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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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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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DS CHINA LTD.
金沙中國有限公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928）

股價敏感資料

金沙中國有限公司 *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第三個財政季度
未經審核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業績

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條刊發本公
告。

金沙中國有限公司*董事會欣然宣佈，按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編製的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第三個財政季度未經審核綜
合業績。

金沙中國有限公司*（「我們」或「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13.09條刊發本公告。

金沙中國有限公司*綜合財務業績

金沙中國有限公司*董事會欣然宣佈，按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第三個財政季度未經審核綜合業績。

金沙中國有限公司*綜合財務業績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金沙中國有限公司*的總收益淨額由二零零九年第三季的
846,000,000美元增至二零一零年第三季的1,076,600,000美元，增幅為27.3%。金沙中國有
限公司*經調整 EBITDA 由二零零九年第三季的228,200,000美元，增至二零一零年第三季
的327,900,000美元，增幅為43.7%。金沙中國有限公司*的收入淨額由二零零九年第三季
的86,800,000美元，上升至二零一零年第三季的 199,100,000美元，增幅為1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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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中國有限公司*及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簡明綜合收益表
（除每股資料外，以千美元計）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收益淨額 $ 1,076,553 $ 846,025 $ 3,057,052 $ 2,346,612
博彩稅 (465,719) (355,526) (1,338,244) (988,943)
已消耗存貨 (11,555) (9,325) (32,062) (29,733)
僱員福利開支 (106,684) (96,747) (329,723) (329,603)
折舊及攤銷 (77,882) (82,019) (241,221) (244,381)
博彩中介人╱代理佣金 (51,621) (48,925) (160,798) (135,752)
其他開支 (137,234) (122,158) (408,218) (374,617)

    

經營利潤 225,858 131,325 546,786 243,583
利息收入 1,051 162 2,226 443
經扣除資本化金額後的利息開支 (24,549) (44,387) (95,999) (98,413)
修正債項或提前償還債項的虧損 — (204) — (204)

    

除所得稅前利潤 202,360 86,896 453,013 145,409
所得稅開支 (3,212) (52) (3,365) (219)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應佔期間利潤 $ 199,148 $ 86,844 $ 449,648 $ 145,190

    

股息 $ — $ — $ — $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應佔利潤的每股盈利
　— 基本及攤薄 $ 2.47 美仙 $ 1.38 美仙 $ 5.59 美仙 $ 2.31 美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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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中國有限公司*及附屬公司
補充數據— 收益淨額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娛樂場 $ 957,622 $ 751,027 $ 2,726,165 $ 2,068,151
客房 35,014 31,256 102,491 86,733
餐飲 16,921 13,750 51,803 39,196
購物中心
　— 使用權收入 33,832 22,288 77,309 73,249
　— 管理費及其他 4,891 6,227 15,917 19,388
會議、渡輪、零售及其他 28,273 21,477 83,367 59,895

    

$ 1,076,553 $ 846,025 $ 3,057,052 $ 2,346,612
    

按物業劃分的收益淨額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澳門威尼斯人 $ 618,971 $ 490,071 $ 1,747,417 $ 1,421,825
澳門金沙 287,021 280,791 871,180 739,403
澳門百利宮 160,235 67,052 406,461 162,743
渡輪及其他業務 24,245 16,599 68,596 49,825
其他發展項目 — — — —
分部間收益 (13,919) (8,488) (36,602) (27,184)

    

$ 1,076,553 $ 846,025 $ 3,057,052 $ 2,346,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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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中國有限公司*及附屬公司
補充數據 — 經調整物業 EBITDA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經調整EBITDA（附註）：
澳門威尼斯人 $ 211,225 $ 148,791 $ 573,849 $ 377,980
澳門金沙 73,684 75,839 224,043 187,185
澳門百利宮 48,925 9,832 101,359 19,158
渡輪及其他業務 (5,900) (6,279) (16,883) (18,487)
其他發展項目 — — — —

    

經調整EBITDA總額 327,934 228,183 882,368 565,836
經扣除資本化金額後，最終控股
　公司及本公司向僱員授出
　以股份為基礎的補償 (135) (2,018) (7,433) (5,475)
企業開支 (7,094) (1,690) (20,665) (6,382)
開業前開支 (6,902) (12,276) (19,041) (64,232)
折舊及攤銷 (77,882) (82,019) (241,221) (244,381)
表演製作成本攤銷 1,050 1,054 3,155 3,169
外滙收益╱（虧損）淨額 7,073 343 (1,341) 194
減值虧損 (16,057) — (16,057) —
出售物業及設備的虧損╱（收益） (1,773) 288 (31,208) (4,606)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的公平值虧損 (356) (540) (1,771) (540)

    

經營利潤 225,858 131,325 546,786 243,583
利息收入 1,051 162 2,226 443
經扣除資本化金額後的利息開支 (24,549) (44,387) (95,999) (98,413)
修正債項或提前償還債項的虧損 — (204) — (204)

    

除所得稅前利潤 202,360 86,896 453,013 145,409
所得稅開支 (3,212) (52) (3,365) (219)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應佔期間利潤 $ 199,148 $ 86,844 $ 449,648 $ 145,190

    

附註： 經調整 EBITDA 指未計利息、所得稅、折舊及攤銷（扣除表演製作成本的攤銷）、開業前開支、外滙虧損或
收益淨額、減值虧損、出售物業及設備的虧損或收益、企業開支、以股份為基礎的補償、按公平值計入損
益的金融資產公平值虧損或收益及修正債項或提前償還債項的虧損前的利潤。由於最近若干國際財務報
告準則修訂本（即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生效的國際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修訂本））使然，本公司現須把
土地租賃分類為融資租賃，而非經營租賃。該等土地租賃屬長期。結果是，我們的土地租賃須作為固定資
產於其可使用年期內折舊，而非如實行修訂前，將有關金額視作租金開支。因此，管理層不再採用經調整 
EBITDAR，作為計算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績效的主要計量指標。管理層今後將採用經調整 EBITDA，作為
計算本集團物業營運績效、以及比較本集團物業與競爭對手物業營運績效的主要計量指標。然而，經調整 
EBITDA 不應當作獨立參考數據；不應視作利潤或經營利潤的替代指標；不應視作本集團國際財務報告準
則營運績效、其他合併營運績效或現金流量數據的指標；亦不應視作替代現金流量作為流動性計量指標。
因此，本集團所呈列的經調整 EBITDA未必適合與其他公司的名稱類似的計量指標作比較。



5

澳門威尼斯人第三季經營業績

澳門威尼斯人的到訪人數持續領先市場，財務表現強勁。二零一零年第三季，該物業的經
調整物業 EBITDA 錄得211,200,000美元，經調整物業 EBITDA 利潤率達創紀錄的34.1%，
較二零零九年第三季增加370個基點。各業務分部的博彩額均有所增長。角子機收入總
額為創紀錄的853,700,000美元，較去年同季度上升40.0%，而非轉碼入箱數目於季內錄得
956,900,000美元，創下紀錄。非轉碼贏出百分比於季內為26.6%。轉碼下注額於季內上升
21.8%至11,040,000,000美元，而直接博彩部分約佔2,520,000,000美元。

下表概述澳門威尼斯人二零一零年第三季與二零零九年第三季的主要經營業績比較：

澳門威尼斯人業務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百萬美元）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金額變動 變動
    

收益：
　娛樂場 $ 536.0 $ 420.8 $ 115.2 27.4%
　客房 31.8 28.2 3.6 12.8%
　餐飲 9.7 7.9 1.8 22.8%
　購物中心 25.7 21.2 4.5 21.2%
　會議、零售及其他 15.7 12.0 3.7 30.8%

   

收益淨額 $ 619.0 $ 490.1 $ 128.9 26.3%

經調整物業 EBITDA $ 211.2 $ 148.8 $ 62.4 41.9%
　EBITDA利潤率 34.1% 30.4% 3.7點

經營利潤 $ 167.4 $ 94.0 $ 73.4 78.1%

博彩統計數據
（百萬美元）

轉碼下注額 $ 11,035.1 $ 9,062.2 $ 1,972.9 21.8%
　轉碼贏出百分比(1) 3.05% 2.83% 0.22點

非轉碼入箱數目 $ 956.9 $ 834.9 $ 122.0 14.6%
　非轉碼贏出百分比(2) 26.6% 23.0% 3.6點

角子機收入總額 $ 853.7 $ 609.7 $ 244.0 40.0%
　角子機贏款率(3) 6.5% 7.5% (1.0)點

酒店統計數據

　入住率 90.1% 88.1% 2.0點
　日均房租（「日均房租」） $ 217 $ 198 $ 19 9.6%
　平均客房收入
　　（「平均客房收入」） $ 195 $ 175 $ 20 11.4%

(1) 與預期轉碼贏出百分比介乎2.7%至3.0%比較（按除折扣及佣金前計算）。
(2) 與澳門威尼斯人最近連續12個月24.4%的非轉碼贏出百分比比較（按除折扣前計算）。
(3) 與預期角子機贏款率介乎6%至7%比較（按除角子機會現金獎勵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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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金沙第三季經營業績

澳門金沙第三季經營表現反映金沙於澳門半島坐擁強大競爭力。博彩額穩健，而提升效
率計劃為財務業績帶來正面影響。經調整物業 EBITDA 於季內下降至73,700,000美元，較
二零零九年第三季減少2.8%。經調整物業 EBITDA 利潤率於季內減至25.7%，遜於去年
同季度的27.0%，主要由於季內轉碼贏出百分比為3.00%，比去年同季度的3.37%較低。
角子機收入總額升至創紀錄的435,700,000美元，較去年同季攀升33.0%，而轉碼下注額於
季內增至6,280,000,000美元，增幅為14.5%。

下表概述澳門金沙二零一零年第三季與二零零九年第三季的主要經營業績比較：

澳門金沙業務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百萬美元）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金額變動 變動
   　

收益：
　娛樂場 $ 279.9 $ 275.4 $ 4.5 1.6%
　客房 1.1 1.1 — 0.0%
　餐飲 4.2 3.4 0.8 23.5%
　會議、零售及其他 1.8 0.9 0.9 100.0%

   

收益淨額 $ 287.0 $ 280.8 $ 6.2 2.2%

經調整物業 EBITDA $ 73.7 $ 75.8 $ (2.1) (2.8)%
　EBITDA利潤率 25.7% 27.0% (1.3)點

經營利潤 $ 59.1 $ 63.4 $ (4.3) (6.8)%

博彩統計數據
（百萬美元）

轉碼下注額 $ 6,275.0 $ 5,479.1 $ 795.9 14.5%
　轉碼贏出百分比(1) 3.00% 3.37% (0.37)點

非轉碼入箱數目 $ 649.6 $ 626.4 $ 23.2 3.7%
　非轉碼贏出百分比(2) 20.3% 19.0% 1.3點

角子機收入總額 $ 435.7 $ 327.5 $ 108.2 33.0%
　角子機贏款率(3) 5.7% 6.6% (0.9)點

酒店統計數據
　入住率 96.6% 97.9% (1.3)點
　日均房租（「日均房租」） $ 239 $ 254 $ (15) (5.9)%
　平均客房收入
　　（「平均客房收入」） $ 231 $ 248 $ (17) (6.9)%

(1) 與預期轉碼贏出百分比介乎2.7%至3.0%比較（按除折扣及佣金前計算）。
(2) 與澳門金沙最近連續12個月20.2%的非轉碼贏出百分比比較（按除折扣前計算）。
(3) 與預期角子機贏款率介乎6%至7%比較（按除角子機會現金獎勵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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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百利宮第三季經營業績

澳門百利宮受惠於營銷計劃以及產品組合悉數竣工，包括尊貴罕有的Paiza豪宅。該物
業第三季經調整物業 EBITDA 為48,900,000美元，較二零零九年第三季的9,800,000美元
增加39,100,000美元或399.0%。季內轉碼下注額增至4,740,000,000美元，直接部分約佔總
額的1,990,000,000美元或42.0%。中場博彩業務於季內持續增長，其中季內角子機收入總
額達的120,300,000美元，較二零零九年第三季增長98.5%。非轉碼桌面博彩入箱數目為
98,500,000美元，較二零零九年第三季增加18.8%。酒店入住率於季內由去年同季56.2%飇
升至70.9%。

下表概述澳門百利宮二零一零年第三季與二零零九年第三季的主要經營業績比較：

澳門百利宮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百萬美元）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金額變動 變動
   　

收益：
　娛樂場 $ 141.7 $ 54.8 $ 86.9 158.6%
　客房 2.1 1.9 0.2 10.5%
　餐飲 3.0 2.5 0.5 20.0%
　購物中心 13.1 7.5 5.6 74.7%
　會議、零售及其他 0.3 0.4 (0.1) (25.0)%

　 　 　

收益淨額 $ 160.2 $ 67.1 $ 93.1 138.7%

經調整物業 EBITDA $ 48.9 $ 9.8 $ 39.1 399.0%
　EBITDA利潤率 30.5% 14.7% 15.8點

經營利潤╱（虧損） $ 34.9 $ (4.2) $ 39.1 931.0%

博彩統計數據
（百萬美元）

轉碼下注額 $ 4,740.6 $ 2,183.7 $ 2,556.9 117.1%
　轉碼贏出百分比(1) 3.08% 2.31% 0.77點

非轉碼入箱數目 $ 98.5 $ 82.9 $ 15.6 18.8%
　非轉碼贏出百分比(2) 29.5% 22.3% 7.2點

角子機收入總額 $ 120.3 $ 60.6 $ 59.7 98.5%
　角子機贏款率(3) 5.4% 5.4% 0點

酒店統計數據
　入住率 70.9% 56.2% 14.7點
　日均房租（「日均房租」） $ 309 $ 294 $ 15 5.1%
　平均客房收入
　　（「平均客房收入」） $ 219 $ 165 $ 54 32.7%

(1) 與預期轉碼贏出百分比介乎2.7%至3.0%比較（按除折扣及佣金前計算）。
(2) 與百利宮娛樂場最近連續12個月24.7%的非轉碼贏出百分比比較（按除折扣前計算）。
(3) 與預期角子機贏款率介乎6%至7%比較（按除角子機會現金獎勵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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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影響盈利的因素

其他業務經調整 EBITDA 主要包括金光飛航渡輪業務的虧損，於季度內為負5,900,000美
元。

開業前開支主要與我們於路氹第五及第六地段的綜合度假村發展項目（「第五及第六地
段」）有關，於二零一零年第三季減至6,900,000美元，這是因為我們已於二零一零年五月
重新啟動項目。該項開支於二零零九年第三季為12,300,000美元。

二零一零年第三季，隨著部分資產經投入服務3年，已在季內全數折舊，折舊及攤銷開
支為77,900,000美元，而二零零九年第三季為82,000,000美元。

二零一零年第三季的利息開支淨額為24,500,000美元，較二零零九年第三季的44,400,000
美元下跌19,800,000美元。出現下跌主要由於自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一日重新啟動第五
及第六地段所產生的額外資本化利息23,200,000美元所致。

二零一零年第三季的企業開支為7,100,000美元，而二零零九年第三季為1,700,000美元。
企業開支增加，主要受與中介控股公司訂立的協議項下專利費所帶動。

季內，本集團錄得非現金減值虧損16,100,000美元，主要與預期將出售的設備有關。

前瞻性陳述

本公告載有前瞻性陳述。前瞻性陳述涉及多種風險、不明朗因素或本公司無法控制的
其他因素，因而導致前瞻性陳述與實際業績、財務表現或本公司未來業績預期或有迥
異。此等因素包括但不限於整體經濟狀況、競爭、新企業、巨額的舉債及償債、政府法
規、博彩合法化、利率、未來的恐怖活動、流行性感冒及其他類似疾病爆發及傳染病、
保險、博彩中介人、與博彩轉批經營權有關的風險、澳門的基建設施及本公司在二零零
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刊發招股章程所詳述的其他因素。我們並無責任（並明確表示不會承
擔任何有關責任）因取得新資料、未來事件或其他原因而更新前瞻性陳述。

務請我們的股東、本公司證券潛在投資者及讀者注意本公告呈列的本公司季度業績未
經審核。我們的股東、本公司證券潛在投資者及讀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
事。

承董事會命
金沙中國有限公司*

聯席公司秘書
Anne Maree Salt

香港，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Michael Alan Leven及卓河祓；非執行董事Sheldon Gary Adelson、Jeffrey 

Howard Schwartz及Irwin Abe Siegel；及獨立非執行董事Iain Ferguson Bruce、張昀及唐寶麟 (David Muir Turnbull)。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