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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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佈  
截 至 二 零 一 一 年 六 月 三 十 日 止 六 個 月 的 業 績  

 
Genting Hong Kong Limited雲頂香港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董事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

團」）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及去年同期的比較數字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一年  二零一零年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3 227,046  184,736

經營開支    
經營開支（不包括折舊及攤銷）  (130,151)  (105,127)
折舊及攤銷  (35,991)  (31,863)

  (166,142)  (136,990)
銷售、一般及行政開支    

銷售、一般及行政開支（不包括折舊及攤銷）  (35,393)  (29,101)
折舊及攤銷  (2,008)  (2,034)

  (37,401)  (31,135)

  (203,543)  (168,125)

  23,503  16,611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溢利／（虧損）  40,845  (17,492)
應佔聯營公司（虧損）／溢利  (191)  10,236
其他收入淨額 4 13,764  14,356
融資收入  1,487  1,401
融資成本  (15,791)  (13,369)

  40,114  (4,868)

除稅前溢利  63,617  11,743

稅項 5 (1,867)  (426)

本期間溢利  61,750  1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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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續）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一年 二零一零年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外幣換算差額   8,664  2,030
衍生金融工具的公平值溢利／（虧損）   3,823  (2,197)
可供出售投資的公平值虧損   (909)  -
轉撥至綜合收益表的衍生金融工具變現（虧損）／ 

溢利 
   

(2,942) 
 

2,059
應佔一間共同控制實體的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9,465  (6,206)
於出售附屬公司時的解除儲備   -  8,452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18,101  4,138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79,851  15,455

    
應佔溢利：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   62,436  11,978
非控股權益   (686)  (661)

   61,750  11,317

    
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   80,537  16,116
非控股權益   (686)  (661)

   79,851  15,455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每股盈利 6   

－ 基本（美仙）                   0.83               0.16  
－ 攤薄（美仙）                  0.81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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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狀況表 
 

  於 
  二零一一年  二零一零年

  六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非流動資產    
遞延稅項資產   350  365

物業、廠房及設備   1,208,129  1,219,063

土地使用權   1,210  44,397

投資物業   -  15,598

於共同控制實體的權益   1,173,413  1,114,875

於聯營公司的權益   8,128  209

可供出售投資   5,401  6,310

其他資產   9,528  8,010

   2,406,159  2,408,827

流動資產      

易耗存貨   7,635  6,525

應收貿易賬款 7  21,346  18,511

預付開支及其他應收款項   55,703  83,395

衍生金融工具   1,895  1,238

應收有關連公司款項   913  3,391

受限制現金   1,901  -

現金及現金等值項目   521,786  159,434

   611,179  272,494
列為持作銷售用途的非流動資產   57,040  8,799

   668,219  281,293

資產總值   3,074,378  2,69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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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狀況表（續） 
於 

二零一一年  二零一零年 
六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股本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777,199  777,133 

儲備：      

股份溢價   1,510,771  1,510,652 

額外繳入資本   98,386  97,653 

可換股債券 － 股本成分   5,929  5,929 

外幣換算調整   1,906  (6,758)

公平值儲備   2,006  2,915 

現金流量對沖儲備   16,113  6,067 

累計虧損   (352,470)  (414,906)

   2,059,840  1,978,685 
非控股權益   43,793  44,479 

股本總額   2,103,633  2,023,164 

負債     

非流動負債     

貸款及借款   739,225  221,764 

遞延稅項負債   35  75 

   739,260  221,839 

流動負債      

應付貿易賬款 8  30,211  38,891 

即期所得稅負債   3,360  2,593 

撥備、應計款項及其他負債   111,296  102,013 

貸款及借款即期部分   71,838  289,561 

衍生金融工具   902  1,484 

應付有關連公司款項   635  739 

預售船票   13,243  9,836 

   231,485  445,117 

負債總額   970,745  666,956 

股本及負債總額   3,074,378  2,690,120 

流動資產／（負債）淨額   436,734  (163,824)

資產總值減流動負債  2,842,893  2,245,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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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料附註 
 
1. 一般資料 

 
Genting Hong Kong Limited雲頂香港有限公司（「本公司」）為一家於百慕達持續經營的獲豁免有限責任公

司，其股份於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聯交所」）主板上市以及於新加坡證券交易所有限公司的

GlobalQuote 買賣。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位於 Canon’s Court, 22 Victoria Street, Hamilton HM 12, Bermu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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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會於二零一一年八月二十七日批准刊發該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料。 

 
2. 主要會計政策及呈報基準 

 
本集團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料是遵照香港會計師公會發出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

告」，以及聯交所證券上巿規則（「上市規則」）附錄十六編製。 
 
遵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而編製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料，需要管理層作出估計及假設，而該等估計

及假設可影響於呈報期終所呈報的資產與負債款額及所披露的或然資產與負債，以及呈報期內所呈報的收益

與開支款額。實際結果可能與該等估計不同。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料是根據歷史成本常規法編製，

並就按公平值列賬的若干金融資產及金融負債（包括衍生工具）重估而作出修改。 
 
本集團業務受季節因素影響，故中期業績不一定能反映整個財政年度的業績。本公佈應與本集團按照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資料編製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的年報（倘相關）一併閱讀。 
 
編製該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料所採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本公司於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年度年報所採用者一致，惟本集團已採納下列新／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準則及詮釋則除外： 
 
(i)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關連方披露」（自二零一一年一月一日起生效）。此項經修訂準則

釐清及簡化關連方的定義，並刪除政府相關實體須披露與政府及其他政府相關實體進行的所有交易詳

情的規定。該等修訂不會對本集團財務資料構成重大影響。 
 
(ii)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的修訂「供股分類」（自二零一一年一月一日起生效）。此項修訂處理以發行人

功能貨幣以外貨幣列值的供股的會計方式。在達成若干條件的情況下，不論行使價以何種貨幣列值，

該等供股即列作股本。過往，此等發行須作為衍生負債入賬。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會計政策、會

計估計變動及誤差」，該項修訂追溯適用。該等修訂不會對本集團財務資料構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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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及呈報基準（續） 

 

(iii)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14的修訂「最低資金要求的預付款項」（自二零一一年一月

一日起生效）。該等修訂修改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14、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界

定利益資產的限制、最低資金要求及其相互作用」的非預定結果。若無該等修訂，實體不會獲准將若

干自願性最低資金供款預付款項確認為資產。此安排並非當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

14頒佈時所預定，故此，該等修訂修改此安排。該等修訂應追溯適用於最早呈列的比較期間。該等修

訂不會對本集團財務資料構成重大影響。 
 
(iv) 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的修訂「中期財務報告」（自二零一一年一月一日起生效）。此項修訂提供指引

說明如何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的披露原則以及加入下列披露規定﹕  
․ 可能影響金融工具公平值以及其分類的情況﹔ 

․ 在公平值結構不同層級之間轉撥金融工具﹔ 

․ 金融資產分類的變動﹔及  

․ 或然負債及資產的變動。 

 

該等修訂不會對本集團財務資料構成重大影響。 
 

除上述影響以及若干呈列方式的變動外，採納該等新／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準則及詮釋，對本集團的

財務資料並無重大影響。由於須計及在年度財務報表或該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料上的任何呈列變

動，故於需要時已將過往呈報的綜合中期財務資料內的比較資料重新分類及更詳細分析。 
 

3. 營業額及分類資料 

 
本集團主要從事經營載客郵輪業務。高級管理人員根據本集團內部報告審閱業務表現和釐定營運決策及資源

分配。本集團業務可分為郵輪業務及非郵輪業務兩方面。據此，被確定有兩項可呈報分類項目，即郵輪旅遊

及郵輪旅遊相關活動和船舶租賃及其他。 
 
郵輪旅遊及郵輪旅遊相關活動收益，包括乘客船票銷售（包括乘搭飛機往返郵輪的費用），及來自船上服務

及其他相關服務（包括博彩及餐飲服務）的收益。本集團的其他業務包括船舶租賃及其他，其規模均未重大

至需要作出單獨呈報。 
 
本集團的分類資料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郵輪旅遊及

郵輪旅遊

相關活動

船舶租賃 
及其他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乘客船票收益 54,527 -  54,527
船上及其他收益 19,156 -  19,156
博彩收益 139,937 -  139,937
船舶租賃及其他 - 13,426  13,426

營業總額 213,620 13,426  227,046

分類業績 37,586 (14,083)  23,503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溢利      40,845
應佔聯營公司虧損   (191)

其他收入淨額   13,764
融資收入   1,487
融資成本   (15,791)

除稅前溢利   63,617
稅項   (1,867)

本期間溢利   6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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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及分類資料（續） 
 

未經審核 
於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 

郵輪旅遊及

郵輪旅遊

相關活動

船舶租賃 
及其他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分類資產 1,937,172 1,080,166  3,017,338

未分配資產   57,040

資產總值   3,074,378

   
分類負債 139,712 16,610  156,322
貸款及借款（包括即期部分） 759,475 51,588  811,063

 899,187 68,198  967,385

稅務負債   3,360

負債總額   970,745

   
資本開支 20,027 428  20,455

   
折舊及攤銷 24,223 13,776  37,999

 
 

未經審核 
截至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郵輪旅遊及

郵輪旅遊
相關活動

船舶租賃 
及其他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乘客船票收益 50,482 -  50,482
船上及其他收益 14,368 -  14,368
博彩收益 105,818 -  105,818
船舶租賃及其他 - 14,068  14,068

營業總額 170,668 14,068  184,736

分類業績 12,891 3,720  16,611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虧損   (17,492)
應佔聯營公司溢利   10,236
其他收入淨額   14,356
融資收入   1,401
融資成本   (13,369)

除稅前溢利   11,743
稅項   (426)

本期間溢利   1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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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及分類資料（續） 
 

經審核 
於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郵輪旅遊及

郵輪旅遊
相關活動

船舶租賃 
及其他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分類資產 1,536,864 1,144,457  2,681,321

未分配資產   8,799

資產總值   2,690,120

   
分類負債 134,265 18,773  153,038
貸款及借款（包括即期部分） 451,090 60,235  511,325

 585,355 79,008  664,363

稅務負債   2,593

負債總額   666,956

   
資本開支 22,763 1,784  24,547

   
折舊及攤銷 49,424 15,906  65,330

 
由於本集團絕大部分營業額及經營溢利均源自亞太地區的業務，因此並無呈列有關地理區域的資料。 

 
4. 其他收入淨額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一年

千美元

 二零一零年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訴訟損害賠償申索（附註(a)）  13,300  -
視作出售一間共同控制實體虧損（附註(b)）  (726)  -
出售附屬公司溢利（附註(c)）  -  17,602
衍生金融工具虧損  (73)  (2,666)
外滙溢利／（虧損）  1,369  (461)
其他開支淨額  (106)  (119)

  13,764  14,356
 
附註： 
 
(a) 於二零一一年六月，本集團就Louis Plc.未完成挪威之夢號買賣合約，同意庭外和解賠償13,300,000美

元。 
 
(b) 於二零一一年六月，本集團攤薄其於Star Cruises Hong Kong Management Services Philippines, Inc. 的現

有股權由64%至32%，並就視作出售該共同控制實體錄得約700,000美元的虧損。 
 
(c) 於二零一零年六月，本集團以約55,600,000美元出售Port Klang Cruise Centre Sdn Bhd及Glamourous 

Trendy Sdn Bhd的全部已發行股本，並就出售該等附屬公司變現約17,600,000美元的溢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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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稅項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一年

千美元

 二零一零年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海外稅項   
－ 本期稅項  1,026  569
－ 遞延稅項  38  -

  1,064  569

過往年度的不足 ／（超額）撥備   
－ 本期稅項  889  7
－ 遞延稅項  (86)  (150)

  1,867  426

 
本公司已遷冊至百慕達，而且其大部分附屬公司均毋須繳納所得稅，理由是彼等收入主要在公海或徵稅司法

權區以外賺取。然而，誠如上表所示，根據其經營業務的若干司法權區所賺取並須繳納地方稅項的收入，本

集團已產生稅項開支。於該等情況下，已應用適當的當地稅率釐定合適的稅項開支。 
 

6. 每股盈利 
 
每股盈利計算如下：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一年

千美元  
二零一零年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基本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盈利 62,436  11,978

已發行普通股的加權平均數（千股） 7,540,582  7,426,246

每股基本盈利（美仙） 0.83    0.16

 
攤薄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盈利 62,436  11,978
可換股債券利息開支  4,491  -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盈利的盈利  66,927  11,978

已發行普通股的加權平均數（千股）  7,540,582  7,426,246
普通股的攤薄影響（千股）:  710,406  -

-  購股權  24,565  -
-  可換股債券  685,841  -

假設攤薄後的已發行普通股加權平均數（千股）  8,250,988  7,426,246

每股攤薄盈利（美仙） 0.81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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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應收貿易賬款 

 
  於 
  二零一一年

六月三十日

千美元

 二零一零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貿易賬款  21,369  18,548
減：撥備  (23)  (37)

  21,346  18,511

 
應收貿易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 
  二零一一年

六月三十日

千美元

 二零一零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即期至30日  15,619  14,810
31日至60日  2,414  688
61日至120日  1,025  1,695
121日至180日  1,656  915
181日至360日  417  121
360日以上  238  319

  21,369  18,548
 
信貸期一般由預先付款至45日的信貸期不等（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預先付款至45日）。 
 

8. 應付貿易賬款 
 

應付貿易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 
  二零一一年 

六月三十日 
千美元 

 二零一零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即期至60日  23,180  34,150
61日至120日  2,524  2,290
121日至180日  1,824  2,071
180日以上  2,683  380

  30,211  38,891

 
本集團獲授的信貸期一般由沒有信貸期至45日的信貸期不等（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沒有信貸期至45
日）。 
 
 

中期股息 
 
董事不建議宣派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的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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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下文評論是根據本集團二零一一年及二零一零年上半年的業績比較而編製。 
 
二零一一年上半年與二零一零年上半年業績要點的比較︰ 
 

․ 本集團於二零一一年上半年的溢利為61,800,000美元，較二零一零年上半年的11,300,000美元

上升445.6% 
 

․ 共同控制實體Travellers International Hotel Group, Inc.及其附屬公司（「Travellers集團」）及

NCL Corporation Ltd.及其附屬公司（「NCLC集團」）於期內分別帶來25,700,000美元及

12,300,000美元的溢利。由Travellers集團所帶來的應佔溢利較二零一零年同期（當Travellers
集團分類為聯營公司）增加15,500,000美元，而在二零一一年上半年由NCLC集團所帶來的應

佔溢利為12,300,000美元，二零一零年上半年則有應佔虧損18,700,000美元 
 

․ 本期間未計利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利增加21.8%至61,500,000美元，而二零一零年同期

則為50,500,000美元 
 
․ 由於天秤星號於二零一一年上半年全面啟航，故可載客郵輪日數由約800,000個增加10.8%至

約900,000個 
 

․ 收 益 總 額 由 二 零 一 零 年 上 半 年 的 184,700,000 美 元 增 加 22.9% 至 二 零 一 一 年 上 半 年 的

227,000,000美元，主要由於博彩收益較二零一零年上半年增加32.2% 
 

․ 二零一一年上半年經營開支（不包括折舊及攤銷）增加23.8%，主要由於燃料成本及薪金與

相關經營成本上升所致 
 

․ 二零一一年上半年銷售、一般及行政開支（不包括折舊及攤銷）增加21.6%，主要由於薪金

以及廣告與推廣開支增加所致 

 

․ 二零一一年上半年的經營溢利為23,500,000美元，較二零一零年上半年的16,600,000美元增加

41.5% 
 

營業額 
 
本集團於二零一一年上半年的收益總額為227,000,000美元，較二零一零年上半年的184,700,000美元增加

22.9%。收益總額增加主要由於二零一一年上半年的博彩收益增加32.2%及可載客郵輪日數因天秤星號於

二零一一年上半年全面啟航而增加10.8%，但該郵輪於二零一零年首季並無航行。運載率百分比由82%增

加2%至二零一一年上半年的84%，推高本期間的船票及船上收益13.6%。 
 
持續的船隊重整安排，包括翻新及調配雙魚星號由馬來西亞至香港以及調配天秤星號及寶瓶星號分別往

馬來西亞及台灣地區的安排，均導致博彩收益上升。 
 
成本及開支 
 
二零一一年上半年的未計融資成本及其他項目的成本及開支總額為203,500,000美元，較二零一零年上半

年的168,100,000美元增加35,400,000美元。 
 
經營開支（不包括折舊及攤銷）由二零一零年上半年的105,100,000美元上升25,100,000美元(23.9%)至二零

一一年上半年的130,200,000美元，主要因可載客郵輪日數、薪金、港口收費增加及較高的燃料支出使船

舶經營開支增加26.8%所致。於二零一一年上半年，麗星亞洲的平均燃料價格由二零一零年上半年的每公

噸480美元上升約21.5%至二零一一年上半年的每公噸583美元。不包括燃料開支，經營開支總額增加

22.3%，按每個可載客郵輪日數基準計算，較二零一零年上半年增加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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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及開支（續） 
 
銷售、一般及行政開支（不包括折舊及攤銷）由二零一零年上半年的29,100,000美元增加6,300,000美元

(21.6%)至二零一一年上半年的35,400,000美元，主要由於二零一零年上半年的薪金相關成本以及廣告與推

廣開支增加所致。 
 
折舊及攤銷開支增加4,100,000美元(12.1%)，主要因挪威之夢號的折舊自二零一零年十二月起從持作銷售

用途的非流動資產已重新分類至物業、廠房及設備。 
 
未計利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利 
 
於二零一一年上半年，本集團的未計利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利為61,500,000美元，較二零一零年上

半年的50,500,000美元上升21.8%。 
 
融資成本 
 
二零一一年上半年的融資成本增加2,400,000美元至15,800,000美元，而二零一零年上半年則為13,400,000
美元，主要由於二零一一年上半年於貸款再融資後撇銷已攤銷的貸款安排費用所致。 
 
其他收入淨額 
 
二零一一年上半年的其他收入淨額為13,800,000美元，而二零一零年上半年則為14,400,000美元。於二零

一一年上半年，其他收入淨額主要包括有關Louis Plc.未完成挪威之夢號買賣合約的協定賠償13,300,000美

元。 
 
於二零一零年上半年，其他收入淨額包括以約55,600,000美元出售Port Klang Cruise Centre Sdn Bhd及

Glamourous Trendy Sdn Bhd權益的變現收益約17,600,000美元。 
 
除稅前溢利 
 
二零一一年上半年的除稅前溢利為63,600,000美元，而二零一零年上半年的除稅前溢利則為11,700,000美

元。 
 
股本持有人應佔溢利 
 
二零一一年上半年的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溢利淨額為62,400,000美元，而二零一零年上半年則錄得股本

持有人應佔溢利淨額12,000,000美元。 
 
本集團之經營數據如下﹕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一年 二零一零年

  
已載客郵輪日數 778,166 691,178
可載客郵輪日數 930,915 840,479
運載率（佔可載客郵輪總日數百分比） 84% 82%
 
流動資金及財務資源 
 
於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現金及現金等值項目為521,800,000美元，較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的

159,400,000美元增加362,400,000美元。現金及現金等值項目增加，主要由於經營活動及融資活動現金流

入淨額（包括部分提取本集團600,000,000美元有抵押有期貸款及循環信貸融資而獲得356,000,000美元所

得款項以及於二零一一年六月發行人民幣1,380,000,000元債券 ）所致。現金流入淨額部分由期內產生的

投資活動現金流出淨額所抵銷，包括分別於Resorts World Inc Pte. Ltd.的額外股本投資8,100,000美元、償

還長期借款263,300,000美元及資本開支20,500,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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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動資金及財務資源（續） 
 
本集團的大部分現金及現金等值項目均以美元、新加坡元、人民幣及港元持有。於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

日，本集團的流動資金為645,600,000美元（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341,400,000美元），包括現金

及現金等值項目及未提取信貸融資。 
 
於 二 零 一 一 年 六 月 三 十 日 的 貸 款 及 借 款 總 額 為 811,100,000 美 元 （ 二 零 一 零 年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

511,300,000美元），以美元、人民幣及港元列值。本集團的貸款及借款約36%（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

日：17%）為定息，約64%（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83%）為浮息，當中已計及利率掉期及貸款初

始成本的影響。為數71,800,000美元（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289,600,000美元）的貸款及借款須於

一年內償還。本集團的未償還借款以1,200,000,000美元（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1,200,000,000美

元）資產的法律押記（包括固定及浮動押記）作抵押。 
 
於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率為0.14倍，較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的0.17倍有所

下跌。資產負債比率按債務淨額除以資本總額計算。債務淨額約290,000,000美元（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

十一日：350,000,000美元），其計算方法為將借款總額（包括即期及非即期借款）減現金及現金等值項

目。本集團的資本總額約2,100,000,000美元（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2,020,000,000美元）。 
 
本集團進行所有融資及財資活動時均採取謹慎的財資政策，由其公司總部所管理及控制。本集團主要透

過外幣遠期合約、燃料掉期協議及利率掉期管理其風險。本集團的政策亦不會進行超出實際需要的過度

對沖。本集團並收取燃料附加費以減輕燃料價格波動的影響。 
 
前景 
 
繼麗星郵輪於二零一一年初進行船舶互調行動後，寶瓶星號已於夏季月份行走台灣航線。自本年十一月

起，寶瓶星號將首次調往三亞，於區內行走四日三夜及三日兩夜航線，到訪城市包括峴港、順化市及下

龍灣。 
 
踏入第二年運作位於Newport City的馬尼拉雲頂世界持續擴展其休閒、旅遊款待及娛樂設施。渡假勝地內

第三間酒店Remington Hotel，預期於二零一一年下半年開業，提供712間客房予經濟型旅客。於二零一零

年十一月，Travellers集團購入毗鄰現時萬豪酒店的13,777平方米土地，以興建會議展覽中心，預期大約十

八個月內竣工。第四間屬五星級之酒店亦預期於同時間內建成。 
 
NCLC集團持續對Breakaway項目下兩艘新建造船舶充滿期待，預定於二零一三年及二零一四年春季交

付。兩艘新船舶將加入五艘現有船舶（挪威愛彼號、挪威珠寶號、挪威翡翠號、挪威明珠號及挪威寶石

號）之列，提供獨一無二的套房設施，名為「The Haven」，專向乘客提供額外私人及豪華服務，設有私

人庭院及泳池區、餐廳、酒吧及禮賓式服務酒廊。 
 
NCLC集團 
 
下述評論乃根據NCLC集團的美國公認會計原則財務報表而編製。 
 
二零一一年的總收益較二零一零年上升19.0%。二零一一年的淨收益增加20.2%，主要由於可載客郵輪日

數增加16.4%及淨收益率增加3.3%所致。可載客郵輪日數增加乃由於二零一零年六月底挪威愛彼號加入船

隊所致。淨收益率增加乃由於乘客船票訂價及主要因NCLC集團的博彩業務、水療服務及特色餐廳的淨收

益增加而導致船上收益增加所致。 
 
二零一一年的船舶經營開支總額較二零一零年增加18.1%，主要由於上述可載客郵輪日數增加及船舶經營

開支較高所致。船舶經營開支增加主要由於燃料開支因平均燃料價格由二零一零年的每公噸498美元增加

11.8%至二零一一年的557美元導致燃料開支增加所致。其他經營開支總額較二零一零年增加11.4%，乃由

於有關在二零一零年六月底投入服務的挪威愛彼號的折舊開支增加所致。郵輪旅遊成本淨額於二零一一

年增加16.2%，主要由於可載客郵輪日數增加。按可載客郵輪日數為基準，郵輪旅遊成本淨額維持不變，

乃由於燃料開支及進塢開支增加大部分由較低的一般及行政開支所抵銷。不包括燃料成本，每個可載客

郵輪日數的郵輪旅遊成本淨額減少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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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LC集團（續） 
 
融資成本（扣除資本化利息）由二零一零年的72,900,000美元增加至二零一一年的94,600,000美元，主要

由於與挪威愛彼號融資有關的平均未償還借款增加所致。其他收入（開支）於二零一一年為2,100,000美

元，而二零一零年則為（34,400,000）美元。二零一一年的收入主要因燃料衍生溢利，惟部分由外匯虧損

所抵銷。二零一零年的開支主要因與挪威愛彼號融資有關的外滙合約虧損所致。 
 
Travellers 集團 
 
於二零一一年上半年，Travellers集團錄得收益總額280,600,000美元及未計利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

利88,200,000美元，而二零一零年上半年的收益總額及未計利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利則分別為

148,700,000美元及42,600,000美元。 
 
二零一一年上半年的經營開支總額為77,700,000美元，而二零一零年上半年則為40,500,000美元，主要由

於增聘人手以支持營運擴充，以及加強市場推廣及廣告力度以宣傳綜合渡假項目所致。 
 
融資成本由二零一零年上半年的4,500,000美元增加至二零一一年上半年的16,000,000美元，主要由於新增

銀行借款及於二零一零年十月發行300,000,000美元七年期債券，用以撥付資本及項目開支及作一般企業

用途所致。 
 
收入淨額由二零一零年上半年的27,400,000美元增加至二零一一年上半年的54,000,000美元。 
 
詞彙 

 

․ 淨收益指總收益扣除佣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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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利用淨收益率按每日基準管理其業務，並相信這是

訂價表現的最相關計量方法，亦是郵輪旅遊業用作量度訂價表現的常用方法。 

 

․ 船舶經營開支指經營開支扣除佣金、交通及其他開支以及船上及其他開支。根據美國公認會計原

則，NCLC集團以直接開支法將進塢成本入賬，並將該等成本列作船舶經營開支。根據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進塢成本列作船舶成本的獨立組成部分，一般每兩至三年在其後進塢時攤銷至折舊及攤銷

內。 

 

․ 未計利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利指未計利息及其他收入（開支）（包括稅項、折舊及攤銷）前

的盈利。本集團利用未計利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利來量度業務的經營表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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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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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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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算日後重大事項 
 
(i) 於二零一一年七月二十九日，本集團訂立一項買賣協議，以560,000,000港元出售本集團一間附屬公

司Fancy Star Holdings Limited的全部已發行股本，該附屬公司間接持有一物業項目，位於澳門濠庭

都會第6座。迄今，本集團已收取112,000,000美元作為按金。預期交易將於二零一一年第四季完

成。 
 
(ii) 本集團已就二零一一年八月進行的優先股贖回行動中從Adams Properties, Inc.收取10,000,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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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除根據本公司於二零零零年八月二十三日採納的購股權計劃（自二零零零年十一月三十日起生效及於二

零零二年五月二十二日作出修訂）下授出的購股權獲行使時，按總價格約1,446,584港元發行664,466股每

股面值0.10美元的新普通股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概無購

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股份。 
 
企業管治 
 
董事認為，於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本公司已遵守於上述期間生效的上市規則附錄十四

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中所列的守則條文，惟偏離守則條文A.2.1條除外，該

條文規定主席及行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不應由同一人擔任。就偏離守則條文A.2.1條規定，經深思熟

慮得出的原因已載於本公司於二零一一年四月刊發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年報的企業管

治報告內。 
 
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本公佈所載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料已由按遵守上市規則第3.21條及企業管治守則的相關條文而

成立的審核委員會審閱。審核委員會的成員包括本公司的五名非執行董事（包括本公司四名獨立非執行

董事，分別為Heah Sieu Lay先生、史亞倫先生、陳文生先生及林黎明先生，以及一名非執行董事，為區

福耀先生）。 
 
董事會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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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名獨立非執行董事（分別為史亞倫先生、陳文生先生、林黎明先生及Heah Sieu Lay先生）及一

名非執行董事（為區福耀先生）。 
 
代表董事會 
 
 
 
主席兼行政總裁 
丹斯里林國泰 
 
香港，二零一一年八月二十七日 
 
  
前瞻陳述 
 
本公佈載有涉及風險及不明朗因素的前瞻陳述。該等前瞻陳述並非歷史事實，只為按照本公司目前對本

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將於日後經營業務所屬的行業及巿場的信念、假設、預計、估計及預

測。該等陳述並非對未來表現的保證，並可因為難以預測及可導致實際業績與前瞻陳述所表達或預測的

業績大大不同的風險、不明朗因素及其他因素而改變，而某些因素並非本集團能夠控制。可導致實際業

績與前瞻陳述所反映的業績大大不同的因素，包括整體經濟、政治及業務狀況、郵輪行業競爭情況改

變、天氣、不可抗力事件及／或其他因素等。該等前瞻陳述只反映本公司於本公佈日期的觀點，因此，

不應倚賴該等前瞻陳述。本公司並無任何責任公開修訂或更新該等前瞻陳述或其任何部分，以反映因任

何該等陳述所依據的任何新資料、未來事件或其他方面而導致發生的事件或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