组合是开展线上线下业务的理想搭配。美高梅国

际的最大股东 也在积极的支持这项并购交易，因为 本身就是其 年

投资 亿美金买下美高梅国际 股权的重要原因之一。减持美高梅中国的持股能够为美高梅国

际积极展开此项并购提供急需的现金，并减少美高梅国际现有股东由于增发新股而产生的收益摊薄，

促使公司在长期持续增长的市场中获得稳固地位。

综上所述，我们强烈建议美高梅国际酒店集团董事会和管理层致力于引入一个中国领先的消费互联

网平台或者旅游休闲服务企业作为美高梅中国的战略投资方，让美高梅国际的股东能够在澳门有更

成功的未来。

顺颂商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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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湖资本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