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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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不對因本公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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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nting Hong Kong Limited 

雲頂香港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持續經營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78） 

 

根據上市規則第 13.18 條作出的一般披露 

 

本公佈是根據上市規則第 13.18 條的規定，就本公司（作為（其中包括）借款人於融

資協議項下責任的擔保人）於二零一五年四月三十日訂立的融資協議而作出，該融資

協議載有林氏家族所承擔的一項特定履約責任。 

 

背景 

本公司（作為借款人及其他債務人於融資協議項下責任的擔保人）已於二零一五年四

月三十日訂立融資協議，目的為取得該融資以 (a) 為根據購買協議收購 Crystal Cruises

（於收購事項完成時將間接擁有 Crystal Serenity 及 Crystal Symphony 等船舶）的全部

股權提供部分資金；及 (b) 用作借款人的一般企業用途。根據上市規則第 13.18 條的規

定，本公司披露以下有關融資協議的資料，該融資協議載有林氏家族所承擔的一項特

定履約責任。 

該融資 

1. 一般事項 

於二零一五年四月三十日，本公司（作為借款人及其他債務人於融資協議與相關

文件項下責任的擔保人）與（其中包括）(a) 借款人（作為借款人）；(b) 法國巴

黎銀行、DNB Asia Ltd.、三井住友銀行納閩島分行及法國東方匯理銀行（作為委

託牽頭安排人（不論是個別或共同行事）及原借款人）；及 (c) DNB Asia Ltd.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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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代理人及抵押品代理人）訂立融資協議，目的為獲得該融資以  (a) 為收購 

Crystal Cruises（於收購事項完成時將間接擁有  Crystal Serenity 及  Crystal 

Symphony 等船舶）的全部股權提供部分資金及 (b) 用作借款人的一般企業用途。 

該融資的總金額最高為 (a) 300,000,000美元及 (b) 船舶總市值 60% 兩者中的較低

者。借款人應根據融資協議的相關條文按適用的倫敦銀行同業拆借利率的浮動利

率加固定利率息差支付該融資項下所借貸款的利息。該貸款將以十四 (14) 期等額

本金分期款項於動用日期後六個月起每半年償還及於最後還款日償還最後一筆款

項（相等於貸款的 25%）。該融資項下所有未償還金額的最後還款日將為動用日

期後滿八十四 (84) 個月當日。 

2. 林氏家族所承擔的一項特定履約責任 

融資協議載有林氏家族所承擔的一項特定履約責任。林氏家族須共同或個別（直

接或間接）持有本公司已發行股本及股本權益的最大百分比。林氏家族持有的已

發行股本及股本權益須包括林氏家族（共同或個別）根據香港法例第571章證券

及期貨條例第十五部（權益披露）被視為持有的任何權益，以及 GENT、GENM 

及彼等各自的聯屬人士於本公司持有的任何權益。 

3. 不遵守林氏家族所承擔特定履約責任的影響 

倘發生不遵守上節所述林氏家族所承擔特定履約責任（「特定履約責任」）的情

況，將構成一項強制性預先還款事件，除非借款人已根據融資協議條文取得貸款

人的事先同意，在儘管不遵守特定履約責任情況下仍會繼續該融資。 

倘於動用前任何時間發生該強制性預先還款事件，該融資的代理人可及（倘主要

貸款人作出指示）須撤銷貸款人在融資協議項下的承擔總額。 

倘於動用後發生該強制性預先還款事件，該融資的代理人可及（倘主要貸款人作

出指示）須 (i) 撤銷貸款人在融資協議項下的所有餘下承擔，及 (ii) 宣告該融資項

下全部或部分未償還貸款須按要求償還。 

倘該融資的代理人宣告貸款（或部分貸款）須按要求償還，則相關預先還款須依

主要貸款人的指示按代理人的要求支付。倘並無作出該等預先還款，則會構成違

約事件，且該融資的代理人可及（倘主要貸款人作出指示）須行使或指示行使融

資協議及相關財務文件項下的任何及所有權利及補救措施。 

上述事件的發生可觸發本集團其他貸款融資的失責條款，據此，有關貸款人可要

求即時償還該等其他貸款融資項下全部尚未償還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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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事項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及就特定履約責任而言，林氏家族共同或個別（直接或間接）持有

本公司已發行股本約 79.74%  （佔本公司已發行股本的最大持股百分比）。 

本公佈是根據上市規則第 13.18 條而作出。根據上市規則第 13.21 條的規定，在融資協

議項下載有林氏家族所承擔特定履約責任仍然存在期間，本公司須在其中期報告及年

報內作出披露。 

釋義 

於本公佈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列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收購事項」 指 借款人（作為買方）根據購買協議的條款及條件向賣方

收購 Crystal Cruises 的全部股權。 

 

「聯屬人士」 指 就任何人士而言，為該人士的附屬公司或控股公司或該

控股公司的任何其他附屬公司。 

 

「借款人」 指 Crystal Acquisition Company Limited，一間於馬恩島註

冊成立的有限責任公司，並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

司。 

 

「營業日」 指 倫敦、吉隆坡、香港、洛杉磯、新加坡及紐約的銀行開

門辦理一般業務的日子（星期六或星期日除外）。 

 

「本公司」 指 Genting Hong Kong Limited 雲頂香港有限公司，一間於

百慕達持續經營的獲豁免有限責任公司，其股份於聯交

所主板作主要上市及於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

作第二上市。 

 

「Crystal Cruises」 指 Crystal Cruises, LLC（前身為Crystal Cruises, Inc.，已根

據購買協議預計被改制成為一間有限責任公司），一間

根據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法律組織的有限責任公司，並將

於收購事項完成後成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Crystal Serenity」 指 一艘國際海事組織編號為 9243667，及呼號為 C6SY3 

的郵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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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ystal Symphony」 指 一艘國際海事組織編號為 9066667，及呼號為 C6MY5 

的郵輪。 

 

「該融資」 指 貸款人根據融資協議授予借款人總金額最高為  (a) 

300,000,000 美元及 (b) 船舶市值 60% 兩者中以較低者

的有抵押定期貸款融資。 

 

「融資協議」 指 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四月三十日載有一份擔保的融資協

議，由（其中包括）(a) 本公司（作為借款人及其他債

務人於融資協議與相關文件項下責任的擔保人）；(b) 

借款人（作為借款人）﹔(c) 法國巴黎銀行、DNB Asia 

Ltd.、三井住友銀行納閩島分行及法國東方匯理銀行

（作為委託牽頭安排人（不論是個別或共同行事）及原

借款人）；及 (d) DNB Asia Ltd.（作為代理人及抵押品

代理人）訂立，目的為取得該融資以 (a) 為收購 Crystal 

Cruises（將於收購事項完成後間接擁有船舶（即 

Crystal Serenity 及 Crystal Symphony））的全部股權提

供部分資金；及 (b) 用作借款人的一般企業用途。於完

成收購時簽立加入函件後，船舶的擁有人將成為借款

人、船舶管理人及其他債務人於融資協議與相關文件項

下責任的額外擔保人。 

 

「GENM」 指 Genting Malaysia Berhad，一間於馬來西亞註冊成立並

於 Bursa Malaysia Securities Berhad 主板上市的公司，其

由 GENT 持有 49.30% 股權，並為本公司主要股東，於

本公佈日期持有本公司已發行股本約 17.81% 權益。 

 

「GENT」 

 

指 Genting Berhad，一間於馬來西亞註冊成立並於 Bursa 

Malaysia Securities Berhad 主板上市的公司。GENT 為

本公司主要股東，於本公佈日期持有本公司已發行股本

約 18.06% 應佔權益。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倫敦銀行同業拆借利

 率」 

指 由 ICE Benchmark Administration Limited（或接任管理

該匯率的任何其他人士）管理的倫敦銀行同業拆借利

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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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氏家族」 指 丹斯里林國泰、其配偶、其直系繼承人、任何上述人士

的個人遺產繼承人﹔及以一位或多位上述人士及彼等各

自的遺產繼承人為受益人而設立的任何信託。 

 

「上市規則」 指 聯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以不時修訂者為準。 

 

「主要貸款人」 指 一名或多名貸款人，彼等合共承擔的貸款額超過融資協

議項下貸款人承擔總額的 66%。 

 

「債務人」 指 借款人、船舶擁有人（一旦其加入融資協議根據當中規

定成為額外擔保人）及本集團的其他成員公司（現為或

應為融資協議或任何相關文件的訂約方）。 

 

「購買協議」 指 由借款人（作為買方）、賣方、Crystal Cruises 及本公

司之間就收購事項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日訂立的購買協

議。 

 

「賣方」 指 NYK Group Americas Inc.，特拉華州公司，為獨立第三

方，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其

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且與彼等概無關連。 

 

「聯交所」 指 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 

 

「動用」 指 借款人根據融資協議動用該融資。 

 

「動用日期」 指 進行動用的日期。 

 

「美元」 指 美利堅合眾國法定貨幣美元。 

 

「船舶」 指 船舶 Crystal Serenity 及 Crystal Symphony。 

 

 

承董事會命 

公司秘書 

譚雪蓮 

 

香港，二零一五年四月三十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董事會包括二名執行董事（分別為丹斯里林國泰及林拱輝先生）及三名獨

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史亞倫先生、林懷漢先生及陳和瑜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