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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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SANDS CHINA LTD.
金沙中國有限公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928）

股價敏感資料
本公司控股股東  L A S  V E G A S  S A N D S  C O R P .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第一個財政季度業績

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條刊發本公告。

本公司控股股東Las Vegas Sands Corp.（「LVSC」）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或前後（香
港時間上午四時正）宣佈其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一個財政季度的財務業
績。

金沙中國有限公司*（「我們」或「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09條刊發本公告。

本公司控股股東 LVSC 是一家在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紐約證交所」）上市的公司。於本
公告日期，LVSC 實益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70.3%的權益。

LVSC 根據適用於公開買賣的紐約證交所上市公司之持續披露責任向美國證券及交易委
員會（「美國證交會」）存檔季度報告及年度報告，包括季度及年度財務資料及10-Q表和
10-K表項下各自的若干營運統計數字。該等存檔包括有關LVSC的澳門業務（該澳門業務
由本公司擁有）的分部財務資料，而該等存檔可於公開領域查閱。

LVSC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或前後（香港時間上午四時正）宣佈其截至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第一個財政季度的財務業績（「季度財務業績」），舉行其二零一二年第
一個財政季度盈利發佈電話會議（「盈利發佈會」），並將第一季業績圖表（「圖表」）刊載
於其網站。　閣下如欲審閱由 LVSC 編製並向美國證交會存檔的季度財務業績，請瀏覽
http://www.sec.gov/Archives/edgar/data/1300514/000095014212000980/eh1200585_ex9901.
htm或http://investor.lasvegassands.com/releasedetail.cfm?ReleaseID=667395。　閣 下
如 欲 審 閱 圖 表， 請 瀏 覽http://investor.lasvegassands.com/common/download/download.
cfm?companyid=ABEA-242MDE&fileid=563030&filekey=5B0DA4DB-DD7F-47B7-B8CB-
256A7DFF3A9C&filename=LVS_1Q12_Earnings_Call_Deck_v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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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SC 及其綜合附屬公司的財務業績（包括於季度財務業績、盈利發佈會及圖表中所述
者）乃根據美國公認會計原則（「美國公認會計原則」）編製，該原則與我們在編製及呈列
本公司的獨立財務業績及有關財務資料時所受限於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
告準則」）不同。因此，於季度財務業績、盈利發佈會及圖表所載的財務業績及有關資料
與本公司作為一家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的公司所披露的財務業績及有
關財務資料不可作直接比較。特別是於季度財務業績、盈利發佈會及圖表中呈列的日均
房租（「日均房租」）及平均客房收入（「平均客房收入」）乃根據美國公認會計原則所呈報
的客房總收益（包括計入客房收益的相關推廣優惠）計算。根據美國公認會計原則，收益
淨額乃將總收益扣除推廣優惠呈列。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客房收益不包括該等推廣
優惠。務請本公司股東及本公司普通股潛在投資者注意，於季度財務業績、盈利發佈會
及圖表所載有關本公司經營業績的綜合財務業績及有關財務資料並非由本公司編製或
呈列，本公司並無表示或保證本公司的財務業績及有關財務資料將與於季度財務業績、
盈利發佈會及圖表中所呈列者相同。

為確保本公司所有股東及本公司普通股潛在投資者均平等及適時地獲得有關本公司的
資料，LVSC 於季度財務業績、盈利發佈會及圖表中所述有關本公司及我們於澳門業務
的財務業績及有關財務資料的摘要及要項載列如下：

季度財務業績摘要

第一季概覽

在澳門，我們的物業組合博彩額全線錄得大幅增長，而經調整物業EBITDA達到
456,400,000美元，創下新高，經調整物業 EBITDA 利潤率達到32.1%。利潤率較高的中場
博彩桌及角子機業務強勁增長，連同綜合度假村業務模式的重要非博彩部分（酒店、零
售、購物中心及會議）的貢獻，繼續帶動收益及 EBITDA 增長。另外，我們欣然宣佈，
為增加貴賓市場環節產品供應所作的初步投資，為季度經營業績取得顯著的成績，澳門
四季酒店及百利宮娛樂場的轉碼金額較上年同季增加220%，季度 EBITDA 達67,500,000
美元，創下新高。我們預期，隨着澳門旗下物業組合增添更一流的貴賓設施及服務，在
貴賓環節的各種安排於未來將為我們帶來更多的禆益。

公司史上最大型綜合度假村發展項目金沙城中心首期於四月十一日成功開業，令我們
感到非常振奮。金沙城中心座落於路氹金光大道中心，位於澳門威尼斯人、澳門四季酒
店及百利宮娛樂場的對面，令路氹金光大道上業務規模顯著擴充，有關設施和景點加大
和深化澳門對商務和休閒旅客的吸引力。重要的是，金沙城中心竣工後將包括約6,400
間酒店客房，為澳門會議、獎勵及展覽活動業務的未來增長及不斷完善發展建立重要的
基礎。我們有信心，金沙城中心將為對澳門具重要性的超過一晚留宿商務與休閒到訪提
供一定的貢獻，並建造突出的平台，為本公司帶來業務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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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中國有限公司*的綜合財務業績

根據美國公認會計原則，金沙中國有限公司*的總收益淨額由二零一一年第一季的
1,160,000,000美元增至二零一二年第一季的1,450,000,000美元，增幅為25.0%。金沙中國
有限公司*經調整物業 EBITDA 由二零一一年第一季的373,800,000美元，增至二零一二
年第一季的450,600,000美元，增幅為20.5%。金沙中國有限公司*的收入淨額由二零一一
年第一季的262,100,000美元，上升至二零一二年第一季的277,400,000美元，增幅為5.8%。

澳門威尼斯人第一季經營業績

澳門威尼斯人的入場人次持續暢旺，財務表現強勁。該物業的經調整物業 EBITDA 錄
得 281,900,000美元，較二零一一年第一季的 228,400,000美元上升 23.4%。經調整物業 
EBITDA 利潤率於二零一二年第一季為36.5%。澳門威尼斯人的各業務分部的博彩額穩健
增長。非轉碼入箱數目於季內升至創紀錄的1,110,000,000美元，較上年同季增加12.7%。
非轉碼贏額百分比為30.7%。轉碼金額於季內增加11.4%至創紀錄的13,800,000,000美元，
而角子機收入總額為1,240,000,000美元，亦創新高，較上年季度上升67.0%。由於日均房
租及入住率增加，平均客房收入增加15.7%，錄得228美元的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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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概述澳門威尼斯人二零一二年第一季與二零一一年第一季的主要經營業績比較：

澳門威尼斯人業務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除百分比及基點外，
 以百萬美元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金額變動 變動

    

收益：
 娛樂場 $ 673.9 $ 553.4 $ 120.5 21.8%
 客房 59.0 50.2 8.8 17.5%
 餐飲 22.5 18.3 4.2 23.0%
 購物中心 26.1 23.0 3.1 13.5%
 會議、零售及其他 23.1 13.6 9.5 69.9%
 減 — 推廣優惠 (31.8) (20.2) (11.6) -57.4%

   

收益淨額 $ 772.8 $ 638.3 $ 134.5 21.1%

經調整物業 EBITDA $ 281.9 $ 228.4 $ 53.5 23.4%
 EBITDA 利潤率 36.5% 35.8% 0.7點

經營收入 $ 198.6 $ 180.8 $ 17.8 9.8%

博彩統計數據
（除百分比及基點外，
 以百萬美元計）

轉碼下注額 $ 13,801.6 $ 12,389.0 $ 1,412.6 11.4%
 轉碼贏額百分比(1) 2.93% 2.69% 0.24點

非轉碼入箱數目 $ 1,105.6 $ 980.6 $ 125.0 12.7%
 非轉碼贏額百分比(2) 30.7% 27.9% 2.8點

角子機收入總額 $ 1,240.8 $ 743.1 $ 497.7 67.0%
 角子機贏款率(3) 5.6% 6.9% -1.3點

酒店統計數據

入住率 93.4% 86.5% 6.9點
日均房租（「日均房租」） $ 244 $ 227 $ 17 7.5%
平均客房收入（「平均客房收入」）$ 228 $ 197 $ 31 15.7%

(1) 與預期轉碼贏額百分比介乎2.7%至3.0%比較（未計折扣及佣金）。

(2) 與澳門威尼斯人最近連續12個月27.3%的非轉碼贏額百分比比較（未計折扣）。

(3) 與澳門威尼斯人最近連續12個月的角子機贏款率6.4%比較（未計角子機會現金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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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金沙第一季經營業績

澳門金沙經調整物業 EBITDA 增加15.6%至107,000,000美元，經調整物業 EBITDA 利潤率
為30.6%。非轉碼入箱數目增加至707,800,000美元，為二零零八年第一季以來最強勁的
表現。角子機收入總額增加52.1%，升至創紀錄的663,200,000美元。季內，轉碼下注額為
6,430,000,000美元，而轉碼贏額百分比為3.73%。

下表概述澳門金沙二零一二年第一季與二零一一年第一季的主要經營業績比較：

澳門金沙業務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除百分比及基點外，
 以百萬美元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金額變動 變動

    

收益：
 娛樂場 $ 341.1 $ 315.7 $ 25.4 8.0%
 客房 6.2 5.5 0.7 12.7%
 餐飲 9.3 10.0 (0.7) -7.0%
 會議、零售及其他 2.6 2.4 0.2 8.3%
 減 — 推廣優惠 (10.1) (10.8) 0.7 6.5%

   

收益淨額 $ 349.1 $ 322.8 $ 26.3 8.1%

經調整物業 EBITDA $ 107.0 $ 92.6 $ 14.4 15.6%
 EBITDA 利潤率 30.6% 28.7% 1.9點

經營收入 $ 98.5 $ 83.9 $ 14.6 17.4%

博彩統計數據
（除百分比及基點外，
 以百萬美元計）

轉碼下注額 $ 6,433.5 $ 8,269.4 $ (1,835.9) -22.2%
 轉碼贏額百分比(1) 3.73% 2.75% 0.98點

非轉碼入箱數目 $ 707.8 $ 688.7 $ 19.1 2.8%
 非轉碼贏額百分比(2) 21.2% 20.3% 0.9點

角子機收入總額 $ 663.2 $ 435.9 $ 227.3 52.1%
 角子機贏款率(3) 4.4% 6.5% -2.1點

酒店統計數據

入住率 93.8% 84.9% 8.9點
日均房租（「日均房租」） $ 252 $ 251 $ 1 0.4%
平均客房收入（「平均客房收入」）$ 236 $ 213 $ 23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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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與預期轉碼贏額百分比介乎2.7%至3.0%比較（未計折扣及佣金）。

(2) 與澳門金沙最近連續12個月20.5%的非轉碼贏額百分比比較（未計折扣）。

(3) 與澳門金沙最近連續12個月的角子機贏款率5.5%比較（未計角子機會現金獎勵）。

澳門四季酒店及百利宮娛樂場第一季經營業績

澳門四季酒店及百利宮娛樂場於二零一二年第一季的經調整物業EBITDA錄得67,500,000
美元的新高，較二零一一年第一季的57,500,000美元增加17.4%。季內，轉碼下注額為
12,700,000,000美元，創下新高，較二零一一年第一季增加221.8%。角子機收入總額持續
攀升，達到198,200,000美元，較上年第一季增加5.7%。非轉碼入箱數目增加至105,900,000
美元，而非轉碼贏額百分比較上年季度上升33.7%。物業的非博彩環節繼續穩健增長，
入住率及平均客房收入均告上升，而購物中心收益為10,500,000美元，較上年第一季增
加98.1%。

下表概述澳門四季酒店及百利宮娛樂場二零一二年第一季與二零一一年第一季的主要
經營業績比較：

澳門四季酒店及
 百利宮娛樂場業務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除百分比及基點外，
 以百萬美元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金額變動 變動

    

收益：
 娛樂場 $ 282.9 $ 160.8 $ 122.1 75.9%
 客房 10.1 7.5 2.6 34.7%
 餐飲 6.8 5.0 1.8 36.0%
 購物中心 10.5 5.3 5.2 98.1%
 會議、零售及其他 0.7 0.5 0.2 40.0%
 減 — 推廣優惠 (11.4) (7.0) (4.4) -62.9%

   

收益淨額 $ 299.6 $ 172.1 $ 127.5 74.1%

經調整物業 EBITDA $ 67.5 $ 57.5 $ 10.0 17.4%
 EBITDA 利潤率 22.5% 33.4% -10.9點

經營收入 $ 53.4 $ 42.7 $ 10.7 25.1%

博彩統計數據
（除百分比及基點外，
 以百萬美元計）

轉碼下注額 $ 12,703.2 $ 3,948.0 $ 8,755.2 221.8%
 轉碼贏額百分比(1) 2.83% 3.90% -1.07點

非轉碼入箱數目 $ 105.9 $ 82.4 $ 23.5 28.5%
非轉碼贏額百分比(2) 41.7% 40.1% 1.6點

角子機收入總額 $ 198.2 $ 187.5 $ 10.7 5.7%
角子機贏款率(3) 6.0% 6.5% -0.5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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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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額變動 變動
    

酒店統計數據

入住率 82.3% 64.6% 17.7點
日均房租（「日均房租」） $ 360 $ 341 $ 19 5.6%
平均客房收入（「平均客房收入」）$ 296 $ 220 $ 76 34.5%

(1) 與預期轉碼贏額百分比介乎2.7%至3.0%比較（未計折扣及佣金）。

(2) 與百利宮娛樂場最近連續12個月40.3%的非轉碼贏額百分比比較（未計折扣）。

(3) 與百利宮娛樂場最近連續12個月的角子機贏款率5.7%比較（未計角子機會現金獎勵）。

零售購物中心業務

公司位於澳門威尼斯人、澳門四季酒店及新加坡的濱海灣金沙（Marina Bay Sands） 的零
售購物中心租戶於二零一二年第一季帶來收益總額71,100,000美元，較二零一一年第一
季增加27.3%。來自上述零售購物中心資產的經營利潤季內增加25.2%，達到55,200,000美
元。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過去
12個月至

二零一二年
三月

三十一日
  

（除每平方呎數據外，
　以百萬美元計） 收益總額 經營利潤1 經營利潤率

可出租
總面積

（平方呎）
期終時
租用率

租戶
每平方呎
銷售額2

      

澳門威尼斯人大運河購物中心 $ 26.1 $ 20.5 78.5% 817,361 89.8% $ 1,121

四季‧名店
　奢侈品零售 6.7 5.9 88.1% 87,063 100.0% 5,989
　其他店舖 3.8 2.9 76.3% 102,019 84.4% 1,108

   

　總計 10.5 8.8 83.8% 189,082 91.6% 3,744

濱海灣金沙名店 34.5 25.9 75.1% 629,982 94.9% 1,302
   

總計 $ 71.1 $ 55.2 77.6% 1,636,425 92.0% $ 1,526
   

(1) 經營利潤未計澳門威尼斯人大運河購物中心200,000美元的壞賬抵免，亦未扣除四季‧名店200,000美元的壞賬
開支。濱海灣金沙名店季內並無錄得任何壞賬。

(2) 租戶每平方呎銷售額僅反映租戶已開業為期12個月後的銷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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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影響盈利的因素

其他亞洲經調整物業 EBITDA 季內錄得負值5,700,000美元，主要包括金光飛航渡輪業務。

開業前開支主要與澳門路氹金光大道金沙城中心有關，於二零一二年第一季增至
51,500,000美元，而二零一一年第一季則為9,500,000美元。

關於結束澳門威尼斯人的太陽劇團娛樂演出，本公司錄得減值虧損42,900,000美元。

二零一二年第一季非控股權益應佔收入淨額為80,200,000美元，主要與金沙中國有限公
司*有關。

資本開支

第一季的資本開支共達398,300,000美元，包括於澳門305,300,000美元的建造及發展活動⋯

盈利發佈會摘要

LVSC 主席兼行政總裁 Sheldon G. Adelson 先生宣佈：

我們的澳門業務正處於歷來的高峰：中場業務增長之中，促進貴賓業務措施正發揮作
為，而作為綜合度假村核心部分的非博彩收益同樣大幅上升。

• 非轉碼入箱數目創下19.2億美元的新高，較二零一一年上升10%

• 角子機綜合收入總額創新高，上升53% 至21.0億美元

• 購物中心零售收益較去年增加30%

• 酒店收益較去年上升19%

• 以上各項帶動我們的澳門物業EBITDA 締造紀錄，達到4.56億美元。

我們的金沙城中心首期於兩周前開幕，隨著金沙城中心陸續投入服務，將為路氹金光
大道增加可觀的訪客人次，包括客房、零售、會議獎勵旅遊服務，使其成為國際級的優
閒、商務及會議地點。

不論於酒店客房、會議獎勵旅遊場地及零售，我們在澳門的業務規模均傲視同儕，而以
上各項全屬推動入場人次的重要因素。

在未來三年，澳門將不會有新的產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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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摘要

澳門：創紀錄的綜合經調整物業 EBITDA 456,400,000美元（+20.6%）

自然增長 + 金沙城中心 = 未來强勁增長。

按市場劃分的二零一二年第一季概覽

澳門：

— 中場博彩桌及角子機收入強勢增長 — 綜合非轉碼入箱數目及角子機收入總額分別
創下1,920,000,000美元(+9.7%)及2,100,000,000美元（+53.3%）的紀錄。

— 於貴賓客戶環節的措施令轉碼金額顯著增長 — 於二零一二年第一季創下綜合轉碼
金額32,940,000,000美元的紀錄(+33.8%)。

— 零售購物中心（+29.8%）及酒店（+18.9%）收益增加，反映綜合度假村業務模式的優勢。

澳門業務，二零一二年第一季概要

— 澳門物業業務的季度經調整物業 EBITDA 創下紀錄，達456,400,000美元（+20.6%）。

— 綜合博彩額反映各分部均錄得強勁增長：

‧ 綜合轉碼金額增加33.8%至創紀錄的32,940,000,000美元。

‧ 綜合非轉碼入箱數目增加9.7%至1,920,000,000美元。

‧ 綜合角子機收入總額增加53.3%至創紀錄的2,100,000,000美元。

— 擴大貴賓客戶產品的初步投資成效明確反映於二零一二年第一季業績：

‧ 按每日每張博彩桌轉碼金額計，澳門威尼斯人及百利宮娛樂場博彩桌生產力提
高。

‧ 預期在往後的季度我們將從貴賓客戶措施獲得其他裨益。

— 澳門威尼斯人及澳門四季酒店零售購物中心利潤可觀，收益增加29.8%至36,600,000
美元。

— 二零一一年第一季及二零一二年第一季經調整物業 EBITDA 分別為378,600,000美元
及456,400,000美元（增幅約為21%）。

— 二零一一年第一季及二零一二年第一季經調整物業 EBITDA 利潤率分別為33.4%及
32.1%。

— 澳門威尼斯人於二零一一年第一季及二零一二年第一季的每日每張博彩桌轉碼金額
分別為1,000,000美元及1,100,000美元。

— 百利宮娛樂場於二零一一年第一季及二零一二年第一季的每日每張博彩桌轉碼金額
分別為600,000美元及1,100,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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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金沙於二零一一年第一季及二零一二年第一季的每日每張博彩桌轉碼金額分別
為600,000美元及500,000美元。

澳門路氹金光大道金沙城中心 — 一期於二零一二年四月開業

— 綜合度假村在各期竣工後規模約達13,700,000平方呎，將顯著擴大我們於路氹金光大
道的領域。

— 一期於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一日開業，其特色包括：

‧ 設有約237張博彩桌及772台角子機，加上231個電子桌面博彩（「電子桌面博彩」）
座位的中場博彩層。

‧ 御匾會內貴賓博彩廳設有156張博彩桌。

‧ 636間康萊德品牌酒店客房及1,224間假日酒店品牌酒店客房。

‧ 逾1,200,000平方呎零售、文娛、餐飲設施及會展獎勵旅遊場地。

— 二A期將於二零一二年第三季開幕，其特色包括：

‧ 再設有約200張博彩桌及約1,100台角子機的中場博彩層。

‧ 2,000間喜來登品牌酒店房間。

‧ 其他康樂設施。

— 二B期將於二零一三年第一季開幕，其特色包括：

‧ 2,000間喜來登 (Sheraton-Towers) 品牌酒店大樓客房。

— 三期項目預計包括增添第四間豪華的 St. Regis 品牌酒店，加上多用途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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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場市場持續增長的主要動力

增長動力 增長動力的來源

交通基建發展 — 全中國的高速鐵路發展（持續進行）
— 通往澳門的城際鐵路落成（二零一二年下半年）
— 興建港珠澳大橋（預計二零一五年）
— 鄰近路氹金光大道的澳門永久客運碼頭（二零一三年中）

酒店客房數目增加 — 金沙城中心開業提供酒店客房
‧ 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一日開設1,860間客房
‧ 二零一二年第三季開設2,000間客房
‧ 二零一三年第一季開設2,000間客房

— 毗鄰澳門的橫琴島將開發超過10,000間酒店客房1

中國經濟持續增長 — 5.9萬億美元的經濟體於二零一一年增長9.2%2

— 中產階層冒起，可支配收入不斷上升
— 政府推行鼓勵消費的政策，推動經濟增長
— 預期中國於二零一二年超越德國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
的出境旅遊市場3

資料來源：(1)日期為二零一二年一月五日的BofA-ML報告；(2)中國國家統計局；(3)中國出境旅遊交易會

在澳門有限供應的環境爭取最大的發揮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金沙城中心估計

於二零一三年初全面開業時

LVS
總計 市場總計

佔市場
百分比

LVS
總計 市場總計

佔市場
百分比

中場博彩桌 722 3,068 24% 1,052 3,452 30%
貴賓博彩桌 403 2,174 19% 477 2,248 21%

    

博彩桌總數 1,125 5,242 21% 1,529 5,700 27%
    

角子機及電子桌面博彩 3,547 16,102 22% 5,667 18,302 31%

4/5星級酒店客房 3,568 17,895 20% 9,368 23,695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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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城中心開業後，LVS將擁有澳門最巨大的資產規模

— 於澳門的資本投資超過90億美元

— 二零一三年，佔澳門博彩桌總數估計5,700張的27%

— 二零一三年，佔澳門整體角子機及電子桌面博彩市場的31%

— 二零一三年，佔澳門4/5星級酒店客房總數的40%

財務摘要

— LVSC 及金沙中國有限公司*均持續派發股息

— 隨著金沙城中心竣工：

‧ 項目資本開支將大幅減少。

‧ 可調配現金流量將會大增。

我們的環球增長策略於發展機會規範下進行有序的落實

...Las Vegas Sands 集中區域...澳門第三地段。

LVS的投資個案

我們擁有在澳門傲視同業最巨規模的資產基礎，位處全球增長最迅速的主要博彩市場
之內：

‧ 澳門周遭環境有限，但交通基建及商業及旅遊訪客的餐飲、購物及文娛康樂供應却
不斷增加。

‧ 金沙城中心於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一日開業，將是至少未來三年澳門開業的最後一項
主要物業。

中國高速鐵路，令中國內地與澳門的聯繫更緊密

武漢至廣州高速鐵路 （ 「武廣高鐵」）

‧ 武漢為湖北省的省會，為華中人煙最稠密城市，人口達一千萬之數

‧ 武漢是華中的交通樞紐及經濟重鎮

‧ 武廣高鐵將抵達廣州的時數由乘坐公車的11個小時減至火車的3.5個小時

‧ 為最成功的綫路之一，每日兩個方向均各有75至80班火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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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至珠海的城際鐵路

‧ 鐵路連接廣州至珠海，通往澳門的拱北關口即位處當地

‧ 廣州為廣東省最大城市，屬於經濟交通樞紐

‧ 將廣州至珠海的交通時間由乘公車的1.5個小時減至45分鐘

‧ 預期於二零一二年竣工

‧ 將來會連接澳門輕軌系統

逐步滲入中國內地市場

各省到臨澳門的訪客人次

中國內地遊客到臨澳門的訪客人次
人口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過去九個月

(百萬)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百分比變動

北京 22 186,172 255,495 +37%
天津 12 65,175 88,818 +36%
上海 19 303,245 378,684 +25%
浙江 51 363,426 456,118 +26%
福建 36 534,080 745,617 +40%
重慶 31 99,060 149,685 +51%
湖南 64 278,134 442,197 +59%
廣東 95 5,469,877 6,448,781 +18%

資料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澳門統計暨普查局於二零一零年七月開始報告訪客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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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性陳述

本公告載有前瞻性陳述。前瞻性陳述涉及多種風險、不明朗因素或本公司無法控制的其
他因素，因而可能導致前瞻性陳述與實際業績、財務表現或其他預期有所迥異。此等因
素包括但不限於整體經濟狀況、競爭、新企業、巨額的舉債及償債、政府法規、博彩合
法化、利率、未來的恐怖活動、流行性感冒、保險、博彩中介人、與博彩轉批經營權有
關的風險、澳門的基建設施及本公司在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刊發招股章程所詳述
的其他因素。我們並無責任（並明確表示不會承擔任何有關責任）因取得新資料、未來事
件或其他原因而更新前瞻性陳述。

務請我們的股東、潛在投資者及讀者注意，不應不當地依賴季度財務業績、盈利發佈會
及圖表，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金沙中國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范義明（David Alec Andrew Fleming）

澳門，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為：

執行董事：
Edward Matthew Tracy
卓河祓

非執行董事：
Sheldon Gary Adelson
Michael Alan Leven（范義明（David Alec Andrew Fleming）擔任其替任董事）
Jeffrey Howard Schwartz
Irwin Abe Siegel
劉旺

獨立非執行董事：
Iain Ferguson Bruce
張昀
唐寶麟（David Muir Turnbull）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