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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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第四季度及
全年未經審計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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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此發佈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第四季度及年度的未經審計財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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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準則於若
干方面有別於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該等按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編製的財務資料之重大差異的對賬將載於本公司不遲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呈報
的經審計初步業績公告。

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第四季度的淨收益由二零一三年同期的1,394,600,000美元減少約20%

至1,121,400,000美元，主要由於集團整體泥碼收益及中場賭桌博彩收益均減少所致。

二零一四年第四季度的經調整物業EBITDA(1)為278,600,000美元，較二零一三年第四季度
的經調整物業EBITDA 394,400,000美元按年減少29%，是由於集團整體泥碼下注額減少及
泥碼贏款百分比下降，加上中場賭桌博彩分部的業務減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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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美國公認會計原則計算，新濠博亞娛樂於二零一四年第四季度應佔淨收入為92,900,000

美元，或每股美國預託股份 0.17美元，而二零一三年第四季度的應佔淨收入則為
223,200,000美元，或每股美國預託股份0.41美元。二零一四年第四季度非控制權益應佔
淨虧損為26,300,000美元，與新濠影滙及新濠天地（馬尼拉）有關。

新濠博亞娛樂之聯席主席兼行政總裁何猷龍先生表示：「二零一四年是本澳充滿挑戰的
一年。然而，新濠博亞娛樂在年內的營運仍表現理想，並逐步實現長遠增長的目標，為
本公司奠定成功的基礎。

「在本澳方面，憑藉新濠博亞娛樂獨一無二的世界級娛樂項目、領先同儕的高端配套設
施以及優質服務水平，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第四季度進一步擴大於中場賭桌博彩分部
的市場份額。與此同時，新濠天地及澳門新濠鋒的泥碼業務調整策略亦持續為本公司帶
來增長動力，推動本公司在最近一個季度的市場份額增長。

「新濠博亞娛樂一直致力策略性地優化本公司在本澳的設施項目，包括將分別如期於二
零一六年上半年及二零一七年上半年開幕的新濠天地豪華零售區擴建工程及第五棟酒
店大樓，以確保本公司的營運資產在瞬息萬變的市場中繼續保持競爭力。

「本公司在本澳的另一個大型綜合度假村項目新濠影滙的工程進展順利，將按照其23億
美元的設計及建築預算如期於二零一五年第三季度隆重開幕。這個以荷里活為主題的
綜合度假村勢將為本澳旅遊業揭開更璀璨的新一頁，並進一步推動本澳成為亞洲首屈
一指的消閒、旅遊及娛樂之都。

「新濠影滙將會是本澳最多元化的娛樂度假村，提供多項前所未有的娛樂體驗，包括亞
洲最高的摩天輪、以華納兄弟為主題的家庭娛樂中心、設備完善的電視直播室、全球首
個蝙蝠俠電影專利的數碼動感遊戲、設有5,000個座位的多用途現場表演場地、魔術表
演場地，以及約1,600間酒店客房、豐富多樣的餐飲選擇及佔地約350,000平方呎的嶄新
主題購物空間。

「新濠天地（馬尼拉）已於二零一五年二月二日隆重開幕，標誌著新濠博亞娛樂正式躋身
為亞洲博彩及娛樂企業，並充分體現本公司矢志為菲律賓迅速發展的旅遊及休閒市場
引入最頂尖的娛樂、酒店、飲食及博彩體驗的承諾。

「新濠天地（馬尼拉）匯聚世界級著名品牌及娛樂設施，包括皇冠度假酒店、NOBU酒店
及馬尼拉新濠天地HYATT；佔地約50,000平方呎、以夢工場為主題的家庭娛樂中心；精
彩絕倫的娛樂熱點，包括Pangaea 及 Chaos夜店和各類現場演出；以及多元化的餐飲和零
售選擇及博彩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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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在本澳、馬尼拉或其他符合本公司嚴格投資標準的潛在博彩市場，新濠博亞娛
樂將繼續致力為亞洲旅客提供領先創新的娛樂體驗。

「我們深信，憑著其迅速壯大的中產階層及強勁的經濟增長，以本澳為中心的亞洲區依
然是全球增長最快及最重要的休閒旅遊市場。」

新濠天地第四季度業績

二零一四年第四季度，新濠天地的淨收益為895,500,000美元，而二零一三年第四季度則
為1,095,800,000美元。新濠天地二零一四年第四季度的經調整EBITDA由二零一三年同期
的347,700,000美元減少26%至258,000,000美元。經調整EBITDA減少主要是由於泥碼下注
額減少及泥碼贏款百分比下降，加上中場賭桌博彩收益減少所致。

二零一四年第四季度的泥碼下注額共計18,000,000,000美元，而二零一三年第四季度則為
25,600,000,000美元。二零一四年第四季度的泥碼贏款百分比為2.8%，而二零一三年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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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度的1,303,000,000美元增至1,315,400,000美元。二零
一四年第四季度的中場賭桌贏款百分比為36.4%，而二零一三年第四季度則為37.6%。

二零一四年第四季度的博彩機處理額為1,351,100,000美元，較二零一三年第四季度的
1,304,200,000美元增長4%。

新濠天地二零一四年第四季度的非博彩收益總額由二零一三年第四季度的70,900,000美
元增至71,500,000美元。

澳門新濠鋒第四季度業績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季度，澳門新濠鋒的淨收益為173,100,000美元，而二
零一三年第四季度則為247,600,000美元。二零一四年第四季度，澳門新濠鋒的經調整
EBITDA為14,200,000美元，而二零一三年第四季度則為36,000,000美元。經調整EBITDA

按年下跌主要是由於泥碼收益減少所致。

二零一四年第四季度的泥碼下注額共計8,100,000,000美元，而二零一三年第四季度則為
10,600,000,000美元。二零一四年第四季度的泥碼贏款百分比為2.6%，二零一三年第四季
度則為3.0%。預期泥碼贏款百分比介乎2.7%至3.0%。

二零一四年第四季度的中場賭桌下注額共計174,700,000美元，較二零一三年同期的
205,200,000美元有所減少。二零一四年第四季度的中場賭桌贏款百分比為18.4%，二零
一三年第四季度則為16.3%。



4

澳門新濠鋒二零一四年第四季度的非博彩收益總額為9,300,000美元，而二零一三年第四
季度則為9,700,000美元。

摩卡娛樂場第四季度業績

摩卡娛樂場二零一四年第四季度的淨收益共計32,800,000美元，而二零一三年第四季度則
為38,800,000美元。摩卡娛樂場二零一四年第四季度的經調整EBITDA為6,500,000美元，
而二零一三年同期則為10,800,000美元。

摩卡娛樂場二零一四年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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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台。博彩機數目減少主要是由於有四間娛樂場關閉，惟部分被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開業的摩卡娛樂場及二零一四年年中開業的另一間新娛樂場所抵銷。截至二零
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季度，每部博彩機的每日平均淨贏款為261美元，較二零一三
年同期的246美元上升6%。

新濠天地（馬尼拉）第四季度業績

新濠天地（馬尼拉）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四日開始營運。新濠天地（馬尼拉）二零一四年
第四季度的全面綜合經調整EBITDA為100,000美元。連同開業前成本、折舊及攤銷以及
根據合作安排付予菲律賓訂約方的款項及付予Belle Corporation的土地租金共1,800,000美
元，新濠天地（馬尼拉）二零一四年第四季度分別產生營運虧損約36,600,000美元及淨虧損
約48,600,000美元，主要因15,000,000,000菲律賓比索優先票據的利息開支約5,200,000美元
及與樓宇租約付款有關的資本租賃開支6,100,000美元（已扣除資本化利息）所致。

影響盈利的其他因素

二零一四年第四季度的非營運淨開支總額為39,000,000美元，主要包括利息收入6,300,000

美元、利息開支（扣除資本化利息）29,600,000美元及其他財務成本11,800,000美元。我們
於二零一四年第四季度錄得資本化利息34,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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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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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部分因提取新濠影滙1,300,000,000美元的定
期貸款融資及發行15,000,000,000菲律賓比索優先票據而導致較高的利息開支所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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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第四季度折舊及攤銷合共為92,7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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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現金及銀行結餘總額合共為3,500,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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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000,000美元。二零一四年第四季度末的債務總額為3,900,000,000美元。

二零一四年第四季度的資本開支為599,9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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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業績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新濠博亞娛樂錄得淨收益4,800,000,000美元，而
去年則為5,100,000,000美元。淨收益按年減少主要是由於集團整體泥碼收益減少所致，
惟部分被集團整體中場賭桌博彩收益增加所抵銷。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調整物業EBITDA為1,285,500,000美元，而二
零一三年的經調整物業EBITDA則為1,379,100,000美元。經調整物業EBITDA按年減少主要
是由於集團整體泥碼下注額減少及泥碼贏款百分比下降所致，惟部分被集團整體中場
賭桌博彩收益增加所抵銷。

按美國公認會計原則計算，新濠博亞娛樂二零一四年應佔淨收入為608,300,000美元，或
每股美國預託股份1.11美元，而二零一三年同期應佔淨收入為637,500,000美元，或每股
美國預託股份1.16美元。

新濠博亞娛樂股東及有意投資者務請注意，不應過分依賴本公司二零一四年第四季度及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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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電話會議資料

新濠博亞娛樂將於二零一五年二月十二日（星期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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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二零一四年第四季度財務業績。如欲參與該電話
會議，請使用以下撥號詳情：

美國免費電話 1 866 519 4004

美國電話╱國際電話 1 845 675 0437

香港電話 852 3018 6771

香港免費電話 800 906 601

英國免費電話 080 823 46646

澳洲免費電話 1 800 457 076

菲律賓免費電話 1 800 165 1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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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455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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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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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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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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合作安排付予菲律賓訂約方（「菲律賓訂約方」）
的款項、付予Belle Corporation的土地租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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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予菲律賓訂約方的款項、
付予Belle Corporation的土地租金、出售持作出售資產的收益、企業及其他開支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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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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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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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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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亦正於澳門路氹城發展以電影為
主題的大型娛樂、零售及博彩綜合度假村新濠影滙項目(www.studiocity-macau.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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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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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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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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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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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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審計）

營運收益
娛樂場 $ 1,084,741 $ 1,355,775 $ 4,654,184 $ 4,941,487

客房 35,527 33,547 136,427 127,661

餐飲 23,331 20,932 84,895 78,880

娛樂、零售及其他 25,248 27,744 108,417 103,739
    

收益總額 1,168,847 1,437,998 4,983,923 5,251,767

減：推廣優惠 (47,462) (43,438) (181,614) (164,589)
    

淨收益 1,121,385 1,394,560 4,802,309 5,087,178
    

營運成本及開支
娛樂場 (768,399) (933,131) (3,246,404) (3,452,736)

客房 (3,379) (3,262) (12,669) (12,511)

餐飲 (6,451) (8,690) (23,513) (29,114)

娛樂、零售及其他 (15,264) (16,975) (62,073) (64,212)

日常運營及行政 (86,913) (68,299) (311,696) (255,780)

付予菲律賓訂約方的款項 (870) — (870) —

開業前成本 (36,787) (6,246) (93,970) (17,014)

開發成本 (2,280) (5,293) (10,734) (26,297)

攤銷博彩次特許經營權 (14,309) (14,309) (57,237) (57,237)

攤銷土地使用權 (16,118) (16,115) (64,471) (64,271)

折舊及攤銷 (62,308) (65,348) (246,686) (261,298)

物業開支及其他 (3,009) (1,334) (8,698) (6,884)

出售持作出售資產的收益 — — 22,072 —
    

營運成本及開支總額 (1,016,087) (1,139,002) (4,116,949) (4,247,354)
    

營運收入 $ 105,298 $ 255,558 $ 685,360 $ 839,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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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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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審計）

非營運收入（開支）
利息收入 $ 6,275 $ 3,262 $ 20,025 $ 7,660

利息開支（扣除資本化利息） (29,551) (33,139) (124,090) (152,660)

其他財務成本 (11,833) (11,574) (47,031) (43,802)

外滙虧損淨額 (4,475) (1,854) (6,155) (10,756)

其他淨收入 548 558 2,313 1,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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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36) (42,747) (154,938) (259,370)
    

除所得稅前收入 66,262 212,811 530,422 580,454

所得稅抵免（開支） 336 (4,483) (3,036) (2,441)
    

淨收入 66,598 208,328 527,386 578,013

非控制權益應佔淨虧損 26,346 14,918 80,894 59,450
    

新濠博亞娛樂有限公司
　應佔淨收入 $ 92,944 $ 223,246 $ 608,280 $ 637,463

    

新濠博亞娛樂有限公司
　應佔每股淨收入：
　　基本 $ 0.057 $ 0.135 $ 0.369 $ 0.386

    

　　攤薄 $ 0.056 $ 0.134 $ 0.366 $ 0.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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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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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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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170 $ 0.406 $ 1.108 $ 1.159

    

　　攤薄 $ 0.169 $ 0.402 $ 1.099 $ 1.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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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6,531,029 1,651,037,173 1,647,571,547 1,649,678,643

    

　　攤薄 1,648,055,645 1,665,983,630 1,660,503,130 1,664,198,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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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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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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597,6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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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7,034 770,294

應收賬款淨額 253,665 287,880

應收聯屬公司款項 1,079 23

遞延稅項資產 532 —

應收所得稅 15 18

存貨 23,111 18,169

預付開支及其他流動資產 69,254 54,898

持作出售的資產 — 8,468
  

流動資產總值 3,502,961 3,148,447
  

物業及設備淨值 4,696,391 3,308,846

博彩次特許經營權淨值 427,794 485,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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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558 345,667

受限制現金 369,549 373,371

遞延稅項資產 115 93

遞延融資成本 174,872 114,431

土地使用權淨值 887,188 951,618
  

資產總計 $ 10,432,563 $ 8,813,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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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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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4,428 $ 9,825

應計開支及其他流動負債 1,005,720 928,751

應付所得稅 6,621 6,584

一年內到期的資本租賃債務 23,512 27,265

長期債務的即期部分 262,750 262,566

應付聯屬公司款項 3,626 2,900

應付股東款項 — 79
  

流動負債總額 1,316,657 1,237,970
  

長期債務 3,640,031 2,270,894

其他長期負債 93,441 28,492

遞延稅項負債 58,949 62,806

一年後到期的資本租賃債務 278,027 253,029

應付土地使用權 3,788 35,466

股東權益
普通股 16,337 16,667

庫存股份 (33,167) (5,960)

額外實收資本 3,092,943 3,479,399

累計其他全面虧損 (17,149) (15,592)

保留溢利 1,227,177 772,156
  

新濠博亞娛樂有限公司的股東權益總額 4,286,141 4,246,670

非控制權益 755,529 678,312
  

權益總額 5,041,670 4,924,982
  

負債及權益總計 $ 10,432,5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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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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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2,944 $ 223,246 $ 608,280 $ 637,463

　開業前成本淨額 25,086 4,650 66,602 12,908

　開發成本淨額 2,280 5,293 10,734 26,024

　物業開支及其他淨額 2,992 1,334 7,605 6,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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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3,302 $ 234,523 $ 693,221 $ 744,752

    

新濠博亞娛樂有限公司
　應佔每股經調整淨收入：
　　基本 $ 0.075 $ 0.142 $ 0.421 $ 0.451

    

　　攤薄 $ 0.075 $ 0.141 $ 0.417 $ 0.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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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226 $ 0.426 $ 1.262 $ 1.354

    

　　攤薄 $ 0.224 $ 0.422 $ 1.252 $ 1.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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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6,531,029 1,651,037,173 1,647,571,547 1,649,678,643

    

　　攤薄 1,648,055,645 1,665,983,630 1,660,503,130 1,664,198,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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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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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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538 $ 3,315 $ 203,073 $ (18,240) $ (36,634) $ (53,754) $ 105,298

　付予菲律賓訂約方
　　的款項 — — — — 870 — 870
　付予Belle Corporation的
　　土地租金 — — — — 884 — 884
　開業前成本 — — 367 7,114 28,570 — 36,051
　開發成本 — — — — — 2,280 2,280
　折舊及攤銷 6,646 3,215 51,274 10,893 4,396 16,311 92,735
　以股份支付的薪酬 17 6 287 22 1,965 2,735 5,032
　物業開支及其他 — (31) 2,984 — 56 — 3,009       

經調整EBITDA 14,201 6,505 257,985 (211) 107 (32,428) 246,159
　企業及其他開支 — — — — — 32,428 32,428       

經調整物業EBITDA $ 14,201 $ 6,505 $ 257,985 $ (211) $ 107 $ — $ 278,587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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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8,182 $ 6,830 $ 289,958 $ (11,860) $ (8,292) $ (49,260) $ 255,558

　付予Belle Corporation的
　　土地租金 — — — — 903 — 903
　開業前成本 — — 27 797 4,503 16 5,343
　開發成本 — — — — 740 4,553 5,293
　折舊及攤銷 7,810 2,972 57,094 10,883 476 16,537 95,772
　以股份支付的薪酬 23 43 195 — 1,791 2,766 4,818
　物業開支及其他 — 921 413 — — — 1,334       

經調整EBITDA 36,015 10,766 347,687 (180) 121 (25,388) 369,021
　企業及其他開支 — — — — — 25,388 25,388       

經調整物業EBITDA $ 36,015 $ 10,766 $ 347,687 $ (180) $ 121 $ — $ 394,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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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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經調整物業EBITDA $ 278,587 $ 394,409

　企業及其他開支 (32,428) (25,388)
  

經調整EBITDA 246,159 369,021

　付予菲律賓訂約方的款項 (870) —

　付予Belle Corporation的土地租金 (884) (903)

　開業前成本 (36,051) (5,343)

　開發成本 (2,280) (5,293)

　折舊及攤銷 (92,735) (95,772)

　以股份支付的薪酬 (5,032) (4,818)

　物業開支及其他 (3,009) (1,334)

　利息及其他非營運開支淨額 (39,036) (42,747)

　所得稅抵免（開支） 336 (4,483)
  

淨收入 66,598 208,328

非控制權益應佔淨虧損 26,346 14,918
  

新濠博亞娛樂有限公司應佔淨收入 $ 92,944 $ 223,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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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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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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7,459 $ 21,758 $ 942,528 $ (60,675) $ (92,188) $ (183,522) $ 685,360

　付予菲律賓訂約方
　　的款項 — — — — 870 — 870
　付予Belle Corporation的
　　土地租金 — — — — 3,562 — 3,562
　開業前成本 — 1,082 3,682 15,771 70,021 — 90,556
　開發成本 — — — — — 10,734 10,734
　折舊及攤銷 27,242 12,178 214,492 43,558 6,367 64,557 368,394
　以股份支付的薪酬 94 119 1,189 50 7,867 11,082 20,401
　物業開支及其他 — 1,200 3,741 — 3,507 250 8,698
　出售持作出售資產
　　的收益 — — — — — (22,072) (22,072)       

經調整EBITDA 84,795 36,337 1,165,632 (1,296) 6 (118,971) 1,166,503
　企業及其他開支 — — — — — 118,971 118,971       

經調整物業EBITDA $ 84,795 $ 36,337 $ 1,165,632 $ (1,296) $ 6 $ — $ 1,285,474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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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5,796 $ 26,601 $ 958,553 $ (47,447) $ (37,232) $ (176,447) $ 839,824

　付予Belle Corporation的
　　土地租金 — — — — 3,045 — 3,045
　開業前成本 — — 396 2,856 10,662 55 13,969
　開發成本 — — — — 17,956 8,341 26,297
　折舊及攤銷 31,409 11,887 228,381 43,532 1,187 66,410 382,806
　以股份支付的薪酬 135 142 838 — 3,779 10,093 14,987
　物業開支及其他 — 1,592 5,043 — — 249 6,884       

經調整EBITDA 147,340 40,222 1,193,211 (1,059) (603) (91,299) 1,287,812
　企業及其他開支 — — — — — 91,299 91,299       

經調整物業EBITDA $ 147,340 $ 40,222 $ 1,193,211 $ (1,059) $ (603) $ — $ 1,37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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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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經調整物業EBITDA $ 1,285,474 $ 1,379,111

　企業及其他開支 (118,971) (91,299)
  

經調整EBITDA 1,166,503 1,287,812

　付予菲律賓訂約方的款項 (870) —

　付予Belle Corporation的土地租金 (3,562) (3,045)

　開業前成本 (90,556) (13,969)

　開發成本 (10,734) (26,297)

　折舊及攤銷 (368,394) (382,806)

　以股份支付的薪酬 (20,401) (14,987)

　物業開支及其他 (8,698) (6,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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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938) (259,370)

　所得稅開支 (3,036) (2,441)
  

淨收入 527,386 578,013

非控制權益應佔淨虧損 80,894 59,450
  

新濠博亞娛樂有限公司應佔淨收入 $ 608,280 $ 637,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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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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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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35 $ 234 $ 232 $ 230

　　每間可出租客房入住率 99% 99% 99% 99%

　　每間可出租客房收益(4) $ 233 $ 233 $ 229 $ 227

　新濠天地
　　日均房租(3) $ 200 $ 193 $ 197 $ 189

　　每間可出租客房入住率 100% 98% 99% 97%

　　每間可出租客房收益(4) $ 200 $ 190 $ 195 $ 183

其他資料：
　澳門新濠鋒
　　平均賭桌數目 122 155 131 165

　　每日每張賭桌贏款(5) $ 21,983 $ 24,187 $ 21,810 $ 23,877

　新濠天地
　　平均賭桌數目 501 467 493 457

　　平均博彩機數目 1,350 1,371 1,331 1,469

　　每日每張賭桌贏款(5) $ 21,487 $ 29,446 $ 23,955 $ 26,810

　　每日每部博彩機贏款(6) $ 427 $ 418 $ 464 $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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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