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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濠國際發展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立之有限公司） 
網址：http://www.melco-group.com 

（股份代號：200） 
 

上市聯營公司 
— 新濠博亞娛樂有限公司 

截至二零一一年九月三十日止第三季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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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十日公佈其截至二零一一

年九月三十日止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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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十日公佈其截至二零一一年九月三十日止

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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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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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零一一年十一月十日公佈其截至二零

一一年九月三十日止第三季度之未經審核財務業績。新濠博亞娛樂是本公司擁有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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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濠博亞娛樂之二零一一年第三季度業績 
 
二零一一年第三季度之淨收益為 1,056,000,000 美元，較截至二零一零年同期的

727,000,000 美元錄得約 45%的增長。二零一一年第三季度之淨收益增長，主要得力於

集團旗下各項目之轉碼數及中場博彩額全線上升、中場博彩贏款率顯著改善，以及來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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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銷售、餐飲店及其他非博彩配套設施帶來可觀貢獻，包括來自水舞間的整個季度貢

獻。 
 
二零一一年第三季度之經調整 EBITDA（即扣除利息、稅項、折舊、攤銷、開業前成本、

發展成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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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300,000 美元，較二零一零年第三季度的經調整 EBITDA 136,300,000 美元增長

76%。盈利能力顯著提升，乃得力於新濠天地之中場業務持續保持改善、新濠天地和新

濠鋒的轉碼數強勁以及對博彩中介人佣金採取貫徹一致的政策，加上酒店、餐飲及水舞

間等非博彩業務之貢獻強勁，另一方面，新濠博亞娛樂亦繼續專注於全公司的成本監控

工作。 
 
按照美國公認會計原則，新濠博亞娛樂於二零一一年第三季度應佔之淨收入為

113,300,000 美元（或每份美國預託股份之淨收入為 0.21 美元），而新濠博亞娛樂於二

零一零年第三季度應佔之淨收入為 15,800,000 美元（或每份美國預託股份之淨收入為

0.03 美元）。二零一一年第三季度錄得淨收入，主要得力於各營運分部之博彩及非博彩

業務持續改善，當中尤以新濠天地為然，惟部份利好效益被以下因素所抵銷：高收益人

民幣債券之利息成本增加、水舞間之相關折舊開支增加、有關 Studio City 之土地使用權

的相關攤銷開支增加，以及建議在香港上市所應佔之交易成本。二零一一年第三季度內

非控股權益應佔之淨虧損 2,100,000 美元乃關於 Studio City。  
 
影響新濠博亞娛樂盈利之其他因素 
 
二零一一年第三季度之非營運開支總額為 36,900,000 美元，當中包括 30,700,000 美元之

淨利息開支、3,400,000 美元之其他融資費用、有關離岸現金結餘之 2,700,000 美元外匯

虧損，以及有關建議在香港上市之 4,200,000 美元相關交易成本，並由有關一項現行利

率掉期安排之公平值變動的 3,300,000 美元收益抵銷了部份影響。二零一一年第三季度

內並無資本化之利息。 
 
於二零一一年第三季度入賬之折舊及攤銷合共為 90,200,000 美元，當中 14,300,000 美元

與攤銷集團之博彩專營權有關，而 10,700,000 美元與攤銷土地使用權有關。折舊及攤銷

成本的按年增加，主要是關於水舞間整個季度之折舊以及 Studio City 之土地使用權攤銷

所致。 
 
新濠博亞娛樂之財務狀況及資本開支 
 
於二零一一年九月三十日之現金及現金等價物合共為 1,450,500,000 美元，包括

360,100,000 美元之受限制現金。於二零一一年第三季度結束時的債務合共為

2,400,000,000 美元，而於二零一一年九月三十日之總債務淨額對股東權益比率為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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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一一年第三季度之資本開支合共為 22,600,000 美元，其中 8,100,000 美元關於 Studio 
City 之設計及初期成本、4,900,000 美元關於發展新的摩卡娛樂場地點，其餘則主要關

於新濠天地之不同項目。 
 
新濠博亞娛樂之九個月業績 
 
截至二零一一年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新濠博亞娛樂錄得淨收益 2,800,000,000 美元，

而截至二零一零年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則為 1,900,000,000 美元。二零一一年首九個月

之經調整 EBITDA 為 577,900,000 美元，較二零一零年首九個月之經調整 EBITDA 
296,600,000 美元增長 95%。 
 
淨收益與經調整 EBITDA 均勝去年同期，主要得力於新濠天地及新濠鋒之博彩及非博彩

業務之營運業績均取得顯著改善。 
 
新濠博亞娛樂於二零一一年首九個月之應佔淨收入為 187,100,000 美元，而二零一零年

首九個月則錄得淨虧損 26,800,000 美元。新濠博亞娛樂於截至二零一一年九月三十日止

九個月期間之每份美國預託股份應佔淨收入為 0.35 美元，而二零一零年同期則錄得每

份美國預託股份之淨虧損為 0.05 美元。 
 
茲載列新濠博亞娛樂截至二零一一年九月三十日止第三季度之簡明綜合營運報表及二

零一一年九月三十日之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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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零一一年  二零一零年  二零一一年  二零一零年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運收益      

娛樂場 
 

$ 1,017,780  $ 706,876  $ 
 

2,710,141  
 

$ 1,811,715 

房間  26,491  20,412  
 

75,814   59,747 

餐飲  15,221  12,547  
 

44,550   39,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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娛樂、零售及其他  22,207  6,691  
 

63,386   17,452 

總收益  1,081,699  746,526  
 

2,893,891   1,928,867 

減：宣傳撥備  (25,742)  (19,544)  
 

(71,392)   (60,640)

淨收益  1,055,957  726,982  
 

2,822,499   1,868,227 

       
營運成本及開支       
 
娛樂場  (733,333)  (521,195)  

 
(2,007,096)   (1,387,025)

 
房間  (4,857)  (3,778)  

 
(13,881)   (10,545)

餐飲  (8,470)  (11,224)  
 

(25,013)   (26,554)

娛樂、零售及其他  (14,378)  (5,098)  
 

(43,536)   (9,241)

一般及行政  (57,221)  (51,802)  
 

(161,535)   (143,151)

開業前成本  (207)  (9,217)  
 

(1,492)   (16,199)

發展成本  -  -  
 

(1,110)   -

博彩專營權之攤銷  (14,309)  (14,309)  
 

(42,928)   (42,928)

土地使用權之攤銷  (10,743)  (4,881)  
 

(20,506)   (14,641)

折舊及攤銷  (65,106)  (58,860)  
 

(193,242)   (172,593)

物業支出及其他  -  (125)  
 

(1,025)   (91)

總營運成本及開支  (908,624)  (680,489)  
 

(2,511,364)   (1,822,968)

營運收入  147,333  46,493  
 

311,135   45,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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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營運開支       

利息開支淨額  (30,656)  (28,282)  
 

(84,652)   (65,048)

其他融資費用  (3,386)  (3,821)  
 

(12,067)   (6,441)
       
自累計其他綜合虧損中

將利率掉期協議之累計

虧損重新分類  -  -  
 

(4,310)   -

 
利率掉期協議之公平值

變動  3,294  -  
 

3,294   -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2,747)  786  

 
(2,556)   803 

上市開支  (4,160)  -  
 

(4,160)   -

其他收入淨額  725  552  
 

2,789   1,593 

償還債務之虧損  -  -  
 

(25,193)   -

與債務修訂有關之成本  -  -  
 

-   (3,156)

非營運開支總額  (36,930)  (30,765)  
 

(126,855)   (72,249)
未計所得稅之收入（虧

損）  110,403  15,728  
 

184,280   (26,990)

所得稅抵免  799  50  
 

730   193 

淨收入（虧損） 
 

$ 111,202  $ 15,778  $ 
 

185,010  
 

$ (26,797)

非控股權益應佔淨虧損  2,100  -  
 

2,100   -

       
新濠博亞娛樂有限公司

應佔淨收入（虧損）  113,302  15,778  
 

187,110   (26,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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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股份之新濠博亞娛

樂有限公司應佔淨收入

（虧損）：       

   基本  $ 0.071  $ 0.010  $
 

0.117  $ (0.017)

   攤薄 $ 0.070  $ 0.010  $
 

0.116  $ (0.017)

       
每份美國預託股份之新

濠博亞娛樂有限公司應

佔淨收入（虧損）：       

   基本  $ 0.212  $ 0.030  $
 

0.351  $ (0.050)

   攤薄 $ 0.210  $ 0.029  $
 

0.348  $ (0.050)

       
用於計算每股股份之新

濠博亞娛樂有限公司應

佔淨收入（虧損）之加

權平均股數：       

   基本   1,601,261,780  1,595,395,720  
 

1,600,181,191   1,595,319,936 

   攤薄  1,615,555,907  1,605,818,041  
 

1,613,038,355   1,595,319,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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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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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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0,386  
 

$ 441,923  

受限制現金  -   167,286  

應收賬款淨額  274,845   259,521  

應收聯屬公司款項  1,904   1,528  

應收所得稅  -   198  

存貨  14,722   14,990  

預付開支及其他流動資產  21,889   15,026  

總流動資產  1,403,746   900,472  

     

物業及設備淨額  2,661,227   2,671,895  

博彩專營權淨額  613,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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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629   95,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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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制現金 360,077 -

遞延稅項資產  -   25  

遞延融資費用  45,778   45,387  

土地使用權淨額  954,354   428,155  

總額 
 

$ 6,198,760  
 

$ 4,884,440  

     
負債及股東權益     

     
流動負債     

應付賬款 
 

$ 8,941  
 

$ 8,880  

應計開支及其他流動負債  631,068   462,084  

應付所得稅  1,451   934  

長期債務之即期部份  -   202,997  

應付聯屬公司款項  691   673  

應付股東款項  35   36  

總流動負債  642,186   675,604  

     

長期債務  2,321,062   1,521,251  

其他長期負債  27,404   6,496  

遞延稅項負債  71,254   18,010  

股東貸款  115,647   115,647  

 
應付土地使用權  55,301   24,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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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權益     

普通股  16,074   16,056  

庫存股份  (60)   (84)  

額外繳足股本  3,105,798   3,095,730  

累計其他綜合虧損  (1,059)   (11,345)  

累計虧損  (390,056)   (577,166)  

新濠博亞娛樂有限公司總股東權益  2,730,697   2,523,191  

非控股權益  235,209   -  

總權益  2,965,906   2,523,191  

總額 
 

$ 6,198,7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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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三十日止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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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一一年十一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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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