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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聯營公司 
— 新濠博亞娛樂有限公司 

截至二零一一年三月三十一日止第一季度之 
未經審核財務業績公告 

 
本公告並非新濠國際發展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財務業績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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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條之規定發表本公告，

以向本公司股東及公眾提供本公司一間上市聯營公司 — 新濠博亞娛樂有限公司 — 
之財務業績的資料。新濠博亞娛樂有限公司於二零一一年五月十九日公佈其截至二零

一一年三月三十一日止第一季度之未經審核財務業績。 
 
新濠博亞娛樂有限公司於二零一一年五月十九日公佈其截至二零一一年三月三十一日

止第一季度之未經審核財務業績。新濠博亞娛樂有限公司是本公司擁有33.36%權益之

聯營公司，其股份以美國預託證券形式於美國納斯達克全球精選市場上市。 
 
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13.09(1)條之規定發表本公告。 
 
新濠博亞娛樂有限公司（「新濠博亞娛樂」）於二零一一年五月十九日公佈其截至二

零一一年三月三十一日止第一季度之未經審核財務業績。新濠博亞娛樂是本公司擁有

33.36%權益之聯營公司，其股份以美國預託證券形式於美國納斯達克全球精選市場上

市。茲載列新濠博亞娛樂之未經審核財務業績摘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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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濠博亞娛樂之二零一一年第一季度業績 
 
二零一一年第一季度之淨收益為806,600,000美元，較截至二零一零年三月三十一日止

同期的567,600,000美元錄得約42%的增長。淨收益之增長主要由於新濠天地之轉碼、

中場及酒店經營業務繼續提升、來自水舞間的貢獻以及新濠鋒的轉碼數大為改善所

致。 
 
二零一一年第一季度之經調整EBITDA（即扣除利息、稅項、折舊、攤銷、開業前成

本、物業支出及其他、以股份為基礎之薪酬以及其他非營運收入及開支前的盈利）為

121,300,000美元，而二零一零年第一季度的經調整EBITDA則為86,900,000美元。二零

一一年第一季度之經調整EBITDA的按年增加，是由於博彩額大幅上升，加上嚴謹成本

控制帶動營運槓桿效益所致。 
 
按照美國公認會計原則，新濠博亞娛樂於二零一一年第一季度錄得淨收入7,200,000美
元（或每份美國預託股份之淨收入為0.01美元），而二零一零年第一季度則錄得淨虧

損12,500,000美元（或每份美國預託股份虧損0.02美元）。利潤按年持續改善主要是由

新濠天地及新濠鋒之博彩及非博彩基礎營運表現的大幅改善所帶動，但部份利好影響

被以下因素所抵銷：主要因為新濠天地內的水舞間開幕令相關的折舊及攤銷開支增

加，以及通過於二零一零年五月發行一項高收益債券而將約600,000,000美元的銀行債

務再融資後，錄得較高的相關淨利息開支。 
 
影響新濠博亞娛樂盈利之其他因素 
 
二零一一年第一季度之非營運開支總額為 29,100,000 美元，當中包括 26,600,000 美元

之淨利息開支及 4,200,000 美元之其他融資費用。二零一一年第一季度內並無資本化之

利息。非營運開支按年增加 10,300,000 美元主要是關於 600,000,000 美元的優先票據導

致利息開支淨額增加。 
 
於二零一一年第一季度入賬之折舊及攤銷成本為 83,000,000 美元，當中 14,300,000 美

元與攤銷新濠博亞娛樂之博彩專營權有關，而 4,900,000 美元與攤銷土地使用權有關。

折舊及攤銷成本的按年增加，主要是關於水舞間於二零一零年第三季度開幕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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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濠博亞娛樂之財務狀況及資本開支 
 
於二零一一年三月三十一日之現金及現金等價物合共為 704,300,000 美元，包括

145,500,000 美元之受限制現金。於二零一一年第一季度結束時的債務合共為

1,800,000,000 美元，而於二零一一年三月三十一日之總債務淨額對股東權益比率為

43%。 
 
二零一一年第一季度之資本開支為 7,300,000 美元，主要源自新濠天地及新濠鋒之不同

項目。 
 
茲載列新濠博亞娛樂截至二零一一年三月三十一日止第一季度之簡明綜合營運報表及

二零一一年三月三十一日之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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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濠博亞娛樂有限公司 
簡明綜合營運報表 

（以千美元為單位，股份及每股數據除外）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零一一年  二零一零年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運收益       
娛樂場 $ 770,873  $ 549,268  
房間  23,982   19,010  
餐飲  14,843   13,205  
娛樂、零售及其他  18,225   5,370  
總收益  827,923   586,853  
減：宣傳撥備  (21,336)   (19,248)  
淨收益  806,587   567,605  
      
營運成本及開支      
娛樂場  (611,169)   (422,905)  
房間  (4,585)   (3,312)  
餐飲  (9,007)   (9,489)  
娛樂、零售及其他  (13,034)   (2,096)  
一般及行政  (48,756)   (43,972)  
開業前成本  (603)   (4,072)  
博彩專營權之攤銷  (14,309)   (14,309)  
土地使用權之攤銷  (4,881)   (4,880)  
折舊及攤銷  (63,773)   (56,909)  
物業支出及其他  (25)   508  
總營運成本及開支  (770,142)   (561,436)  
營運收入  36,445   6,169  
非營運開支      
利息開支淨額  (26,606)   (15,483)  
其他融資費用  (4,156)   (3,400)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156   (411)  
其他收入淨額  1,464   490  
非營運開支總額  (29,142)   (18,804)  
未計所得稅之收入（虧損）  7,303   (12,635)  
所得稅（開支）抵免  (151)   161  
淨收入（虧損） $ 7,152  $ (12,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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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股份之收入（虧損）：       
   基本 $ 0.004  $ (0.008)  
   攤薄 $ 0.004  $ (0.008)  
      
每份美國預託股份之收入（虧損）：      
   基本 $ 0.013  $ (0.023)  
   攤薄 $ 0.013  $ (0.023)  
      
用於計算每股收入（虧損）之加權平均股數：      
   基本  1,598,421,886   1,595,175,859  
   攤薄  1,608,280,976   1,595,17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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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濠博亞娛樂有限公司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以千美元為單位） 

      
 二零一一年  二零一零年 
 三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1) 
      
資產      
      
流動資產      
現金及現金等價物 $ 558,837  $ 441,923 
受限制現金  145,498   167,286 
應收賬款淨額  250,898   259,521 
應收聯屬公司款項  1,663   1,528 
應收所得稅  74   198 
存貨  15,329   14,990 
預付開支及其他流動資產  21,029   15,026 
總流動資產  993,328   900,472 
     
物業及設備淨額  2,617,067   2,671,895 
博彩專營權淨額  642,433   656,742 
無形資產淨額  4,220   4,220 
商譽  81,915   81,915 
長期預付款、按金及其他資產  91,839   95,629 
遞延稅項資產  -   25
遞延融資費用  41,482   45,387 
土地使用權淨額  423,274   428,155 
總額 $ 4,895,558  $ 4,884,440 
     
負債及股東權益     
     
流動負債     
應付賬款 $ 8,803  $ 8,880 
應計開支及其他流動負債  504,652   462,084 
應付所得稅  1,057   934
長期債務之即期部份  238,884   202,997
應付聯屬公司款項  523   673
應付股東款項  28   36
總流動負債  753,947   675,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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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債務  1,449,920   1,521,251
其他長期負債  4,419   6,496
遞延稅項負債  17,761   18,010
股東貸款  115,647   115,647
應付土地使用權  16,359   24,241
     
股東權益     
普通股  16,069   16,056
庫存股份  (63)   (84)
額外繳足股本  3,099,980   3,095,730 
累計其他綜合虧損  (8,467)   (11,345)
累計虧損  (570,014)   (577,166)
總股東權益  2,537,505   2,523,191 
總額 $ 4,895,558  $ 4,884,440 
      
      
(1) 二零一零年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反映了若干對以往報告之淨虧損並無影響的重新分類，以符合本期

之呈報方式。 
 
 
新濠博亞娛樂截至二零一一年三月三十一日止第一季度之未經審核財務業績的全文，

已經以海外監管公告的形式於本公司網站(http://www.melco-group.com)及香港聯合交易

所有限公司之網站(http://www.hkex.com.hk)刊登，以便本公司股東參考。 
 
 

承董事會命 
新濠國際發展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曾源威 

 
 
 
 
 
香港，二零一一年五月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三名執行董事，分別為何猷龍先生（主席兼行政總裁）、徐

志賢先生及鍾玉文先生；一名非執行董事吳正和先生；以及三名獨立非執行董事，分

別為羅保爵士、沈瑞良先生及田耕熹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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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kex.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