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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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不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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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RWEGIAN CRUISE LINE HOLDINGS LTD.  

截至二零一五年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  

未經審核綜合財務業績公佈 
 

謹此提述 Genting Hong Kong Limited 雲頂香港有限公司（「雲頂香港」）於二零一五年五月七日所刊

發的公佈。雲頂香港進一步刊發本公佈乃根據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09(2)條及香港

法例第 571 章證券及期貨條例第 XIVA 部向雲頂香港股東及公眾人士提供 Norwegian Cruise Line 

Holdings Ltd.（「NCLH」）截至二零一五年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財務業績。NCLH 

為雲頂香港的 22%聯營公司。 

 

NCLH（ （ 納斯達克： NCLH ） 、NCL Corporation Ltd. 、「Norwegian Cruise Line Holdings」、 

「Norwegian」或「本公司」）已刊發新聞稿公佈 NCLH 於及截至二零一五年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

未經審核綜合財務資料（「二零一五年第一季度財務資料」）及已於二零一五年五月七日上午（美國時

間）向美國證券交易委員會提交該資料。 

 

以下為摘錄自 NCLH 二零一五年第一季度財務資料的 NCLH 未經審核綜合財務業績，該業績乃根據美利

堅合眾國公認會計原則並以美元為單位編製。 

 

「 

 

     
NORWEGIAN CRUISE LINE HOLDINGS LTD.    

綜合營運報表    

（未經審核，千美元，惟股份及每股數據除外）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收益         

  乘客船票     $ 670,483  $ 448,580  

  船上及其他收益     267,699  215,448  

                  收益總額     938,182  664,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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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郵輪經營開支         

   佣金、交通及其他開支     171,827  116,810  

   船上及其他開支     58,645  47,924  

   工資及相關開支     157,629  99,066  

   燃料     87,374  79,040  

   食品     41,851  37,683  

   其他     106,374  65,387  

                  郵輪經營開支總額     623,700  445,910  

          

其他經營開支 

        

銷售、一般及行政開支     154,157  83,389  

折舊及攤銷     99,976  61,640  

                  
其他經營開支總額     254,133  145,029  

                   
          經營收入     60,349  73,089  

                  
非經營收入（開支）         

   利息開支淨額     (50,989)  (31,172)  

   其他收入（開支）     (30,139)  388  

         
         非經營收入（開支）總額     (81,128)  (30,784)  

                  除所得稅前收入（虧損）淨額     (20,779)  42,305  

         所得稅利益（開支）     (677)  9,387  

                  收入（虧損）淨額     (21,456)  51,692  

          非控股權益應佔收入（虧損）淨額     -  425  
                  Norwegian Cruise Line Holdings Ltd.應佔收入 

 （虧損）淨額     $ (21,456)  $ 51,267  

         
         
         

已發行加權平均股份          

 

   基本     224,301,117  205,163,256 

        
        
   攤薄     224,301,117  211,013,814 

        
         

每股盈利（虧損）         

 

   基本     $ (0.10)  $ 0.25 

        
        
   攤薄     $ (0.10)  $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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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認會計原則的對賬資料（未經審核） 

 

經調整收入淨額及經調整每股盈利計算如下（千美元，惟股份及每股數據除外）：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Norwegian Cruise Line Holdings Ltd.應佔收入 

 （虧損）淨額     $ (21,456)  $ 51,267 

 

非控股權益應佔收入淨額    -  425  

                  收入（虧損）淨額     (21,456)  51,692  

        

非公認會計原則調整：        

 非現金遞延補償 
(1)

    1,453  839  

 非現金股份基準補償 
(2)

    12,005  1,835  

 二次股份發售開支 
(3)

    -  1,877  

 稅務利益 
(4)

    -  (6,685)  

 遣散費及其他費用 
(5)

    10,387  -  

 挪威郵輪管理層公司單位交換開支 
(6)

    624  -  

 收購開支 
(7)

    400  -  

 遞延收益 
(8)

    21,194  -  

 無形資產攤銷 
(9)

    18,146  -  

 或然代價調整 
(10)

    (9,100)  -  

 衍生工具調整 
(11)

     28,953  -  

                  經調整收入淨額     $ 62,606   $ 49,558  

                  
         

 
經攤薄已發行加權平均股份 

 – 收入（虧損）淨額 

     

224,301,117 
(12)

 

 

211,013,814 

 

 

       

         經攤薄已發行加權平均股份 

 – 經調整收入淨額 

     

229,046,929 

 

 

 

211,013,814 

 

         
         

 
   

每股攤薄盈利（虧損） 

     

$ (0.10) 

 

 

 

$ 0.24 

 

        
 

經調整每股盈利 

     

$ 0.27 

  

$ 0.23 

 

        

  

                  
(1) 非現金遞延補償開支與船員養老金計劃有關，包括在工資及相關開支中。 

(2) 非現金股份基準補償開支與股權獎勵有關，包括在銷售、一般及行政開支中。 

(3) 與二次股份發售有關的開支，包括在銷售、一般及行政開支中。 

(4) 與我們的企業實體架構改變有關的一項稅項撥備估計變動而產生的稅務利益 6,700,000 美元包括在所

得稅利益（開支）中。 

(5) 遣散費及其他開支與重組成本及其他遣散安排有關，包括在銷售、一般及行政開支中。 

(6) 與以挪威郵輪管理層公司單位換取普通股有關的開支包括在銷售、一般及行政開支中。 

(7) 與收購 Prestige有關的開支包括在銷售、一般及行政開支中。 

(8) 根據業務合併會計規則作出的遞延收益公平值調整與收購 Prestige有關，主要包括在收益淨額中。 

(9) 無形資產攤銷與收購 Prestige有關，包括在折舊及攤銷開支中。 

(10) 或然代價公平值調整與收購 Prestige有關，包括在銷售、一般及行政開支中。 

(11) 就並不接受對沖會計處理的一種外幣作出的衍生工具公平值調整。 

(12) 由於淨虧損故不計入 4,745,812 股股份，因計入此等股份將有反攤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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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計利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利及經調整未計利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利計算如下（千美元）：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Norwegian Cruise Line Holdings Ltd.應佔收入

（虧損）淨額     $ (21,456)  $ 51,267 

 

利息開支淨額     50,989  31,172  

所得稅（利益）開支     677  (9,387)  

折舊及攤銷開支     99,976  61,640  

                  
未計利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利     130,186  134,692  

非控股權益應佔收入淨額     -  425  

其他（收入）開支     30,139  (388)   

         

非公認會計原則調整：         

非現金遞延補償  
(1)

     1,453  839  

非現金股份基準補償  
(2)

     12,005  1,835  

二次股份發售開支  
(3)

     -  1,877  

遣散費及其他費用  
(4)

     10,387  -  

挪威郵輪管理層公司單位交換開支  
(5)

     624  -  

收購開支  
(6)

     40  -  

遞延收益  
(7)

     21,194  -  

或然代價調整  
(8)

     (9,100)  -  

         
          經調整未計利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利     $ 197,288  $ 139,280  

         
         

 

(1) 非現金遞延補償開支與船員養老金計劃有關，包括在工資及相關開支中。 

(2) 非現金股份基準補償開支與股權獎勵有關，包括在銷售、一般及行政開支中。 

(3) 與二次股份發售有關的開支，包括在銷售、一般及行政開支中。 

(4) 遣散費及其他開支與重組成本及其他遣散安排有關，包括在銷售、一般及行政開支中。 

(5) 與以挪威郵輪管理層公司單位換取普通股有關的開支包括在銷售、一般及行政開支中。 

(6) 與收購 Prestige有關的開支包括在銷售、一般及行政開支中。 

(7) 根據業務合併會計規則作出的遞延收益公平值調整與收購 Prestige有關，主要包括在收益淨額中。 

(8) 或然代價公平值調整與收購 Prestige有關，包括在銷售、一般及行政開支中。 

 

下表載列統計資料摘要：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載客數目     513,526  455,163  

已載客郵輪日數     3,768,115  3,075,402  

可載客郵輪日數     3,556,468  2,895,984  

運載率百分比     106.0%  1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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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度業績摘要 

 經調整每股盈利提高 17.4%至 0.27美元，而經調整收入淨額為 62,600,000美元。 

 受頂級郵輪大洋郵輪及豪華郵輪麗晶七海郵輪兩個品牌的入編所推動，經調整淨收益率上升

18.9%。 

 Norwegian 與 Prestige Cruise Holdings (Prestige)之業務整合已接近完成。持續進行的協同效應識別

工作於二零一五年帶來協同效應 75,000,000美元，於二零一六年帶來協同效應 115,000,000美元。 

 

第一季度業績 

 

於二零一五年第一季度，本公司的經調整每股盈利優於預期，為0.27美元，經調整收入淨額為62,600,000美

元。盈利超出本公司的指引範圍（每股0.20美元至0.24美元），並受益於低於預期的利息開支及優於預期

的淨收益率表現。按公認會計原則基準，每股攤薄虧損及虧損淨額分別為0.10美元及21,500,000美元，主要

是由於交易及整合相關成本所致。 

 

經調整淨收益率上升18.9%，主要是由於在二零一四年第四季度收購大洋郵輪及麗晶七海郵輪兩個品牌所

致。按合併公司基準（將當前業績與上年Norwegian及Prestige的合併業績相比），經調整淨收益率較表現

強勁的二零一四年第一季度（包括二零一四年冬季奧運會包租挪威翡翠號一個月帶來的收益）下降0.7%。

期內經調整收益淨額增長46.0%至728,900,000美元，此乃由於收購大洋郵輪及麗晶兩個品牌以及挪威暢意

號（於二零一四年初進行首輪航程）增加約一個月航程。期內收益由二零一四年的664,000,000美元增至

938,200,000美元。 

 

每個可載客郵輪日數經調整未計燃料的郵輪成本淨額上升28.7%，主要由於收購Prestige所致，而按合併公

司基準計算則上升5.6%。本公司每公噸燃料價格由二零一四年的643美元減少18.2%至526美元。 

 

因進行收購而增加的債務導致利息開支淨額由31,200,000美元增至51,000,000美元；然而，低於預期的利率

使得開支低於本公司的指引。於二零一五年，其他收入（開支）項下錄得30,100,000美元開支，主要由於

本公司其中一艘新造船隻所涉外匯期權的公平值調整所致。 

 

二零一五年的指引及敏感度資料 

 

除二零一五年第一季度業績外，本公司亦已提供二零一五年第二季度及全年的指引，連同隨附敏感度資

料。關於經調整淨收益率及每個可載客郵輪日數經調整未計燃料的郵輪成本淨額的指引乃按報告基準以及

合併公司基準（將預期情況與二零一四年業績（包括 Prestige 的業績（假設收購乃於二零一四年年初發

生））相比）提供。 

 

本公司的指引包括外匯匯率的預計持續波動以及挪威之星號於第二季度實行一次計劃外進塢對其螺旋槳系

統進行保修（螺旋槳系統故障推遲了該船隻原定於第一季度的進塢）所產生的影響。 

 

 二零一五年  二零一五年 

 第二季度  全年 

 按報告  合併公司 (1)
  按報告  合併公司 (1)

 

        

        經調整淨收益率 17.5 至  1.0至  約  約 
 18.5%  2.0%  17.5%  1.5% 
每個可載客郵輪日數經調整 23.0至  (2.25) 至  約  約 
未計燃料的郵輪成本淨額 24.0%  (3.25)%  23.5%  2.75% 

經調整每股盈利 $0.70至$0.75  $2.75至$2.90 

折舊及攤銷 (2)
 $80,000,000至$85,000,000   $340,000,000至$350,000,000 

利息開支淨額 $50,000,000至$55,000,000  $210,000,000至$215,000,000 

經調整淨收益率每變動 1%對 $0.03  $0.10 

經調整每股盈利的影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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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合併公司將二零一五年的估計與 Norwegian及 Prestige二零一四年第二季度及全年的合併業績相比 

  (2) 已作調整，以將無形資產攤銷從購買賬目中撇除 

  (3) 按指引的中位數為基準 

 

 

下表反映本公司有關燃料消耗及定價的預期，連同隨附敏感度資料。 

 

 

     二零一五年 

第二季度 

 二零一五年 

全年 

 

         

每公噸燃料消耗    170,000  685,000  
         每公噸燃料價格（不包括對沖）     $380  $385  
         每公噸燃料價格（扣除對沖）     $540  $525  
         燃料價格每變動 10%對經調整         
每股盈利的影響（扣除對沖）   $0.01  $0.03  

  

 於二零一五年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已分別對沖其二零一五年、二零一六年、二零一七年及二零一八年預

期燃料購買約 74%、53%、37%及 11%。同期，對沖組合中平均每公噸燃料價格分別為 493 美元、468 美

元、416美元及 386美元。 

 

未來資本承擔為已訂約承擔，包括造船合約以及經營所需未來預計資本開支。於二零一五年三月三十一

日，二零一五年餘下時間的預計資本開支為 1,100,000,000美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各年的預計資本開支分別為 900,000,000 美元及 1,000,000,000 美元，其中我們就造船合約有關

的開支獲得的出口信貸融資就二零一五年餘下時間為 700,000,000 美元，就二零一六年為 500,000,000 美元

及就二零一七年為 600,000,000美元。 

 

詞彙 

 

收購 Prestige。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根據合併協議，我們以現金及股份收購 Prestige，總交易代價為

3,025,000,000 美元（包括債務承擔）。待若干二零一五年收益里程碑得以實現時，或須就收購代價最高支

付視乎情況條件的現金款項 50,000,000美元。 

 

經調整未計利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利。經調整其他收入（開支）及其他增補調整後的未計利息、稅
項、折舊及攤銷前盈利。 

 

經調整每股盈利。經調整收入淨額除以具攤薄影響的加權平均已發行股份數目。 

 

經調整未計燃料的郵輪成本淨額。經調整增補調整後的郵輪成本淨額減除燃料開支。 

 

經調整收入淨額。經調整增補調整後的收入淨額。 

 

經調整收益淨額。經調整增補調整後的收益淨額。 

 

經調整淨收益率。經調整增補調整後的淨收益率。 

 

標準床位。每間郵輪客房兩人入住的標準（每間單室公寓郵輪客房一人入住的標準），儘管許多間郵輪客
房可容納三名或以上乘客。 

 

可載客郵輪日數。可供的標準床位乘以期內的郵輪旅遊日數。 

 

合併公司。Norwegian及 Prestige二零一四年的合併財務業績。 

 

進塢。船舶在大型內港停泊，抽出所有淡水╱海水以便清理及維修在水位以下的船舶部分的程序。 

 

未計利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利。未計利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的盈利。 

 

公認會計原則。美國公認會計原則。 

 

郵輪成本總額。郵輪經營開支總額及銷售、一般及行政開支的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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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收益率。每個可載客郵輪日數的收益總額。 

 

合併協議。Prestige、NCLH、Portland Merger Sub, Inc.及 Apollo Management, L.P.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二日訂

立的合併協議及計劃，並就收購 Prestige作出修訂。 

 

郵輪成本淨額。郵輪成本總額減除佣金、交通及其他開支以及船上及其他開支。 

 

未計燃料的郵輪成本淨額。郵輪成本淨額減除燃料開支。 

 

收益淨額。收益總額扣除佣金、交通及其他開支以及船上及其他開支。 

 

淨收益率。每個可載客郵輪日數的收益淨額。 

 

運載率百分比或載客率。已載客郵輪日數與可載客郵輪日數的比率。百分比超過 100%即表示三名或以上
乘客佔用若干間郵輪客房。 

 

已載客郵輪日數。期內的載客數目乘以各郵輪旅遊行程日數。 

 

二次股份發售。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二零一四年三月、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及二零一三年八月公開發

售普通股。 

 

 

」 

 

雲頂香港股東務請注意，上述未經審核綜合財務業績僅關於 NCLH 而非雲頂香港本身。 

 

 

 

承董事會命 

 

 

主席兼行政總裁 

丹斯里林國泰 

 

 

香港，二零一五年五月八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雲頂香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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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