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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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之內容概不負責，對其準

確性或完整性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

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上市附屬公司 
—新濠博亞娛樂有限公司 

公佈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第三季度之 
未經審核財務業績 

 
本公佈並非新濠國際發展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之財

務業績公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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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之內幕消息條文之規定發表本公佈，以向

本公司股東提供有關本公司一間上市附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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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濠博亞娛樂」）於二零二一年十一月九日發佈其截至二

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第三季度之未經審核財務業績。 
 
新濠博亞娛樂於二零二一年十一月九日發佈其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第三季度之

未經審核財務業績（「新濠博亞娛樂之盈利公佈」）。新濠博亞娛樂為本公司之上市附屬

公司，其美國預託股份（「美國預託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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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濠博亞娛樂之二零二一年第三季度業績 
 
二零二一年第三季度的總營運收益為446,400,000美元，較二零二零年同期的212,900,000美
元增加約110%。總營運收益增加，主要是由於所有博彩分部及非博彩業務營運因到訪澳

門的旅客按年增加而有所改善所致。 
 
二零二一年第三季度的營運虧損為182,200,000美元，而二零二零年第三季度的營運虧損為

275,000,000美元。 
 
新濠博亞娛樂於二零二一年第三季度錄得經調整物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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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股份為基礎的薪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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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及

其他開支以及其他非營運收入及開支前的淨收入／虧損）為31,900,000美元，而二零二零

年第三季度則錄得負值經調整物業EBITDA為76,700,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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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第三季度的新濠博亞娛樂應佔淨虧損為233,200,000美元，或每股美國預託股份

負0.49美元，而二零二零年第三季度新濠博亞娛樂應佔淨虧損則為331,600,000美元，或每

股美國預託股份負0.70美元。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第三季度非控股權益應佔淨虧損分

別為35,300,000美元及55,300,000美元，全部均與新濠影滙、新濠天地（馬尼拉）及塞浦路

斯營運有關。 
 
影響盈利的其他因素 
 
二零二一年第三季度的非營運淨開支總額為87,100,000美元，主要包括利息開支87,400,000
美元（扣除資本化金額）。 
 
二零二一年第三季度的折舊及攤銷成本合共為147,700,000美元，其中14,300,000美元與新

濠博亞娛樂的博彩次特許經營權之攤銷開支有關，而5,700,000美元則與土地使用權之攤銷

開支有關。 
 
財務狀況及資本開支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的現金及銀行結餘總額合共為1,520,000,000美元，包括受限制現

金400,000美元。於二零二一年第三季度末的債務總額（扣除未攤銷遞延融資成本及原發行

溢價）為6,160,000,000美元。 
 
二零二一年第三季度的資本開支為221,300,000美元，主要關於位於新濠影滙第二期及City 
of Dreams Mediterranean的不同建築項目。 
 
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五日，新濠博亞娛樂之附屬公司MCO Nominee One Limited（「MCO 
Nominee One」）收到確認，即MCO Nominee One（作為借款人）與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澳門分行、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和Morgan Stanley Senior Funding, Inc.（作為

聯席全球協調人）等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九日訂立之優先融資協議（「融資

協議」，有關貸款人據此提供14,850,000,000港元（相當於1,920,000,000美元）之循環信貸

融資，期限為五年（「二零二零年信貸融資」））之大多數貸款人已同意並協定對二零二

零年信貸融資下之循環信貸融資中包含之以下財務狀況契諾給予豁免延展：(i)達到或超過

2.50比1.00之利息保障率（綜合EBITDA與綜合淨財務費用之比率，有關詞彙之定義見融資

協議）；(ii)不超過3.50比1.00之優先槓桿率（綜合總債務與綜合EBITDA之比率，有關詞

彙之定義見融資協議）；及(iii)不超過4.50比1.00之總槓桿率（綜合總債務與綜合EBITDA
之比率，有關詞彙之定義見融資協議），在各種情況下，乃關於截至以下適用測試日期之

相關期間：(a)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b)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c)二零二二年九月

三十日；及(d)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MCO Nominee One已就該同意向所有給予同意

之貸款人支付慣常費用而該同意已在二零二零年信貸融資之貸款人的融資代理收到同意

費用後生效。 
 
近期發展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繼續對新濠博亞娛樂於二零二一年第四季度的營運、財務狀況和未來

前景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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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門，新濠博亞娛樂的業務受到澳門、香港及中國政府針對零星個案而間歇實施的旅遊

限制及隔離要求所影響。澳門政府因應二零二一年八月初出現的2019冠狀病毒病個案而對

全澳進行強制檢測、大部份娛樂及消閒場所（娛樂場及博彩區除外）必須暫時停業，並對

進出澳門實施嚴格的旅遊限制及要求。同樣地，由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下旬新增更多2019冠
狀病毒病個案，當局再次實施新一輪的檢測、停業及旅遊限制措施，導致十一黃金周假期

的旅客人次下降。當局自二零二一年十月十九日起放寬防疫措施，譬如由澳門入境珠海毋

須再隔離14日，而核酸檢測陰性證明的有效期則由24小時延長至48小時或7天。因此，新

濠博亞娛樂的訪客人次已經逐漸回升。 
 
菲律賓方面，新濠天地（馬尼拉）自踏入本季度起有限度營運，直至二零二一年八月五日

為止。由於2019冠狀病毒病個案急增，馬尼拉於二零二一年八月六日進入封城狀態。二零

二一年九月十七日，新濠天地（馬尼拉）在新的4級警戒級別下以其接待能力之50%為限

而復業。酒店暫不接待公眾，但室內餐飲業務可接待已接種疫苗的顧客。二零二一年十月

十六日，菲律賓將警戒級別降為3級，允許酒店接待已接種疫苗的當地宅度假顧客。及至

第四季度，警戒級別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五日進一步降至2級，允許酒店接待消閒客人。

同時，在業務發展方面，新濠天地（馬尼拉）於獲得菲律賓娛樂及博彩公司給予必要的批

准後開始經營網上博彩，分別於二零二一年八月十日及二零二一年九月十五日開始提供真

人荷官賭桌遊戲及角子機。這些網上博彩產品只供菲律賓境內的新濠天地（馬尼拉）已登

記顧客參與。 
 
在塞浦路斯，新濠博亞娛樂的娛樂場在整個第三季度全面開放，儘管只獲准按其接待能力

之50%為限而局部營運，但憑藉於夏季月份漸次提高的允許營運比例及訪客量上升，當地

業務的表現較第二季度逐步改善。另外一些2019冠狀病毒病的限制措施仍然有效，如在娛

樂場樓層必須佩戴口罩及只可在劃定區域吸煙。 
 
從2019冠狀病毒病中恢復的步伐將取決於未來事件，包括當局維持出入境和簽注限制的時

間、疫苗接種的進展、2019冠狀病毒病新藥的開發、因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對自由支配支

出的影響而可能引致失業率上升、收入水平下降和個人財富損失的影響，上述各種因素俱

仍然極不確定。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營運報表及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茲載列新濠博亞娛樂及其附屬公司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截至二零二一

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營運報表以及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

核）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之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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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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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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營運收益：            

  娛樂場 
 

$  
                 

373,170   
 

$  
               

170,775   
 

$  1,285,604  
 

$  
            

1,030,914  

  客房  
                   

33,428    
                 

15,184    
                 

112,835    
                 

67,228  

  餐飲  
                   

20,529    
                 

13,385    
                    

72,024    
                 

48,047  

  娛樂、零售及其他  
                   

19,259    
                 

13,552    
                    

61,285    
                 

53,732  

總營運收益  
                 

446,386    
               

212,896    
              

1,531,748    
            

1,199,921  
            
營運成本及開支：            

  娛樂場  
                

(297,847)   
              

(207,188)   
             

(1,034,602)   
              

(986,818) 

  客房  
                  

(11,592)   
                  

(8,573)   
                  

(37,270)   
                

(34,897) 

  餐飲  
                  

(20,967)   
                

(14,822)   
                  

(68,775)   
                

(62,482) 

  娛樂、零售及其他  
                    

(7,110)   
                  

(9,378)   
                  

(23,108)   
                

(44,915) 

  日常營運及行政  
                

(112,011)   
                

(80,985)      
                

(326,401)   
              

(326,214) 

  付予菲律賓訂約方的款項  
                    

(3,176)   
                  

(2,743)   
                  

(20,269)   
                  

(7,678) 

  開業前成本  
                       

(650)   
                     

(428)   
                    

(2,774)   
                  

(1,049) 

  開發成本  
                  

(24,648)   
                  

(2,831)   
                  

(31,979)   
                

(22,633) 
 
  攤銷博彩次特許經營權  

                  
(14,307)   

                
(14,364)   

                  
(42,990)   

                
(43,050) 

  攤銷土地使用權  
                    

(5,703)   
                  

(5,726)   
                  

(17,137)   
                

(17,161) 

  折舊及攤銷  
                

(127,663)   
              

(133,439)   
                

(375,592)   
              

(410,757) 

  物業開支及其他  
                    

(2,945)   
                  

(7,426)   
                  

(23,937)   
                

(37,990) 

營運成本及開支總額  
                

(628,619)   
              

(487,903)   
             

(2,004,834)   
          

(1,995,644) 

營運虧損  
                

(182,233)   
              

(275,007)   
                

(473,086)   
              

(795,723) 
 
非營運收入（開支）：            

  利息收入  
                      

1,580    
                    

1,437    
                      

5,161    
                    

3,732  
 
  利息開支（扣除資本化金額）  

                  
(87,387)   

                
(91,864)   

                
(265,096)   

              
(250,288) 

  其他融資成本  
                    

(3,473)   
                  

(2,471)   
                    

(9,953)   
                  

(5,644)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1,441    
                    

1,101    
                      

3,050    
                  

(5,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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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收入（開支）淨額 741  (50) 2,372  (151,857) 

  償還債務虧損  
                            

-      
                

(18,497)   
                  

(28,817)   
                

(19,733) 
 
  與債務修訂有關的成本  

                            
-      

                          
-      

                             
-      

                     
(310) 

非營運淨開支總額  
                  

(87,098)   
              

(110,344)   
                

(293,283)   
              

(429,217) 

除所得稅前虧損  
                

(269,331)   
              

(385,351)   
                

(766,369)   
          

(1,224,940) 

所得稅抵免（開支）  
                         

837    
                  

(1,560)   
                        

(154)   
                    

5,166  

淨虧損  
                

(268,494)   
              

(386,911)   
                

(766,523)   
          

(1,219,774) 
            

非控股權益應佔淨虧損  
                   

35,273    
                 

55,330    
                 

114,709    
               

156,016  
            

新濠博亞娛樂有限公司應佔淨虧損 
 

$  
                

(233,221)  
 

$  
              

(331,581)  
 

$  
                

(651,814)  
 

$  
          

(1,063,758) 

            
新濠博亞娛樂有限公司應佔每股  
淨虧損：            

   基本  $ 
                    

(0.162)  $ 
                  

(0.232)  $ 
                    

(0.454)  $ 
                  

(0.743) 

   攤薄 $ 
                    

(0.162)  $ 
                  

(0.232)  $ 
                    

(0.454)  $ 
                  

(0.743) 

            
新濠博亞娛樂有限公司應佔每股 
美國預託股份淨虧損：            

   基本  $ 
                    

(0.487)  $ 
                  

(0.695)  $ 
                    

(1.362)  $ 
                  

(2.228) 

   攤薄 $ 
                    

(0.487)  $ 
                  

(0.696)  $ 
                    

(1.362)  $ 
                  

(2.230) 

            
用於計算新濠博亞娛樂有限公司 
應佔每股淨虧損的加權平均 
已發行股份數目：            

   基本   
      

1,437,651,448    
    

1,430,817,899    
      

1,435,941,037    
    

1,432,437,101  

   攤薄  
      

1,437,651,448    
    

1,430,817,899    
      

1,435,941,037    
    

1,432,437,101  

            
 
附註： 
 

新濠博亞娛樂之盈利公佈所提述之新濠影滙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負值經調整

EBITDA，較 Studio City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SCIHL」）日期為二零二一年十一月九日之

盈利公佈（「新濠影滙之盈利公佈」）所載之新濠影滙負值經調整 EBITDA 少 9,100,000 美元。新濠

影滙之盈利公佈所載之新濠影滙經調整EBITDA包括若干公司間支出是並未計入新濠博亞娛樂之盈利

公佈所載之新濠影滙經調整 EBITDA。該等公司間支出包括（除其他項目外）SCIHL 及其附屬公司與

新濠博亞娛樂若干附屬公司之間的費用及攤分之服務收費。此外，新濠博亞娛樂之盈利公佈所載之新

濠影滙經調整 EBITDA 並未反映與新濠影滙娛樂場內的賭桌營運有關之若干公司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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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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及每股數據除外）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資產      
      
流動資產：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  

                         
1,521,562   

 
$  

                         
1,755,351  

  受限制現金  
                                  

274    
                                    

13  

  應收賬款淨額  
                              

52,168    
                            

129,619  

  應收聯屬公司款項  
                                  

280    
                                  

765  

  存貨  
                              

35,572    
                              

37,277  

  預付開支及其他流動資產  
                            

119,019    
                              

85,798  

  持作出售資產  
                               

3,287    
                                    

-    

流動資產總值  
                         

1,732,162    
                         

2,008,823  
      

物業及設備淨值  
                         

5,821,612    
                         

5,681,268  

博彩次特許經營權淨值  
                              

41,409    
                              

84,663  

無形資產淨值  
                              

53,782    
                              

58,833  

商譽  
                              

81,858    
                              

82,203  

長期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資產  
                            

187,424    
                            

284,608  

受限制現金  
                                  

131    
                                  

406  

遞延稅項資產淨值  
                               

6,701    
                               

6,376  

經營租賃使用權資產  
                              

74,527    
                              

92,213  

土地使用權淨值  
                            

701,442    
                            

721,574  

資產總計 
 
$  

                         
8,701,048   

 
$  

                         
9,020,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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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債及股東權益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  

                               
6,882   

 
$  

                               
9,483  

  應計開支及其他流動負債  
                            

914,616    
                            

983,865  

  應付所得稅  
                              

12,847    
                              

14,164  
 
  經營租賃負債，即期  

                              
21,107    

                              
27,066  

  融資租賃負債，即期  
                              

41,120    
                              

80,004  

  長期債務的即期部分淨值  
                                  

128    
                                    

-    

  應付聯屬公司款項  
                               

1,443    
                               

1,668  

流動負債總額  
                            

998,143    
                         

1,116,250  
      

長期債務淨值  
                         

6,157,476    
                         

5,645,391  

其他長期負債  
                              

41,750    
                              

29,213  

遞延稅項負債淨值  
                              

44,450    
                              

45,952  

經營租賃負債，非即期  
                              

64,480    
                              

75,867  

融資租賃負債，非即期  
                            

351,456    
                            

270,223  

負債總計  
                         

7,657,755    
                         

7,182,896  
      
股東權益：      
      
  普通股，面值 0.01 元；7,300,000,000 股法定；  
分別有 1,456,547,942 股及 1,456,547,942 股已
發行；1,431,608,590 股及 1,430,965,312 股發
行在外  

                              
14,565    

                              
14,565  

 
  庫存股份，按成本；分別有 24,939,352 股及

25,582,630 股  
                           

(109,184)   
                           

(121,028) 

  額外實收資本  
                         

3,227,235    
                         

3,207,312  

  累計其他全面虧損  
                             

(59,399)   
                             

(11,332) 

  累計虧損  
                        

(2,639,276)   
                       

(1,987,396) 
 
新濠博亞娛樂有限公司的股東權益總額  

                            
433,941    

                         
1,102,121  

非控股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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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9,352  735,950  

股東權益總額  
                         

1,043,293    
                         

1,838,071  

負債及股東權益總計 
 
$  

                         
8,701,048   $ 

                         
9,020,967  

      
 
新濠博亞娛樂之盈利公佈的全文，已經以海外監管公告的形式於本公司網站

（www.melco-group.com）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之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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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凱威 

 
香港，二零二一年十一月九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三名執行董事，分別為何猷龍先生（主席兼行政總

裁）、Evan Andrew Winkler先生（總裁兼董事總經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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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為高來福先生、徐志賢先生及真正加留奈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