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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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表明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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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聯交所股份代號：6883）

二零一四年第三季度未經審計業績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條刊發。

新濠博亞娛樂有限公司（「新濠博亞娛樂」或「本公司」或「我們」）（香港聯交所：6883）
（納斯達克：MPEL）為一家於亞洲發展、擁有及經營娛樂場博彩及娛樂度假村業務的
公司，謹此發佈二零一四年第三季度未經審計財務業績，作為本公司在美國納斯達克
全球精選市場上市之美國預託股份（「美國預託股份」）的定期盈利披露。

該等未經審計業績乃按美國公認會計原則（「美國公認會計原則」）編製，於若干方面有
別於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第三季度的淨收益由二零一三年同期的1,252,700,000美元減少約10%
至1,124,100,000美元，主要是由於集團整體泥碼收益減少，惟部分被集團整體中場賭桌
博彩收益增長所抵銷。

二零一四年第三季度的經調整物業EBITDA(1)為305,700,000美元，較二零一三年第三季度
的經調整物業EBITDA 339,000,000美元按年減少10%，是由於集團整體泥碼下注額減少，
加上泥碼贏款百分比下降所致，惟部分被中場賭桌博彩分部的業務增長所抵銷。

按美國公認會計原則計算，新濠博亞娛樂於二零一四年第三季度應佔淨收入132,200,000美
元，或每股美國預託股份0.24美元，而二零一三年第三季度的應佔淨收入則為179,400,000
美元，或每股美國預託股份0.33美元。二零一四年第三季度非控制權益應佔淨虧損
23,600,000美元，與新濠影滙及新濠天地（馬尼拉）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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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濠博亞娛樂之聯席主席兼行政總裁何猷龍先生表示：「新濠博亞娛樂旗下之新濠天地
的中場業務在二零一四年第三季度表現卓越，縱然貴賓廳市場備受挑戰，公司仍繼續錄
得穩健的營運及財務業績。

「新濠天地在中場賭桌分部的市場佔有率穩步上揚，二零一四年第三季度的中場賭桌博
彩收益按年增長24.0%，高於16.2%的市場同期增長水平。憑藉其多元化的博彩及非博彩
設施配套，新濠天地將必繼續穩佔區內頂級綜合消閒娛樂度假村的領先位置。

「新濠博亞娛樂旗下各具特色的發展項目在期內進展順利。新濠天地豪華零售區擴建工
程及由札哈 • 哈蒂(Zaha Hadid)女爵士擔綱建築設計的新濠天地第五棟酒店大樓預計將分
別於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七年上半年開幕。這些發展項目將全面增強新濠天地的消閒
娛樂體驗，為旅客提供更豐富的博彩、酒店住宿、餐飲及零售選擇。

「作為公司於本澳的另一個大型綜合娛樂度假村，新濠影滙亦將如期於二零一五年年中
正式開幕。這個以娛樂設施為主、並以電影為主題的綜合娛樂度假村將為本澳以至區內
帶來前所未有的多元化娛樂體驗，吸引更廣闊的訪澳遊客。

「新濠博亞娛樂在澳門以外的首個發展項目將於十二月投入運作，並計劃於二零一五年
第一季度舉行隆重開幕典禮。這個位於馬尼拉娛樂城的綜合度假村項目滙聚眾多國際
知名品牌，並設有一系列多元化博彩及娛樂設施，將必令菲律賓成為亞洲熱門消閒娛樂
勝地之一。

「新濠博亞娛樂一直致力提升長遠的股東價值。除不斷優化現有營運組合外，本公司亦
積極在本澳及亞洲區內評估及物色有利的發展商機，同時透過以股息及╱或購回股份
的方式向股東回饋盈餘資本。

「澳門是全球最大及最具吸引力的博彩市場。作為中國唯一合法的博彩地區，本澳可全
力抓緊這個增長迅速、中高收入階層日益壯大的消費市場所帶來的機遇。加上具前瞻性
的區內發展和基建藍圖，定必為本澳帶來長遠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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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濠天地第三季度業績

二零一四年第三季度，新濠天地的淨收益為911,600,000美元，而二零一三年第三季度則
為958,300,000美元。新濠天地二零一四年第三季度的經調整EBITDA由二零一三年同期的
298,400,000美元減少8%至276,000,000美元。經調整EBITDA減少主要是由於泥碼下注額減
少，加上泥碼贏款百分比下降所致，惟部分被中場賭桌下注額增加及中場賭桌贏款百分
比上升所抵銷。

二零一四年第三季度的泥碼下注額共計17,300,000,000美元，而二零一三年第三季度則為
22,800,000,000美元。二零一四年第三季度的泥碼贏款百分比為2.7%，而二零一三年第三
季度則為3.0%。預期泥碼贏款百分比介乎2.7%至3.0%。

中場賭桌下注額由二零一三年第三季度的1,213,200,000美元增加10%至1,340,400,000美元。
二零一四年第三季度的中場賭桌贏款百分比為38.9%，較二零一三年第三季度的34.8%有
所增長。

二零一四年第三季度的博彩機處理額為1,551,700,000美元，較二零一三年第三季度的
1,242,500,000美元增長25%。

新濠天地二零一四年第三季度的非博彩收益總額由二零一三年第三季度的70,900,000美
元增至74,200,000美元。

澳門新濠鋒第三季度業績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季度，澳門新濠鋒的淨收益為160,400,000美元，而二零一三
年第三季度則為242,400,000美元。二零一四年第三季度，澳門新濠鋒的經調整EBITDA為
20,300,000美元，而二零一三年第三季度則為29,800,000美元。經調整EBITDA按年下跌主
要是由於泥碼收益及中場賭桌下注額減少，惟部分被中場賭桌贏款百分比增加所抵銷。

二零一四年第三季度的泥碼下注額共計7,200,000,000美元，而二零一三年第三季度則為
10,800,000,000美元。二零一四年第三季度的泥碼贏款百分比為2.7%，二零一三年第三季
度則為2.9%。預期泥碼贏款百分比介乎2.7%至3.0%。

二零一四年第三季度的中場賭桌下注額共計181,400,000美元，較二零一三年同期的
181,900,000美元略有減少。二零一四年第三季度的中場賭桌贏款百分比為16.2%，二零
一三年第三季度則為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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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新濠鋒二零一四年第三季度的非博彩收益總額為9,000,000美元，與二零一三年第三
季度的9,200,000美元基本持平。

摩卡娛樂場第三季度業績

摩卡娛樂場二零一四年第三季度的淨收益共計38,500,000美元，而二零一三年第三季度則
為38,600,000美元。摩卡娛樂場二零一四年第三季度的經調整EBITDA為9,900,000美元，
較二零一三年同期的11,200,000美元減少11%。

摩卡娛樂場二零一四年第三季度的博彩機數目平均約為1,300台，而二零一三年同期則
約為2,000台。博彩機數目減少主要是由於有四間娛樂場關閉，惟部分被分別於二零一三
年年底及二零一四年開業的兩間新娛樂場所抵銷。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季度，
每部博彩機的每日平均淨贏款為306美元，較二零一三年同期的218美元上升40%。

新濠天地（馬尼拉）第三季度業績

新濠天地（馬尼拉）二零一四年第三季度的全面綜合營運開支約為29,800,000美元，主要與
開業前成本、物業開支及其他以及以股份支付的薪酬有關，加上15,000,000,000菲律賓比
索優先票據的利息開支約5,300,000美元及與樓宇租約付款有關的資本租賃開支6,400,000
美元（已扣除資本化利息），導致二零一四年第三季度的淨虧損約為40,500,000美元。

影響盈利的其他因素

二零一四年第三季度的非營運淨開支總額為38,800,000美元，主要包括利息收入6,100,000
美元、利息開支（扣除資本化利息）34,100,000美元及其他財務成本11,300,000美元。我們
於二零一四年第三季度錄得資本化利息25,700,000美元，主要與新濠影滙、新濠天地（馬
尼拉）及新濠天地第五間酒店有關。非營運淨開支按年減少5,700,000美元主要是由於本
季度較高的利息收入及資本化利息所致，惟部分因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八日根據新
濠影滙項目融資提取全部延遲提取的定期貸款融資及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四日發行
的菲律賓票據而導致較高的利息開支所抵銷。

二零一四年第三季度折舊及攤銷成本合共為89,100,000美元，其中14,300,000美元與博彩
次特許經營權攤銷有關，而16,100,000美元則與土地使用權攤銷有關。

財務狀況及資本開支

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的現金及銀行結餘總額合共為4,200,000,000美元，包括原存款期
超過三個月的銀行存款100,000,000美元及主要與新濠影滙相關的受限制現金2,200,000,000
美元。二零一四年第三季度末的債務總額為4,000,000,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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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第三季度的資本開支為466,200,000美元，主要與新濠影滙、新濠天地（馬尼
拉）及新濠天地的若干項目（包括第五間酒店）有關。

新濠博亞娛樂的股東及有意投資者請注意，不應過分依賴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四年第三
季度及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未經審計盈利及財務資料，同時亦請注
意，所呈列財務資料乃按美國公認會計原則編製且未經審核，而美國公認會計原則於若
干方面或會有別於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因此，謹請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買賣本公司
證券時審慎行事。

電話會議資料

新濠博亞娛樂將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六日東岸時間上午八時三十分（香港時間晚上九時
三十分）舉行電話會議，討論二零一四年第三季度財務業績。如欲參與該電話會議，請
使用以下撥號詳情：

美國免費電話 1 800 742 9301
美國電話╱國際電話 1 845 507 1610
香港電話 852 3051 2792
香港免費電話 800 906 648
英國免費電話 080 823 41369
澳洲免費電話 1 800 725 000
菲律賓免費電話 1 800 161 20170

密碼 MPEL

閣下亦可訪問網站www.melco-crown.com收聽網上廣播。

如欲重溫電話會議錄音，請使用以下撥號詳情：

美國免費電話 1 855 452 5696
美國電話╱國際電話 1 646 254 3697
香港免費電話 800 963 117

會議號碼 23310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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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港聲明

本公告包含前瞻性聲明。該等聲明乃根據一九九五年美國私人證券訴訟改革法案(U.S. 
Private Securities Litigation Reform Act of 1995)中的「安全港」規定作出。本公司在向美國證
券交易委員會（「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提交的定期報告、向股東提交的年度報告、新聞
發佈、以及在本公司管理人員、董事或僱員向第三方提供的書面材料及口頭聲明中，亦
可能作出書面或口頭的前瞻性聲明。所有不是歷史事實的聲明，包括關於本公司的看法
和預期的聲明，均屬於前瞻性聲明。前瞻性聲明涉及內在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因素。許多
因素可導致實際結果與任何前瞻性聲明中所預期的結果有重大差異。該等因素包括但不
限於：(i)澳門及菲律賓博彩市場的增長及訪澳及訪菲人數的增長；(ii)資金及信貸市場的
波動；(iii)本地及環球經濟環境；(iv)本公司預期的增長策略；及(v)本公司的未來業務發
展、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該等前瞻性聲明可以通過如「可能」、「將要」、「預計」、「預
期」、「目標」、「旨在」、「估計」、「擬」、「計劃」、「相信」、「潛在」、「繼續」、「有望」或
其他類似用語來識別。有關上述風險、其他風險、不確定性或因素的資料詳載於本公司
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提交的存檔文件。除適用法律另有要求之外，本公告提供的任何
資料截至本公告發佈日期有效，本公司不承擔更新此等資料的任何義務。

非公認會計原則的財務指標

(1) 「經調整EBITDA」即扣除利息、稅項、折舊、攤銷、開業前成本、開發成本、物業開
支及其他、以股份支付的薪酬、出售持作出售資產的收益以及其他非營運收支前的
盈利。「經調整物業EBITDA」即扣除利息、稅項、折舊、攤銷、開業前成本、開發成
本、物業開支及其他、以股份支付的薪酬、出售持作出售資產的收益、企業及其他
開支以及其他非營運收支前的盈利。管理層認為經調整EBITDA及經調整物業EBITDA
普遍用於衡量博彩公司的表現並作為博彩公司的估值基準，故兩者專門作為補充披
露呈列。管理層使用經調整EBITDA及經調整物業EBITDA衡量各分部的營運表現，
並比較旗下物業與競爭對手的營運表現。本公司呈列經調整EBITDA及經調整物業
EBITDA亦是由於部分投資者會以經調整EBITDA及經調整物業EBITDA用作衡量一家
公司承擔及償還債務、撥付資本開支及滿足營運資金需求能力的指標。博彩公司過
往根據美國公認會計原則呈報經調整EBITDA及經調整物業EBITDA作為財務指標的
補充。然而，經調整EBITDA及經調整物業EBITDA不應作為營運收入以外的本公司表
現指標、經營業務現金流量以外的流動性指標，或任何其他根據美國公認會計原則
釐定指標以外的指標。與淨收入不同，經調整EBITDA及經調整物業EBITDA並不計
及折舊及攤銷或利息開支，因此並不反映現時或未來的資本開支或資本成本。為彌
補該等局限，本公司除利用經調整EBITDA及經調整物業EBITDA兩項比較工具外，
還結合美國公認會計原則指標，以協助評估營運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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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美國公認會計原則指標包括營運收入、淨收入、營運現金流量及現金流量數據。
本公司使用大量現金，包括資本開支、支付利息、償還債務本金、稅項及其他非經
常性費用，該等項目均不在經調整EBITDA或經調整物業EBITDA中反映。另外，本
公司計算經調整EBITDA及經調整物業EBITDA的方式可能與其他公司採用的計算方
式有所不同，因此可比較性有限。經調整EBITDA及經調整物業EBITDA與根據美國
公認會計原則計算及呈列最具比較性之財務指標的對賬，載於本公告之財務報表之
後。

(2) 「經調整淨收入」即扣除開業前成本、開發成本、物業開支及其他、償還債務虧損及
與債務變更有關的成本前的淨收入。管理層認為新濠博亞娛樂應佔經調整淨收入及
新濠博亞娛樂應佔經調整每股淨收入（「每股盈利」）普遍用於衡量博彩公司的表現並
作為博彩公司的估值基準，故兩者作為補充披露呈列。除根據美國公認會計原則所
計算的收入及每股盈利外，管理層及╱或部分投資者亦會以該等指標作為評估本公
司於不同期間業務之業績的額外基準。本公司計算新濠博亞娛樂應佔經調整淨收入
及新濠博亞娛樂應佔經調整每股淨收入的方式可能與其他公司採用的計算方式有所
不同，因此可比較性有限。新濠博亞娛樂應佔經調整淨收入與根據美國公認會計原
則計算及呈列最具比較性之財務指標的對賬，載於本公告之財務報表之後。

關於新濠博亞娛樂有限公司

新濠博亞娛樂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香港聯交所：6883）主
板上市及美國預託股份於納斯達克全球精選市場（納斯達克：MPEL）上市，為一家於
亞洲發展、擁有及經營娛樂場博彩及娛樂度假村業務的公司。新濠博亞娛樂目前經營
位於澳門氹仔的博彩酒店澳門新濠鋒(www.altiramacau.com)及位於澳門路氹城的博彩及
綜合娛樂場度假村新濠天地(www.cityofdreamsmacau.com)。新濠博亞娛樂的業務亦包括
澳門最大的非賭場博彩機業務摩卡娛樂場(www.mochaclubs.com)。本公司亦正在發展於
澳門路氹城以電影為主題的大型娛樂、零售及博彩綜合度假村新濠影滙項目。菲律賓
方面，Melco Crown (Philippines) Resorts Corporation的附屬公司MCE Leisure (Philippines) 
Corporation正於馬尼拉娛樂城發展並將獨家經營及管理賭場、酒店、零售及娛樂綜合度
假村新濠天地（馬尼拉）(www.cityofdreams.com.ph)。有關新濠博亞娛樂的更多資料，請瀏
覽www.melco-crow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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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濠博亞娛樂得到其主要股東的全力支持，兩個主要股東分別為新濠國際發展有限公
司（「新濠」）及Crown Resorts Limited（「Crown」）。新濠於香港聯交所上市，主要股東為何
猷龍先生，他本人亦為新濠博亞娛樂之聯席主席、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Crown為澳洲
證券交易所上市榜首五十家企業之一，由主席James Packer先生領導，他本人亦為新濠博
亞娛樂之聯席主席兼非執行董事。

投資者請聯絡：

Ross Dunwoody
投資者關係副主管
電話：+853 8868 7575或+852 2598 3689
電郵：rossdunwoody@melco-crown.com

傳媒查詢，請聯絡：

馬寶明
企業傳訊主管
電話：+853 8868 3767或+852 3151 3767
電郵：maggiema@melco-crown.com

承董事會命
新濠博亞娛樂有限公司
聯席主席兼行政總裁

何猷龍

澳門，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一名執行董事，即何猷龍先生（聯席主席兼行政總裁）；五名非執行董事，即James 

Douglas Packer先生（聯席主席）、王志浩先生、鍾玉文先生、William Todd Nisbet先生及Rowen Bruce Craigie先生；及
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James Andrew Charles MacKenzie先生、胡文新先生、徐耀華先生及Robert Wason Mactier先
生。

本公告兼備中英文版本，如有歧異，以英文版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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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濠博亞娛樂有限公司及附屬公司
簡明綜合營運報表

（以千美元為單位，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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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

營運收益
娛樂場 $ 1,083,955 $ 1,211,933 $ 3,569,443 $ 3,585,712
客房 33,901 31,766 100,900 94,114
餐飲 20,931 20,060 61,564 57,948
娛樂、零售及其他 30,178 30,065 83,169 75,995

    

收益總額 1,168,965 1,293,824 3,815,076 3,813,769
減：推廣優惠 (44,895) (41,158) (134,152) (121,151)

    

淨收益 1,124,070 1,252,666 3,680,924 3,692,618
    

營運成本及開支
娛樂場 (740,925) (846,859) (2,478,005) (2,519,605)
客房 (3,148) (3,240) (9,290) (9,249)
餐飲 (6,603) (6,544) (17,062) (20,424)
娛樂、零售及其他 (17,372) (16,169) (46,809) (47,237)
日常運營及行政 (84,717) (69,648) (224,783) (187,481)
開業前成本 (28,589) (4,122) (57,183) (10,768)
開發成本 (2,154) (1,019) (8,454) (21,004)
攤銷博彩次特許經營權 (14,309) (14,309) (42,928) (42,928)
攤銷土地使用權 (16,117) (16,116) (48,353) (48,156)
折舊及攤銷 (58,707) (65,245) (184,378) (195,950)
物業開支及其他 (3,742) (1,853) (5,689) (5,550)
出售持作出售資產的收益 — — 22,072 —

    

營運成本及開支總額 (976,383) (1,045,124) (3,100,862) (3,108,352)
    

營運收入 $ 147,687 $ 207,542 $ 580,062 $ 584,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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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

非營運收入（開支）
利息收入 $ 6,098 $ 2,344 $ 13,750 $ 4,398
利息開支（扣除資本化利息） (34,146) (36,989) (94,539) (119,521)
其他財務成本 (11,330) (11,435) (35,198) (32,228)
外滙收益（虧損）淨額 71 920 (1,680) (8,902)
其他淨收入 549 743 1,765 1,103
償還債務虧損 — — — (50,935)
與債務變更有關的成本 — — — (10,538)

    

非營運淨開支總額 (38,758) (44,417) (115,902) (216,623)
    

除所得稅前收入 108,929 163,125 464,160 367,643
所得稅（開支）抵免 (379) 686 (3,372) 2,042

    

淨收入 108,550 163,811 460,788 369,685
非控制權益應佔淨虧損 23,605 15,585 54,548 44,532

    

新濠博亞娛樂有限公司
　應佔淨收入 $  132,155 $  179,396 $  515,336 $  414,217

    

新濠博亞娛樂有限公司
　應佔每股淨收入：
　　基本 $  0.080 $  0.109 $  0.312 $  0.251

    

　　攤薄 $  0.079 $  0.108 $  0.309 $  0.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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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

新濠博亞娛樂有限公司
　應佔每股美國預託股份
　淨收入：
　　基本 $  0.240 $  0.326 $  0.936 $  0.753

    

　　攤薄 $  0.238 $  0.323 $  0.928 $  0.747
    

用於計算新濠博亞娛樂有限公司
　應佔每股淨收入的加權平均
　股份數目：
　　基本 1,652,484,854 1,650,444,726 1,652,090,303 1,649,220,823

    

　　攤薄 1,664,642,439 1,664,843,488 1,665,490,874 1,663,597,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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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濠博亞娛樂有限公司及附屬公司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以千美元為單位）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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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881,538 $ 1,381,757
原存款期超過三個月的銀行存款 110,616 626,940
受限制現金 1,603,739 770,294
應收賬款淨額 247,031 287,880
應收聯屬公司款項 43 23
遞延稅項資產 441 —
應收所得稅 42 18
存貨 19,948 18,169
預付開支及其他流動資產 89,371 54,898
持作出售的資產 — 8,468

  

流動資產總值 3,952,769 3,148,447
  

物業及設備淨值 4,154,428 3,308,846
博彩次特許經營權淨值 442,103 485,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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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130 345,667
受限制現金 560,577 373,371
遞延稅項資產 110 93
遞延融資成本 185,643 114,431
土地使用權淨值 903,306 951,618

  

資產總計 $ 10,610,201 $ 8,813,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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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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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843 $ 9,825
應計開支及其他流動負債 992,330 928,751
應付所得稅 7,026 6,584
一年內到期的資本租賃債務 28,317 27,265
長期債務的即期部分 262,704 262,566
應付聯屬公司款項 1,741 2,900
應付股東款項 — 79

  

流動負債總額 1,304,961 1,237,970
  

長期債務 3,703,126 2,270,894
其他長期負債 67,260 28,492
遞延稅項負債 60,108 62,806
一年後到期的資本租賃債務 262,405 253,029
應付土地使用權 3,788 35,466

股東權益
普通股 16,612 16,667
庫存股份 (52,330) (5,960)
額外實收資本 3,309,232 3,479,399
累計其他全面虧損 (18,700) (15,592)
保留溢利 1,173,470 772,156

  

新濠博亞娛樂有限公司的股東權益總額 4,428,284 4,246,670
非控制權益 780,269 678,312

  

權益總額 5,208,553 4,924,982
  

負債及權益總計 $ 10,610,201 $ 8,813,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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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濠博亞娛樂有限公司及附屬公司
新濠博亞娛樂有限公司應佔淨收入與新濠博亞娛樂有限公司應佔經調整淨收入的對賬

（以千美元為單位，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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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

新濠博亞娛樂有限公司
　應佔淨收入 $ 132,155 $ 179,396 $ 515,336 $ 414,217
　　開業前成本淨額 19,925 3,024 41,516 8,258
　　開發成本淨額 2,154 1,019 8,454 20,731
　　物業開支及其他淨額 2,666 1,853 4,613 5,550
　　償還債務虧損淨額 — — — 50,935
　　與債務變更有關的成本淨額 — — — 10,538

    

新濠博亞娛樂有限公司
　應佔經調整淨收入 $ 156,900 $ 185,292 $ 569,919 $ 510,229

    

新濠博亞娛樂有限公司
　應佔每股經調整淨收入：
　　基本 $ 0.095 $ 0.112 $ 0.345 $ 0.309

    

　　攤薄 $ 0.094 $ 0.111 $ 0.342 $ 0.307
    

新濠博亞娛樂有限公司
　應佔每股美國預託股份
　經調整淨收入：
　　基本 $ 0.285 $ 0.337 $ 1.035 $ 0.928

    

　　攤薄 $ 0.283 $ 0.334 $ 1.027 $ 0.920
    

用於計算新濠博亞娛樂有限公司
　應佔每股經調整淨收入的
　加權平均股份數目：
　　基本

1,652,484,854 1,650,444,726 1,652,090,303 1,649,220,823
    

　　攤薄 1,664,642,439 1,664,843,488 1,665,490,874 1,663,597,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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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濠博亞娛樂有限公司及附屬公司
營運收入（虧損）與經調整EBITDA及經調整物業EBITDA的對賬

（以千美元為單位）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澳門新濠鋒 摩卡娛樂場 新濠天地 新濠影滙
新濠天地
（馬尼拉） 企業及其他 總計

（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

營運收入（虧損） $ 14,155 $ 6,646 $ 222,298 $ (15,024) $ (29,812) $ (50,576) $ 147,687

　開業前成本 — 4 1,584 3,609 23,392 — 28,589
　開發成本 — — — — — 2,154 2,154
　折舊及攤銷 6,097 3,184 51,842 10,897 872 16,241 89,133
　以股份支付的薪酬 11 29 324 21 2,124 2,943 5,452
　物業開支及其他 — 41 — — 3,451 250 3,742

       

經調整EBITDA 20,263 9,904 276,048 (497) 27 (28,988) 276,757
　企業及其他開支 — — — — — 28,988 28,988

       

經調整物業EBITDA $ 20,263 $ 9,904 $ 276,048 $ (497) $ 27 $ — $ 305,745
　 　 　 　 　 　 　

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澳門新濠鋒 摩卡娛樂場 新濠天地 新濠影滙
新濠天地
（馬尼拉） 企業及其他 總計

（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

營運收入（虧損） $ 21,915 $ 7,932 $ 239,494 $ (11,881) $ (5,714) $ (44,204) $ 207,542

　開業前成本 — — — 688 3,417 17 4,122
　開發成本 — — — — — 1,019 1,019
　折舊及攤銷 7,845 2,980 57,071 10,883 299 16,592 95,670
　以股份支付的薪酬 45 40 245 — 1,925 2,774 5,029
　物業開支及其他 — 223 1,630 — — — 1,853

       

經調整EBITDA 29,805 11,175 298,440 (310) (73) (23,802) 315,235
　企業及其他開支 — — — — — 23,802 23,802

       

經調整物業EBITDA $ 29,805 $ 11,175 $ 298,440 $ (310) $ (73) $ — $ 339,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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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濠博亞娛樂有限公司及附屬公司
經調整EBITDA及經調整物業EBITDA與新濠博亞娛樂有限公司應佔淨收入的對賬

（以千美元為單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經調整物業EBITDA $ 305,745 $ 339,037
　企業及其他開支 (28,988) (23,802)

  

經調整EBITDA 276,757 315,235
　開業前成本 (28,589) (4,122)
　開發成本 (2,154) (1,019)
　折舊及攤銷 (89,133) (95,670)
　以股份支付的薪酬 (5,452) (5,029)
　物業開支及其他 (3,742) (1,853)
　利息及其他非營運開支淨額 (38,758) (44,417)
　所得稅（開支）抵免 (379) 686

  

淨收入 108,550 163,811
非控制權益應佔淨虧損 23,605 15,585

  

新濠博亞娛樂有限公司應佔淨收入 $ 132,155 $ 179,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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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濠博亞娛樂有限公司及附屬公司
營運收入（虧損）與經調整EBITDA及經調整物業EBITDA的對賬

（以千美元為單位）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澳門新濠鋒 摩卡娛樂場 新濠天地 新濠影滙
新濠天地
（馬尼拉） 企業及其他 總計

（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

營運收入（虧損） $ 49,921 $ 18,443 $ 739,455 $ (42,435) $ (55,554) $ (129,768) $ 580,062

　開業前成本 — 1,082 3,315 8,657 44,129 — 57,183
　開發成本 — — — — — 8,454 8,454
　折舊及攤銷 20,596 8,963 163,218 32,665 1,971 48,246 275,659
　以股份支付的薪酬 77 113 902 28 5,902 8,347 15,369
　物業開支及其他 — 1,231 757 — 3,451 250 5,689
　出售持作出售資產的收益 — — — — — (22,072) (22,072)

       

經調整EBITDA 70,594 29,832 907,647 (1,085) (101) (86,543) 920,344
　企業及其他開支 — — — — — 86,543 86,543

       

經調整物業EBITDA $ 70,594 $ 29,832 $ 907,647 $ (1,085) $ (101) $ — $ 1,006,887
       

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澳門新濠鋒 摩卡娛樂場 新濠天地 新濠影滙
新濠天地
（馬尼拉） 企業及其他 總計

（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

營運收入（虧損） $ 87,614 $ 19,771 $ 668,595 $ (35,587) $ (28,940) $ (127,187) $ 584,266

　開業前成本 — — 369 2,059 8,301 39 10,768
　開發成本 — — — — 17,216 3,788 21,004
　折舊及攤銷 23,599 8,915 171,287 32,649 711 49,873 287,034
　以股份支付的薪酬 112 99 643 — 1,988 7,327 10,169
　物業開支及其他 — 671 4,630 — — 249 5,550

       

經調整EBITDA 111,325 29,456 845,524 (879) (724) (65,911) 918,791
　企業及其他開支 — — — — — 65,911 65,911

       

經調整物業EBITDA $ 111,325 $ 29,456 $ 845,524 $ (879) $ (724) $ — $ 984,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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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濠博亞娛樂有限公司及附屬公司
經調整EBITDA及經調整物業EBITDA與新濠博亞娛樂有限公司應佔淨收入的對賬

（以千美元為單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經調整物業EBITDA $ 1,006,887 $ 984,702
　企業及其他開支 (86,543) (65,911)

  

經調整EBITDA 920,344 918,791
　開業前成本 (57,183) (10,768)
　開發成本 (8,454) (21,004)
　折舊及攤銷 (275,659) (287,034)
　以股份支付的薪酬 (15,369) (10,169)
　物業開支及其他 (5,689) (5,550)
　出售持作出售資產的收益 22,072 —
　利息及其他非營運開支淨額 (115,902) (216,623)
　所得稅（開支）抵免 (3,372) 2,042

  

淨收入 460,788 369,685
非控制權益應佔淨虧損 54,548 44,532

  

新濠博亞娛樂有限公司應佔淨收入 $ 515,336 $ 414,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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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濠博亞娛樂有限公司及附屬公司
補充數據附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客房統計數據：
　澳門新濠鋒
　　日均房租(3) $ 224 $ 223 $ 230 $ 228
　　每間可出租客房入住率 99% 99% 99% 99%
　　每間可出租客房收益(4) $ 222 $ 220 $ 228 $ 225

　新濠天地
　　日均房租(3) $ 194 $ 185 $ 196 $ 188
　　每間可出租客房入住率 100% 97% 99% 96%
　　每間可出租客房收益(4) $ 193 $ 180 $ 193 $ 181

其他資料：
　澳門新濠鋒
　　平均賭桌數目 126 165 135 169
　　每日每張賭桌贏款(5) $ 19,057 $ 22,413 $ 21,758 $ 23,781

　新濠天地
　　平均賭桌數目 495 456 490 454
　　平均博彩機數目 1,417 1,441 1,325 1,501
　　每日每張賭桌贏款(5) $ 21,709 $ 26,293 $ 24,805 $ 25,897
　　每日每部博彩機贏款(6) $ 449 $ 362 $ 477 $ 344

(3) 日均房租按客房總收益（包括推廣優惠的零售價值）除以入住客房總數（包括免租客房）計算
(4) 每間可出租客房收益按客房總收益（包括推廣優惠的零售價值）除以可出租客房總數計算
(5) 每日每張賭桌贏款並未扣除折扣及佣金
(6) 每日每部博彩機贏款並未扣除角子機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