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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稱 STAR CRUISES LIMITED 麗星郵輪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持續經營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78） 

 
共同控制實體  － NCL CORPORATION LTD. 

截至二零零九年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的 

未經審核綜合財務業績公佈 
 

本公佈乃由Genting Hong Kong Limited雲頂香港有限公司(前稱STAR CRUISES LIMITED麗星郵輪

有限公司)（「雲頂香港」或「麗星郵輪」）根據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1)

條向雲頂香港股東提供NCL Corporation Ltd.（「NCLC」）截至二零零九年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及九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財務業績。NCLC為雲頂香港的50%共同控制實體。NCLC將於二零零

九年十一月十六日（美國時間）或前後向美國證券交易委員會提交其於及截至二零零九年九月

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財務資料（「二零零九年第三季及二零零九年九個月

財務資料」）。 

 

以下為摘錄自NCLC二零零九年第三季及二零零九年九個月財務資料的NCLC未經審核綜合財務

業績，該業績乃根據美利堅合衆國公認會計原則（「公認會計原則」）並以美元為單位編製。 

 
「 

 

NCL Corporation Ltd.    

綜合營運報表    

(未經審核，千美元）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零零九年 二零零八年  二零零九年  二零零八年

收益  

  船票  $392,473 $467,798 $1,005,886  $1,200,799

  船上及其他收益 158,203 171,191 447,662  474,752

收益總額 550,676 638,989 1,453,548  1,675,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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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零零九年 二零零八年 二零零九年  二零零八年

郵輪經營開支   

  佣金、交通及其他開支 97,144 102,589 247,332  275,187

  船上及其他開支 47,462 57,173 124,173  149,609

  工資及相關開支 78,434 89,968 241,014  290,836

  燃料 45,038 78,729 113,853  211,777

  食品 31,018 34,605 91,422  96,993

  其他經營開支 45,735 68,918 169,895  217,689

郵輪經營開支總額 344,831 431,982 987,689  1,242,091

銷售、一般及行政開支 54,202 65,510  179,159  212,014

折舊及攤銷開支 38,212 40,889 114,331  121,043

經營開支總額 437,245 538,381 1,281,179  1,575,148

經營收入 113,431 100,608 172,369  100,403  

非經營收入(開支)    

利息收入 132 1,139 767  1,966  

利息開支（扣除資本化利息） (25,813) (35,143) (77,860)  (117,275)  

其他收入（開支） (2,125) 104,582 10,957  14,089  

非經營收入（開支）總額 (27,806) 70,578 (66,136)  (101,220)  

收入（虧損）淨額 $85,625 $171,186 $106,233 $(817)  

 

下表載列統計資料摘要：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零零九年 二零零八年 二零零九年  二零零八年

   

載客數目  348,614 360,810 1,019,6721  966,701
已載客郵輪日數 2,483,300 2,553,190 7,054,434  7,321,490
可載客郵輪日數 2,163,140 2,293,946 6,386,536  6,745,362

運載率百分比 114.8% 111.3% 110.5% 108.5%
1二零零九年的載客數目增加，主要由於挪威之天號的三夜及四夜旅程，而二零零八年的阿羅哈之傲則為七夜旅程。 
 

截至二零零九年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與截至二零零八年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比較 

 

收益 

 

二零零九年的淨收益較二零零八年減少15.3%，是由於淨收益率下降10.1%及可載客郵輪日數下降5.7%。淨

收益率下跌，主要因環球經濟狀況欠佳導致乘客船票定價減低所致。此項減少因船上及其他收益帶來

淨收益率輕微增加所部分抵銷，增加主要是來自我們的岸上觀光團及酒吧業務的淨收益增加所致。

可載客郵輪日數減少乃主要由於挪威之夢號的離開（於二零零八年十一月有關租賃協議屆滿後離開船

隊），此項減少已因阿羅哈之傲重新註冊而被部分抵銷，阿羅哈之傲於二零零八年五月離開船隊並

於二零零八年七月以挪威之天號啟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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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支 

 

二零零九年的郵輪成本淨額較二零零八年減少24.7%，主要是由於每個可載客郵輪日的郵輪成本淨額下跌

20.1%。每個可載客郵輪日的郵輪成本淨額減少，主要是由於每公噸燃料價格由二零零八年的706美元下跌

37.0%至二零零九年的445美元導致每個可載客郵輪日的燃料價格減少、因成本控制措施使每個可載客郵輪

日的其他經營開支及銷售、一般及行政開支減少、以及薪金及旅遊開支減少致使每個可載客郵輪日的工資

及相關開支減少所致。 

 

二零零九年的折舊及攤銷開支較二零零八年減少6.5%，主要是由於挪威之天號於二零零九年一月轉交至麗

星郵輪所致。 

 

利息開支（扣除資本化利息）由二零零八年的35,100,000美元減至二零零九年的25,800,000美元，主要是由

於平均利率降低所致。其他收入（開支）於二零零九年錄得開支(2,100,000)美元，而二零零八年則錄得收入

104,600,000美元。於二零零九年的開支主要因外幣匯兌虧損(3,800,000)美元被燃料衍生工具收益

1,800,000美元部分抵銷所致。於二零零八年的收入主要因外幣匯兌收益117,600,000美元所致，惟部分

被燃料衍生工具虧損（12,700,000）美元抵銷。外幣匯兌收益及虧損主要是由於將以歐羅計值的債項以

美元重估所涉及的匯率變動所致。 

 

截至二零零九年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與截至二零零八年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比較 

 

收益 

 

二零零九年的淨收益較二零零八年減少13.5%，是由於淨收益率下降8.6%及可載客郵輪日數下降

5.3%。淨收益率下跌，主要因環球經濟狀況欠佳導致乘客船票定價減低所致。此項減少因船上及

其他收益帶來淨收益率輕微增加所部分抵銷，增加主要是來自我們的岸上觀光團及博彩業務的淨

收益增加所致。可載客郵輪日數減少乃由於馬可孛羅號及挪威之夢號的離開（分別於二零零八年三

月及二零零八年十一月相關租賃協議屆滿後離開船隊），此項減少已因阿羅哈之傲重新註冊而被部分抵

銷，阿羅哈之傲於二零零八年五月離開船隊並於二零零八年七月以挪威之天號啟航。 

 

開支 

 

二零零九年的郵輪成本淨額較二零零八年減少22.7%，主要是由於每個可載客郵輪日的郵輪成本淨

額下跌18.4%。每個可載客郵輪日的郵輪成本淨額減少，主要是由於每公噸然料價格由二零零八年

的599美元下跌39.2%至二零零九年的364美元導致每個可載客郵輪日的燃料價格減少、因夏威夷之

傲及阿羅哈之傲重新註冊及由夏威夷市場重新調配至我們的國際船隊的影響導致每個可載客郵輪日的

工資及相關開支減少、以及因成本控制措施得以節省開支使每個可載客郵輪日的其他經營開支及

銷售、一般及行政開支減少所致。 

 

二零零九年的折舊及攤銷開支較二零零八年減少5.5%，主要是由於挪威之天號於二零零九年一月轉交至麗

星郵輪所致。 

 

利息開支（扣除資本化利息）由二零零八年的117,300,000美元減至二零零九年的77,900,000美元，主要是由

於平均利率降低所致。其他收入（開支）於二零零九年錄得收入11,000,000美元，而二零零八年則錄得收入

14,100,000美元。於二零零九年的收入主要因燃料衍生工具收益18,900,000美元被外幣匯兌虧損

(7,600,000)美元部分抵銷所致。於二零零八年的收入主要因外幣匯兌收益27,400,000美元被燃料衍生工

具虧損（12,700,000）美元部分抵銷所致。外幣匯兌收益及虧損主要由於將歐羅計值的債項以美元重估所

涉及的匯率變動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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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後資本承擔 

 

日後資本承擔包括已訂約承擔及經營所需的預計日後資本開支。於二零零九年九月三十日，按二

零零九年九月三十日的歐羅／美元匯率計算，截至二零零九年、二零一零年及二零一一年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年度，我們預計資本開支將分別為177,900,000美元（包括直至二零零九年九月三十日

的135,000,000美元）、1,000,000,000美元及70,000,000美元。 

Norwegian Epic 現正興建中，並將為我們的船隊額外提供約4,200個標準床位，預期於二零一零年第二

季交付。按二零零九年九月三十日的歐羅／美元匯率計算，Norwegian Epic的總成本為1,300,000,000美

元。於二零零九年九月三十日，我們已就Norwegian Epic納入271,600,000美元於成本內，而成本餘額

將會受到歐羅／美元匯率的波動影響。就建造Norwegian Epic的合約而言，我們預期不會有合約性違反

或註銷出現 。然而，若有關情況出現，可導致（其中包括）沒收我們先前支付的按金或付款、潛在索

償及減值虧損，對我們的業務、財務狀況及經營業績均可能構成重大影響。 

資金來源 

於二零零九年九月三十日，我們的流動資金為245,700,000美元，當中包括現金及現金等值項目

143,600,000美元及根據我們的優先有抵押循環信貸融資可供提取的102,100,000美元。 

 

按二零零九年九月三十日的歐羅／美元匯率為基準，我們就Norwegian Epic已預備最高達

970,500,000美元出口信貸融資數額，將用於完成我們的融資需求。 

我們的債務協議中載有（其中包括）規定我們須維持最低流動資金水平，以及限制我們的淨額撥

款資本負債率、維持若干其他比率及限制我們支付股息的能力。我們的船舶及大部分其他物業及

設備均已質押作為我們的債務的抵押品。於二零零九年九月三十日，我們均有遵守該等契諾。 

於二零零九年四月，我們大致上已對所有當時的債務協議的若干條款作出修訂。經修訂的條款包

括將我們的800,000,000美元的融資屆滿期限由二零一零年七月延長至二零一二年一月。同時，經

修訂的條款亦包括可將本金攤銷遞延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倘我們只達到若干流動資金最低金額

則可被要求加快償還本金款項以及增加若干額外契諾。我們的股東就我們的修訂債務協議合共注

入100,000,000美元的股本。 

 

於二零零九年十月，我們將夏威夷之傲貸款308,100,000歐羅由歐羅轉換以美元計值，直至到期日，其

餘條款維持不變。 

 

於二零零九年十一月，我們按面值 98.834%的價格以私人發售方式發行 450,000,000 美元 11.75 厘優

先有抵押票據，於二零一六年到期。我們亦新訂立一項 750,000,000 美元有抵押循環信貸融資，利

率以倫敦銀行同業拆息率加 4.0 厘，直至二零一五年到期（「新訂循環信貸融資」）。從此票據發

售所得款項淨額以及從我們的新訂循環信貸融資項下所得借款，已用於贖回我們的 800,000,000 美

元融資及 610,000,000 美元優先有抵押循環信貸融資項下的債務。同時，我們已償付我們現有的 105
/8 

厘優先票據。 

 

全球經濟變動（特別是全球信貸市場）的影響導致業務環境充滿挑戰性，亦可能減低客戶日後對

郵輪的需求，並對我們業務夥伴的信貸風險造成不利影響。倘此狀況持續惡化，將會對我們的業

務、財務狀況及經營業績造成不利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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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相信，我們的手頭現金、預期日後經營現金流入款項、現有信貸融資的額外借款以及我們發

行債務證券或籌集額外股本（包括資本出資）的能力等因素，將足夠為營運、債務付款規定、資

本開支提供資金以及維持於未來十二個月期間遵守債務協議項下的債務契諾。概不能保證日後可

取得來自營運的現金流量及額外融資，以為未來的責任提供資金。 

詞彙及非公認會計原則財務計量 

 

根據郵輪旅遊業慣例，標準床位乃按照每間郵輪客房兩人入住的標準（儘管許多間郵輪客房可容納三名

或以上乘客）而釐定。 

 

可載客郵輪日數指按每間郵輪客房兩人入住乘以期內的郵輪旅遊日數。 

 

郵輪成本總額指郵輪經營開支總額及銷售、一般及行政開支的總和。 

 

總收益率指每個可載客郵輪日的總收益。 

 

郵輪成本淨額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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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淨收益指收益總額扣除佣金、交通及其他開支以及船上及其他開支。 

 

淨收益率指每個可載客郵輪日的淨收益。 

 

根據郵輪旅遊業慣例，運載率百分比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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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載客郵輪日數指期內的載客數目乘以各郵輪旅遊行程日數。 

 

在本文件内，「我們」及「本公司」一詞指 NCL Corporation Ltd.及其附屬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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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LC（雲頂香港的50%共同控制 

實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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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零九年十一月十六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雲頂香港的董事會包括一名執行董事（為丹斯里林國泰，其替任董事為吳高

賢先生）及五名獨立非執行董事（分別為史亞倫先生、陳文生先生、林黎明先生、Heah Sieu Lay

先生及區福耀先生）。 
 

* 僅供識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