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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co Crown Entertainment Limited
新 濠 博 亞 娛 樂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883）

海外監管公告

MCE Finance Limited 二零一二年第一季度未經審計財務報表

本公告乃根據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七日就發售優先票據訂立的契約條款，向 MCE Finance 
Limited二零一八年到期年息10.25%的600,000,000美元優先票據（「優先票據」）的持有人
提供 MCE Finance Limited 截至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第一個財政季度按綜合基準編製的
未經審計簡明財務報表。MCE Finance Limited 為新濠博亞娛樂有限公司的全資附屬公
司。

澳門，二零一二年五月三十日

截至本公告刊發日期，新濠博亞娛樂有限公司執行董事為何猷龍；非執行董事為 James Douglas Packer、王志浩、
鍾玉文、William Todd Nisbet 及 Rowen Bruce Craigie，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 James Andrew Charles MacKenzie、胡文
新、徐耀華及 Robert Wason Mactier。

本公告備有中英版本，如內容歧異，以英文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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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E Finance Limited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以千美元為單位）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計） （經審計）

資產

流動資產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 1,178,311 $ 1,014,033
應收賬款淨額 255,368 306,500
應收聯屬公司款項 218,104 211,989
存貨 15,074 15,258
預付開支及其他流動資產 20,070 15,070

  

流動資產總值 1,686,927 1,562,850
  

物業及設備淨值 2,447,640 2,481,571
博彩次特許經營權淨值 585,196 599,505
無形資產淨值 4,220 4,220
商譽 81,915 81,915
長期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資產 71,744 71,742
遞延融資成本 35,358 37,579
土地使用權淨值 406,159 408,630

  

總計 $ 5,319,159 $ 5,248,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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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計） （經審計）

負債及股東權益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 11,016 $ 12,023
應計開支及其他流動負債 559,948 527,164
應付股東款項 16,749 16,649
應付聯屬公司款項 9,139 47,844

  

流動負債總額 596,852 603,680
  

長期債務 1,608,088 1,607,895
其他長期負債 5,138 4,986
遞延稅項負債 16,790 16,900
應付土地使用權 — 8,281
股東墊款 940,716 988,052

股東權益
普通股 — —
額外實收資本 2,261,725 2,261,725
累計其他全面收入 2,635 2,635
累計虧損 (112,785) (246,142)

  

股東權益總額 2,151,575 2,018,218
  

總計 $ 5,319,159 $ 5,248,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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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E Finance Limited
簡明綜合營運報表（未經審計）

（以千美元為單位）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營運收益
娛樂場 $ 990,872 $ 770,873
客房 29,790 24,162
餐飲 17,416 15,353
娛樂、零售及其他 30,708 23,460

  

收益總額 1,068,786 833,848
減：推廣優惠 (31,869) (21,336)

  

淨收益 1,036,917 812,512
  

營運成本及開支
娛樂場 (702,930) (611,169)
客房 (4,130) (4,585)
餐飲 (8,152) (9,007)
娛樂、零售及其他 (14,348) (13,034)
日常營運及行政 (64,615) (54,138)
開業前成本 (527) (603)
攤銷博彩次特許經營權 (14,309) (14,309)
攤銷土地使用權 (4,913) (4,881)
折舊及攤銷 (66,331) (63,322)
物業開支及其他 (3,169) (25)

  

營運成本及開支總額 (883,424) (775,073)
  

營運收入 153,493 37,439
  

非營運開支
淨利息開支 (20,137) (26,538)
其他財務成本 (2,550) (4,156)
利率掉期協議的公平值變動 363 —
外滙收益淨額 2,078 392

  

非營運開支總額 (20,246) (30,302)
  

除所得稅前收入 133,247 7,137
所得稅抵免 110 195

  

淨收入 $ 133,357 $ 7,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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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E Finance Limited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未經審計）

（以千美元為單位）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1)

營運活動的現金流量
淨收入 $ 133,357 $ 7,332
淨收入與營運活動所得現金淨額對賬的調整：
　折舊及攤銷 85,553 82,512
　攤銷遞延融資成本 2,221 3,905
　攤銷應付優先票據貼現 193 174
　出售物業及設備的收益 (2) (15)
　呆賬撥備及直接撇銷 10,416 9,479
　利率掉期協議的公平值變動 (363) —
　營運資產及負債的變動：
　　應收賬款 41,383 (566)
　　應收聯屬公司款項 (6,115) 7,058
　　存貨 184 (339)
　　預付開支及其他流動資產 (5,000) (5,169)
　　長期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資產 (810) 586
　　應付賬款 (1,007) (77)
　　應計開支及其他流動負債 23,880 57,790
　　應付聯屬公司款項 (38,714) (5,449)
　　其他長期負債 152 205
　　遞延稅項負債 (110) (195)

  

營運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245,218 157,231
  

投資活動的現金流量
給予股東的墊款 (50,000) —
購買物業及設備 (22,174) (14,336)
土地使用權付款 (7,882) (7,582)
購買物業及設備的按金 (3,582) (1,006)
支付娛樂生產成本 (10) —
出售物業及設備所得款項 79 113
受限制現金的變動 — 21,788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83,569) (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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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1)

融資活動的現金流量
支付遞延融資成本 (18) (166)
股東墊款 2,547 1,603
應付股東款項 100 246
長期債務本金付款 — (35,618)

  

融資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2,629 (33,93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增加淨額 164,278 122,273
期初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14,033 410,767

  

期末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 1,178,311 $ 533,040
  

現金流量的補充披露
用於支付利息（扣除資本化利息）的現金 $ (6,236) $ (11,717)

非現金投資活動
以應計開支及其他流動負債撥付資金
　的建設成本以及物業及設備 $ 11,491 $ 308
以應計開支及其他流動負債撥付資金
　的土地使用權成本 $ 2,442 $ —
以股東墊款（給予股東的墊款）撥付資金
　的物業及設備成本 $ 117 $ —

  

(1) 二零一一年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重新分類以符合本期間的呈報，惟有關重新分類不會影響先前呈報的淨
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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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E Finance Limited受限制附屬公司集團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未經審計）

（以千美元為單位）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資產

流動資產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 1,178,311 $ 1,014,033
應收賬款淨額 255,368 306,500
應收聯屬公司款項 218,104 211,989
應收非綜合附屬公司款項 2 2
存貨 15,074 15,258
預付開支及其他流動資產 20,070 15,070

  

流動資產總值 1,686,929 1,562,852
  

物業及設備淨值 2,447,640 2,481,571
博彩次特許經營權淨值 585,196 599,505
無形資產淨值 4,220 4,220
商譽 81,915 81,915
長期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資產 71,744 71,742
於非綜合附屬公司的投資 106,147 56,146
遞延融資成本 35,358 37,579
土地使用權淨值 406,159 408,630

  

總計 $ 5,425,308 $ 5,304,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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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負債及股東權益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 11,016 $ 12,023
應計開支及其他流動負債 559,948 527,164
應付股東款項 16,743 16,643
應付聯屬公司款項 9,139 47,844

  

流動負債總額 596,846 603,674
  

長期債務 1,608,088 1,607,895
其他長期負債 5,138 4,986
遞延稅項負債 16,790 16,900
應付土地使用權 — 8,281
股東墊款 1,046,856 1,044,192

股東權益
普通股 — —
額外實收資本 2,261,725 2,261,725
累計其他全面收入 2,635 2,635
累計虧損 (112,770) (246,128)

  

股東權益總額 2,151,590 2,018,232
  

總計 $ 5,425,308 $ 5,304,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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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E Finance Limited受限制附屬公司集團
簡明綜合營運報表（未經審計）

（以千美元為單位）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營運收益
娛樂場 $ 990,872 $ 770,873
客房 29,790 24,162
餐飲 17,416 15,353
娛樂、零售及其他 30,708 23,460

  

收益總額 1,068,786 833,848
減：推廣優惠 (31,869) (21,336)

  

淨收益 1,036,917 812,512
  

營運成本及開支
娛樂場 (702,930) (611,169)
客房 (4,130) (4,585)
餐飲 (8,152) (9,007)
娛樂、零售及其他 (14,348) (13,034)
日常營運及行政 (64,615) (54,138)
開業前成本 (527) (603)
攤銷博彩次特許經營權 (14,309) (14,309)
攤銷土地使用權 (4,913) (4,881)
折舊及攤銷 (66,331) (63,322)
物業開支及其他 (3,169) (25)

  

營運成本及開支總額 (883,424) (775,073)
  

營運收入 153,493 37,439
  

非營運開支
淨利息開支 (20,137) (26,538)
其他財務成本 (2,550) (4,156)
利率掉期協議的公平值變動 363 —
外滙收益淨額 2,078 392

  

非營運開支總額 (20,246) (30,302)
  

除所得稅前收入 133,247 7,137
所得稅抵免 110 195

  

淨收入 $ 133,357 $ 7,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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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E Finance Limited受限制附屬公司集團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未經審計）

（以千美元為單位）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1)

營運活動的現金流量
淨收入 $ 133,357 $ 7,332
淨收入與營運活動所得現金淨額對賬的調整：
　折舊及攤銷 85,553 82,512
　攤銷遞延融資成本 2,221 3,905
　攤銷應付優先票據貼現 193 174
　出售物業及設備的收益 (2) (15)
　呆賬撥備及直接撇銷 10,416 9,479
　利率掉期協議的公平值變動 (363) —
　營運資產及負債的變動：
　　應收賬款 41,383 (566)
　　應收聯屬公司款項 (6,115) 7,058
　　存貨 184 (339)
　　預付開支及其他流動資產 (5,000) (5,169)
　　長期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資產 (810) 586
　　應付賬款 (1,007) (77)
　　應計開支及其他流動負債 23,880 57,790
　　應付聯屬公司款項 (38,714) (5,449)
　　其他長期負債 152 205
　　遞延稅項負債 (110) (195)

  

營運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245,218 157,231
  

投資活動的現金流量
給予非綜合附屬公司的墊款 (50,000) —
購買物業及設備 (22,174) (14,336)
土地使用權付款 (7,882) (7,582)
購買物業及設備的按金 (3,582) (1,006)
支付娛樂生產成本 (10) —
出售物業及設備所得款項 79 113
受限制現金的變動 — 21,788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83,569) (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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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1)

融資活動的現金流量
支付遞延融資成本 (18) (166)
股東墊款 2,547 1,603
應付股東款項 100 246
長期債務本金付款 — (35,618)

  

融資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2,629 (33,93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增加淨額 164,278 122,273
期初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14,033 410,767

  

期末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 1,178,311 $ 533,040
  

現金流量的補充披露
用於支付利息（扣除資本化利息）的現金 $ (6,236) $ (11,717)

非現金投資活動
以應計開支及其他流動負債撥付資金
　的建設成本以及物業及設備 $ 11,491 $ 308
以應計開支及其他流動負債撥付資金
　的土地使用權成本 $ 2,442 $ —
以股東墊款（給予股東的墊款）撥付資金
　的物業及設備成本 $ 117 $ —

  

(1) 二零一一年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重新分類以符合本期間的呈報，惟有關重新分類不會影響先前呈報的淨
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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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E Finance Limited
MCE Finance Limited受限制附屬公司集團與MCE Finance Limited

未經審計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的對賬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以千美元為單位）

非受限制附屬公司
 

MCE Finance
Limited

受限制附屬
公司集團
綜合總計

MPEL
(Delaware)

LLC

Melco Crown
(Macau

Peninsula)
Hotel Limited

Melco Crown
(Macau

Peninsula)
Developments

Limited 抵銷

MCE Finance
Limited
綜合總計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未經審計）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資產

流動資產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 1,178,311 $ $ $ $ $ 1,178,311
應收賬款淨額 255,368 255,368
應收聯屬公司款項 218,104 218,104
應收（應付）集團公司款項 — (1) (1) 2 —
應收非綜合附屬公司款項 2 (2) —
存貨 15,074 15,074
預付開支及其他流動資產 20,070 20,070

      

流動資產總值 1,686,929 — (1) (1) — 1,686,927
      

物業及設備淨值 2,447,640 2,447,640
博彩次特許經營權淨值 585,196 585,196
無形資產淨值 4,220 4,220
商譽 81,915 81,915
長期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資產 71,744 71,744
於非綜合附屬公司的投資 106,147 (106,147) —
遞延融資成本 35,358 35,358
土地使用權淨值 406,159 406,159

      

總計 $ 5,425,308 $ — $ (1) $ (1) $ (106,147) $ 5,319,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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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受限制附屬公司
 

MCE Finance
Limited

受限制附屬
公司集團
綜合總計

MPEL
(Delaware)

LLC

Melco Crown
(Macau

Peninsula)
Hotel Limited

Melco Crown
(Macau

Peninsula)
Developments

Limited 抵銷

MCE Finance
Limited
綜合總計

負債及股東權益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 11,016 $ $ $ $ $ 11,016
應計開支及其他流動負債 559,948 559,948
應付股東款項 16,743 3 3 16,749
應付聯屬公司款項 9,139 9,139

      

流動負債總額 596,846 — 3 3 — 596,852
      

長期債務 1,608,088 1,608,088
其他長期負債 5,138 5,138
集團公司墊款（給予集團公司的墊款） — 106,140 (106,140) —
遞延稅項負債 16,790 16,790
股東墊款 1,046,856 (106,140) 940,716

股東權益
普通股 — 1 3 3 (7) —
額外實收資本 2,261,725 2,261,725
累計其他全面收入 2,635 2,635
累計虧損 (112,770) (1) (7) (7) (112,785)

      

股東權益總額 2,151,590 — (4) (4) (7) 2,151,575
      

總計 $ 5,425,308 $ — $ (1) $ (1) $ (106,147) $ 5,319,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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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E Finance Limited
MCE Finance Limited受限制附屬公司集團與MCE Finance Limited

未經審計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的對賬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以千美元為單位）

 非受限制附屬公司
 

MCE Finance
Limited

受限制附屬
公司集團
綜合總計

MPEL 
(Delaware)

 LLC

Melco Crown
(Macau

Peninsula)
Hotel Limited

Melco Crown
(Macau

Peninsula)
Developments

Limited 抵銷

MCE Finance
Limited
綜合總計

簡明綜合營運報表（未經審計）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營運收益
娛樂場 $ 990,872 $ $ $ $ $ 990,872
客房 29,790 29,790
餐飲 17,416 17,416
娛樂、零售及其他 30,708 30,708

      

收益總額 1,068,786 — — — — 1,068,786
減：推廣優惠 (31,869) (31,869)

      

淨收益 1,036,917 — — — — 1,036,917
      

營運成本及開支
娛樂場 (702,930) (702,930)
客房 (4,130) (4,130)
餐飲 (8,152) (8,152)
娛樂、零售及其他 (14,348) (14,348)
日常營運及行政 (64,615) (64,615)
開業前成本 (527) (527)
攤銷博彩次特許經營權 (14,309) (14,309)
攤銷土地使用權 (4,913) (4,913)
折舊及攤銷 (66,331) (66,331)
物業開支及其他 (3,169) (3,169)

      

營運成本及開支總額 (883,424) — — — — (883,424)
      

營運收入 153,493 — — — — 153,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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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受限制附屬公司
 

MCE Finance
Limited

受限制附屬
公司集團
綜合總計

MPEL 
(Delaware)

 LLC

Melco Crown
(Macau

Peninsula)
Hotel Limited

Melco Crown
(Macau

Peninsula)
Developments

Limited 抵銷

MCE Finance
Limited
綜合總計

非營運開支
淨利息開支 (20,137) (20,137)
其他財務成本 (2,550) (2,550)
利率掉期協議的公平值變動 363 363
外滙收益淨額 2,078 2,078

      

非營運開支總額 (20,246) — — — — (20,246)
      

除所得稅前收入 133,247 — — — — 133,247

所得稅抵免 110 110
      

淨收入 $ 133,357 $ — $ — $ — $ — $ 133,3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