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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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有關收購 LLOYD INVESTITIONS- UND VERWALTUNGS GMBH 的 
50% 股權及 LLOYD WERFT BREMERHAVEN AG 的 70% 股權的 

購股協議的修訂協議及期權協議的修訂協議； 
 

(2) 完成收購事項 
 

及 
 

(3) 收購事項所導致的持續關連交易 
 

購股協議的修訂協議及期權協議的修訂協議 

經訂約方進一步磋商後，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德國時間），買方與賣方

訂立購股協議的修訂協議，以及買方與 Petram 訂立期權協議的修訂協議，據此，就

購股協議及期權協議的條款作出了若干修訂。 

完成收購事項 

董事會欣然宣佈，在根據購股協議（經購股協議的修訂協議修訂）所有條件獲達成

後，該收購事項已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德國時間）完成。緊隨完成後，

LWB 及 LIV 分別由本集團擁有 70% 及 50%。 

董事會欲向股東提供更新資料，經諮詢本公司核數師後，於完成時 LIV 根據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被分類為本公司的非全資附屬公司。因此，LIV 的財務業績將合併於本

公司的綜合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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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事項所導致的持續關連交易 

緊隨完成後， LWB 分別由買方持有 70%及由 Petram 持有 30%， LIV 則由買方及 
Petram 擁有同等股份，而 LWB 及 LIV 均成為本公司的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由於 
Petram 為 LWB 及 LIV 的主要股東，故就上市規則而言，Petram 集團為本公司附屬

公司層面的關連人士。 

於收購事項前， LWB 集團已與 Petram 集團的成員公司訂立若干經營協議。於完成

後，根據該等協議擬進行的持續交易已成為本集團的持續關連交易。 

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60(1) 條，本公司須就上述持續關連交易遵守上市規則 
第十四 A 章下適用的年度審閱及披露規定。該等持續關連交易的詳情披露於遵照上

市規則第 14A.60(1) 條的規定刊發的本公佈內。 

 
背景 

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九月十八日所作出的公佈（「該公佈」），內容有關買

方（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Star Cruises Singapore Investment Holding Pte. Ltd.）
與賣方（Petram Beteiligungs GmbH、Ehlerding Beteiligungs GmbH 及 BLG Logistics 
Group AG & Co. KG）訂立的購股協議，據此，買方同意購買而賣方同意出售 LIV 
股份（相當於 LIV 股本總額的 50%）及 LWB 股份（相當於 LWB 已發行股份總數

的 70 %）。 

收購 LIV 股份及 LWB 股份為本公司提供於 LIV 及 LWB 相關資產的權益，包括於

德國 Bremerhaven 港口的船廠業務（建造、維修及工程）及相關租賃權。 

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本文所用的詞彙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購股協議的修訂協議及期權協議的修訂協議 
 
根據購股協議，倘買方及／或其聯繫人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尚未向 
LWB 發出總值至少達最低訂購額的造船訂單，賣方有認購期權共同要求由買方再

轉讓 LWB 股份及 LIV 股份。經買方與賣方進一步磋商後，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

十三日（德國時間），買方與賣方訂立購股協議的修訂協議，據此，買方及／或其

聯繫人發出該等造船訂單的期限將延長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就根據購股協議的修訂協議所作的修訂而言，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德國

時間），買方與 Petram 亦訂立期權協議的修訂協議，據此，買方與 Petram 同意對

期權協議作出下列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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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根據期權協議的認購期權或認沽期權只須待購股協議（經購股協議的修訂協議

修訂）完成後方可行使，及毋須根據購股協議受賣方認購期權不可再予以行使

的條件所規限； 

(ii) 期權協議的認沽期權僅可於自二零一六年二月一日起六個月內行使；及 

 
(iii) 倘 (A) 買方根據期權協議向 Petram 收購 Petram LIV 餘下股份（相當於 LIV 股

本總額約 50%）及 Petram LWB 餘下股份（相當於 LWB 已發行股份總數約

30%），及 (B) 賣方根據購股協議（經購股協議的修訂協議修訂）行使其認購

期權，要求買方再轉讓 LWB 股份及 LIV 股份，則 Petram 有責任按總代價

16,469,000 歐元（相等於約 136,518,000 港元）向買方購回 Petram LIV 餘下股

份及 Petram LWB 餘下股份。 

完成收購事項 
 
董事會欣然宣佈，在根據購股協議（經購股協議的修訂協議修訂）所有條件獲達成

後，該收購事項已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德國時間）完成。緊隨完成後，

LWB 及 LIV 分別由本集團擁有 70% 及 50%。 

於該公佈內，本公司曾披露由於 LIV 會於完成後分別由買方持有 50% 及由 Petram 
持有 50%，LIV 並不預期會於完成時成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董事會欲向股東提供

更新資料，經諮詢本公司核數師後，由於 (i) 根據期權協議（經期權協議的修訂協

議修訂），買方有認購期權可向 Petram 購買 Petram LIV 餘下股份；及 (ii) 根據期權

協議（經期權協議的修訂協議修訂），Petram 有認沽期權可要求買方購買 Petram 
LIV 餘下股份，LIV 應於完成時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被分類為本公司的非全資附

屬公司。因此，LIV 的財務業績將合併於本公司的綜合財務報表。 

收購事項所導致的持續關連交易 

緊隨完成後，LWB 分別由買方持有 70% 及由 Petram 持有 30%，LIV 則由買方及

Petram 擁有同等股份，而 LWB 及 LIV 均成為本公司的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由於 
Petram 為 LWB 及 LIV 的主要股東，故就上市規則而言， Petram 集團為本公司附屬

公司層面的關連人士。 

於收購事項前，LWB 集團已與 Petram 集團的成員公司訂立若干經營協議。於完成

後，根據該等協議擬進行的持續交易已成為本集團的持續關連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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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60(1) 條，本公司須就上述持續關連交易遵守上市規則 
第十四 A 章下適用的年度審閱及披露規定。該等持續關連交易的詳情披露於遵照上

市規則第 14A.60(1) 條的規定刊發的本公佈內。 

收費協議 

日期： 二零一五年十月十九日 

訂約方：   (1) LWB 

  (2) GDD KG 

交易性質：   分別 (1) 由 GDD KG 向 LWB 集團提供及 (2) 由 LWB 集團向 GDD KG 
  提供船塢設施、人員租賃、服務及其他工作所收取的費用。 

期限： 自二零一五年十月十九日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包括首尾兩

日）。 

費用： 提供船塢設施：每個船塢每天 1,600 歐元至 5,200 歐元，取決於將提供

的船塢設施。 

人員租賃：每人每小時最高 88 歐元（此外，使用工廠設施每人每小時

最高 100 歐元）。  

提供服務及其他工作的費用按將提供的各相關項目的固定單價收取。 

付款條款： 提供船塢設施： 60% 的費用即時結算，而 40% 的費用應於開具發票後 
30 天內結算。特殊的分期付款安排或會因延長使用船塢設施而達成。 

人員租賃、提供服務及其他工作：有關費用應於每月開具發票後 14 天
內結算。 

收費協議下的費用須以現金結算。倘有任何逾期付款須按年利率 5% 
加收利息。 

費用基準： 費用按公平原則釐定，並符合類似服務於當時的現行市場費用率。在

釐定市價時， LWB 主要考慮以下因素：(i) 服務成本及 (ii) LWB 提供

予其他獨立客戶的相同或類似服務的價格。 

建議年度上限 

根據收費協議，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的期間／年度，預期 LWB 集團應付予 GDD KG 的最高總金額（「年度上限」）分

別為 64,000歐元（相等於約 531,000港元）及 395,000歐元（相等於約 3,274,000港元）。 



 

5 

 

根據收費協議，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的期間／年度，GDD KG 應付予 LWB 集團的年度上限分別為 1,870,000 歐元（相等

於約 15,501,000 港元）及 11,655,000 歐元（相等於約 96,613,000 港元）。 

收費協議下的交易的年度上限乃參考以下各項釐定，其中包括：(i) 過往就類似服務

分別由 LWB 集團支付予 GDD KG 及由 GDD KG 支付予 LWB 集團的費用金額；及 
(ii) 就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期間／年

度，對有關就船塢設施及有關服務及人員的可能需求的內部預測。截至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根據先前協議 (1) 由 LWB 集團向 GDD KG 支付及 (2) 由 
GDD KG 向 LWB 集團支付的交易的總值分別約為 120,000 歐元（相等於約 995,000
港元）及 6,400,000 歐元（相等於約 53,052,000 港元）。 

訂立收費協議的理由及裨益 

藉收費協議可促進業務的持續經營並更能善用 LWB 集團和 GDD KG 兩者的船塢設

施及資源。LWB 集團向 GDD KG 提供船塢設施、人員及服務，藉此可以更好地利

用 LWB 集團的船塢設施並為 LWB 集團帶來額外的收益來源。另一方面，GDD KG 
向 LWB 集團提供船塢設施，讓 LWB 集團在有業務需要時可靈活地使用 GDD KG 
的船塢設施。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經考慮收購事項後，收費協議的條款以及其項

下擬進行的交易（連同年度上限）乃於本集團的一般日常業務過程中按正常商業條

款進行，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概無董事於收費協議擁有任何重大權益從而被禁止就批准收費協議以及其項下擬進

行的交易（連同年度上限）的董事會決議案進行投票，且並無董事就批准該董事會

決議案棄權投票。 

有關收費協議訂約方的資料 

GDD KG 

GDD KG 為一間根據德國法律成立的有限合夥公司，為 Petram 的全資附屬公司。

GDD KG 主要從事船舶維修和改裝、主輔發動機維修、船舶運作組件維修以及二十

四小時服務。 

LWB 

LWB 為一間根據德國法律註冊成立的股份公司。 LWB 主要從事經營船廠以建造預

製組件船舶、改造船舶及修理船舶，以及持有、擁有及維護移動及固定船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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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本公司的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本公司的附屬公司主要從事郵輪旅遊及郵輪旅遊相

關業務，以及休閒、娛樂及旅遊款待業務。 

上市規則的涵義 

緊隨完成後，LWB 分別由買方持有 70% 及由 Petram 持有 30%， LIV 則由買方及 
Petram 擁有同等股份，而 LWB 及 LIV 均成為本公司的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由於 
Petram 是 LWB 及 LIV 的主要股東，故就上市規則而言， Petram 集團為本公司附屬

公司層面的關連人士。 

由於收費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的年度上限的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

市規則）超過 1% 但均低於 5%，故收費協議將須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 A 章下的公

告及年度審閱規定，但獲豁免遵守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釋義 

除文義另有規定外，本公佈中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收購事項」 指 買方根據購股協議（經購股協議的修訂協議修訂）的條款

及條件向賣方收購 LIV 股份及 LWB 股份。 

「聯繫人」 指 聯屬公司（定義見《德國股份公司法》第 15 條）、關連

人士（定義見《德國海外稅法》第 1 條第 2 段）及其親屬

（定義見《德國稅法通則》第 15 條），惟除另有明確規

定外，就購股協議而言，目標集團公司不被視為賣方的聯

繫人或買方的聯繫人。 

「收費協議」 指 LWB 與 GDD KG 訂立的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十月十九日關

於提供船塢設施和相關服務以及人員租賃的收費協議，內

容有關分別 (1) 由 GDD KG 向 LWB 集團提供以及 (2) 由 
LWB 集團向 GDD KG 提供船塢設施、人員租賃、服務及

其他工作。 

「期權協議的修訂 
 協議」 

指 買方與  Petram 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德國時

間）訂立的期權協議的修訂協議，內容有關修訂期權協議

的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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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協議的修訂 
 協議」 

指 買方與賣方訂立的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德

國時間）的購股協議的修訂協議，內容有關修訂購股協議

的條款。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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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 指 按照購股協議（經購股協議的修訂協議修訂）的條款及條

件完成收購事項。 

「條件」 指 完成購股協議（經購股協議的修訂協議修訂）的先決條

件。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相同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歐元」 指 作為根據日期為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三日的《修訂歐盟條

約 的 里 斯 本 條 約 及 成 立 歐 洲 共 同 體 的 條 約 》

（OJ 2007/C 306/01）屬於貨幣聯盟的歐盟成員國的法定

貨幣。 

「GDD KG」 指 German Dry Docks GmbH & Co. KG，一間根據德國法律成

立的有限合夥公司，是 Petram 的全資附屬公司。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 

指 香港會計師工會頒發的財務報告準則及詮釋，包括 (i) 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ii) 香港會計準則及 (iii) 詮釋。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LIV」 指 Lloyd Investitions- und Verwaltungs GmbH ，一間根據德國

法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LIV 集團」 指 LIV 及其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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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WB」 指 Lloyd Werft Bremerhaven AG ，一間根據德國法律註冊成

立的股份公司。 

「LWB 集團」 指 LWB 及其附屬公司。 

「最低訂購額」 指 550,000,000 歐元（相等於約 4,559,170,000 港元）。 

「期權協議」 指 買方與 Petram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十七日（德國時間）訂

立的認購及認沽期權協議，據此，買方於若干事件發生時

有權購買 Petram LIV 餘下股份及 Petram LWB 餘下股份，

而 Petram 於若干事件發生時有權要求買方購買 Petram 
LIV 餘下股份及 Petram LWB 餘下股份。 

「Petram」 指 Petram Beteiligungs GmbH ，一間根據德國法律註冊成立

的有限責任公司。 

「Petram 集團」 指 Petram 及其附屬公司。 

「買方」 指 Star Cruises Singapore Investment Holding Pte. Ltd.，一間於

新加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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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tram LIV 餘 
 下股份」 

指 Petram 持有 LIV 面值為 90,000,000 歐元的股份，相當於 
LIV 股本總額約 50%，將不會於完成時轉讓予買方。 

「Petram LWB 餘
 下股份」 

指 Petram 持有的 2,025,000 股 LWB 股份，相當於 LWB 已發

行股份總數約 30%，將不會於完成時轉讓予買方。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 0.10 美元的普通股。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購股協議」 指 由買方與賣方就收購事項訂立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九月十七

日的購股協議。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目標集團公司」 指 LIV、LWB、Lloyd Design Bremerhaven GmbH、Lloyd 
Wind Projektgesellschaft GmbH 、 Lloyd Offshore 
Bremerhaven GmbH、SK Athlet III GmbH 以及 Lloyd Werft 
Al Duqom LLC。 

「美元」 指 美利堅合眾國法定貨幣美元。 

「%」 指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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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公佈而言，在適用的情況下所採納的歐元兌港元匯率為 1.00 歐元兌 8.2894 港元， 

惟僅供參考，並不表示曾經、可能曾經或可以按任何上述匯率或任何其他匯率兌換任何款

項或以任何方式進行兌換。 

承董事會命 
主席兼行政總裁 

丹斯里林國泰 
香港，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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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購股協議，倘買方及／或其聯繫人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尚未向 LWB 發出總值至少達最低訂購額的造船訂單，賣方有認購期權共同要求由買方再轉讓 LWB 股份及 LIV 股份。經買方與賣方進一步磋商後，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德國時間），買方與賣方訂立購股協議的修訂協議，據此，買方及／或其聯繫人發出該等造船訂單的期限將延長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就根據購股協議的修訂協議所作的修訂而言，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德國時間），買方與 Petram 亦訂立期權協議的修訂協議，據此，買方與 Petram 同意對期權協議作出下列修訂：
	(i) 根據期權協議的認購期權或認沽期權只須待購股協議（經購股協議的修訂協議修訂）完成後方可行使，及毋須根據購股協議受賣方認購期權不可再予以行使的條件所規限；
	(ii) 期權協議的認沽期權僅可於自二零一六年二月一日起六個月內行使；及
	(iii) 倘 (A) 買方根據期權協議向 Petram 收購 Petram LIV 餘下股份（相當於 LIV 股本總額約 50%）及 Petram LWB 餘下股份（相當於 LWB 已發行股份總數約30%），及 (B) 賣方根據購股協議（經購股協議的修訂協議修訂）行使其認購期權，要求買方再轉讓 LWB 股份及 LIV 股份，則 Petram 有責任按總代價16,469,000歐元（相等於約136,518,000港元）向買方購回 Petram LIV 餘下股份及Petram LWB 餘下股份。
	董事會欣然宣佈，在根據購股協議（經購股協議的修訂協議修訂）所有條件獲達成後，該收購事項已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德國時間）完成。緊隨完成後，LWB 及 LIV 分別由本集團擁有 70% 及 50%。
	於該公佈內，本公司曾披露由於 LIV 會於完成後分別由買方持有 50% 及由 Petram 持有 50%，LIV 並不預期會於完成時成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董事會欲向股東提供更新資料，經諮詢本公司核數師後，由於 (i) 根據期權協議（經期權協議的修訂協議修訂），買方有認購期權可向 Petram 購買 Petram LIV 餘下股份；及 (ii) 根據期權協議（經期權協議的修訂協議修訂），Petram 有認沽期權可要求買方購買 Petram LIV 餘下股份，LIV 應於完成時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被分...
	收購事項所導致的持續關連交易
	緊隨完成後，LWB 分別由買方持有70% 及由 Petram 持有30%，LIV 則由買方及Petram 擁有同等股份，而 LWB 及 LIV 均成為本公司的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由於 Petram 為 LWB 及 LIV 的主要股東，故就上市規則而言， Petram 集團為本公司附屬公司層面的關連人士。
	於收購事項前，LWB 集團已與 Petram 集團的成員公司訂立若干經營協議。於完成後，根據該等協議擬進行的持續交易已成為本集團的持續關連交易。
	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60(1) 條，本公司須就上述持續關連交易遵守上市規則 第十四A章下適用的年度審閱及披露規定。該等持續關連交易的詳情披露於遵照上市規則第 14A.60(1) 條的規定刊發的本公佈內。
	收費協議
	日期： 二零一五年十月十九日
	訂約方：   (1) LWB
	(2) GDD KG
	交易性質：   分別 (1) 由 GDD KG 向 LWB 集團提供及 (2) 由 LWB 集團向 GDD KG   提供船塢設施、人員租賃、服務及其他工作所收取的費用。
	期限： 自二零一五年十月十九日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包括首尾兩日）。
	費用： 提供船塢設施：每個船塢每天 1,600 歐元至 5,200 歐元，取決於將提供的船塢設施。
	人員租賃：每人每小時最高88歐元（此外，使用工廠設施每人每小時最高100歐元）。
	提供服務及其他工作的費用按將提供的各相關項目的固定單價收取。
	付款條款： 提供船塢設施： 60% 的費用即時結算，而 40% 的費用應於開具發票後 30 天內結算。特殊的分期付款安排或會因延長使用船塢設施而達成。
	人員租賃、提供服務及其他工作：有關費用應於每月開具發票後 14 天內結算。
	收費協議下的費用須以現金結算。倘有任何逾期付款須按年利率 5% 加收利息。
	費用基準： 費用按公平原則釐定，並符合類似服務於當時的現行市場費用率。在釐定市價時， LWB 主要考慮以下因素：(i) 服務成本及 (ii) LWB 提供予其他獨立客戶的相同或類似服務的價格。
	建議年度上限
	根據收費協議，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期間／年度，預期LWB集團應付予 GDD KG 的最高總金額（「年度上限」）分別為64,000歐元（相等於約531,000港元）及395,000歐元（相等於約3,274,000港元）。
	根據收費協議，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期間／年度，GDD KG 應付予 LWB 集團的年度上限分別為1,870,000歐元（相等於約15,501,000港元）及11,655,000歐元（相等於約96,613,000港元）。
	收費協議下的交易的年度上限乃參考以下各項釐定，其中包括：(i) 過往就類似服務分別由 LWB 集團支付予 GDD KG 及由 GDD KG 支付予 LWB 集團的費用金額；及 (ii) 就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期間／年度，對有關就船塢設施及有關服務及人員的可能需求的內部預測。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根據先前協議 (1) 由 LWB 集團向 GDD KG 支付及 (2) 由 GDD KG 向 LWB 集團支付的交易的總值分別約為120,000歐元（相等於...
	訂立收費協議的理由及裨益
	藉收費協議可促進業務的持續經營並更能善用 LWB 集團和 GDD KG 兩者的船塢設施及資源。LWB 集團向 GDD KG 提供船塢設施、人員及服務，藉此可以更好地利用 LWB 集團的船塢設施並為 LWB 集團帶來額外的收益來源。另一方面，GDD KG 向 LWB 集團提供船塢設施，讓 LWB 集團在有業務需要時可靈活地使用 GDD KG 的船塢設施。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經考慮收購事項後，收費協議的條款以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連同年度上限）乃於本集團的一般日常業務過程中按正常商業條款進行，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概無董事於收費協議擁有任何重大權益從而被禁止就批准收費協議以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連同年度上限）的董事會決議案進行投票，且並無董事就批准該董事會決議案棄權投票。
	有關收費協議訂約方的資料

	GDD KG
	GDD KG 為一間根據德國法律成立的有限合夥公司，為 Petram 的全資附屬公司。GDD KG 主要從事船舶維修和改裝、主輔發動機維修、船舶運作組件維修以及二十四小時服務。
	LWB
	LWB 為一間根據德國法律註冊成立的股份公司。 LWB 主要從事經營船廠以建造預製組件船舶、改造船舶及修理船舶，以及持有、擁有及維護移動及固定船塢。
	本公司
	本公司的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本公司的附屬公司主要從事郵輪旅遊及郵輪旅遊相關業務，以及休閒、娛樂及旅遊款待業務。
	上市規則的涵義
	緊隨完成後，LWB 分別由買方持有 70% 及由 Petram 持有 30%， LIV 則由買方及 Petram 擁有同等股份，而 LWB 及 LIV 均成為本公司的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由於 Petram 是 LWB 及 LIV 的主要股東，故就上市規則而言， Petram 集團為本公司附屬公司層面的關連人士。
	由於收費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的年度上限的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超過 1% 但均低於 5%，故收費協議將須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下的公告及年度審閱規定，但獲豁免遵守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釋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