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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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 續 關 連 交 易

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一月十九日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刊發的公佈，

內容有關本集團與GENT集團根據WC協議及聯合推廣計劃協議進行有關

WorldCard尊貴客戶計劃及若干聯合宣傳及市場推廣活動的持續關連交易。WC協

議及聯合推廣計劃協議的年期定為三年，將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屆滿。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本集團訂立修訂協議，將WC協議及聯合推廣計劃

協議及其項下持續關連交易的年期再續期三年（由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一

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由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有關根據WC協議（包括WC

附加協議及岸上WC商戶協議的任何其他附加協議）及聯合推廣計劃協議（包括聯合

推廣計劃附加協議）（經修訂協議修訂及補充）進行的持續關連交易，(i)本集團應付

GENT集團的年度總金額及(ii)本集團向GENT集團收取的年度總金額各自涉及的適

用百分比率，預計將超逾0.1%但低於5%，故該等交易及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的建議年度上限須遵守上市規則下的申報及公佈規定惟獲

豁免遵守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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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1.1 二零零四年一月十九日的公佈

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一月十九日刊發的公佈，內容有關本集團與GENT集

團就WorldCard尊貴客戶計劃及若干聯合宣傳及市場推廣活動而進行的持續關連

交易。

於二零零四年一月十九日，本集團訂立下列協議：

‧ SCM與WCIM訂立的WC商戶協議，根據該協議，SCM成為WC計劃中的WC

商戶。WCIM為WC計劃的全球營辦商（馬來西亞除外）。根據WC商戶補充協

議I，訂約方協定條款，據此，SCM可透過WCIM、GWCSSB及WCSSB訂立

的若干營辦商相互安排在馬來西亞參與WC計劃。GWCSSB為WC計劃在馬來

西亞有關GENM WC的營辦商及管理人，而WCSSB為WC計劃在馬來西亞有

關WC（GENM WC除外）的營辦商及管理人。

‧ SCM與WC(HK)訂立的WC第一項附加協議，規管SCM在香港參與WC計劃。

WC(HK)為WC計劃於香港的當地營辦商。

‧ SCM與WC(S)訂立的WC第二項附加協議，規管SCM在新加坡參與WC計劃。

WC(S)為WC計劃於新加坡的當地營辦商。

‧ SCM與GENM就推行若干聯合宣傳及市場推廣計劃訂立的聯合推廣計劃協

議，藉以宣傳彼等的業務，包括相互確認對方尊貴客戶卡，即GENM WC和

易發卡。GENM為於馬來西亞的旅遊度假村經營者，其發行的GENM WC根

據WC計劃被確認及被接納為WC。

‧ GENM、SCM、GWCSSB及SC(C)就相互確認GENM WC和易發卡而訂立的

聯合推廣計劃第一項附加協議。SC(C)代表SCM管理及經營易發卡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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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七年五月三日，(i) SCTS(M)與WCSSB，(ii) SCTS(S)與WC(S)，及(iii)

SCHK、SCCH與WC(HK)訂立岸上WC商戶協議，將WC計劃擴展至包括在馬來

西亞、新加坡及香港的本集團岸上商店銷售旅遊套票。

WC商戶協議、岸上WC商戶協議及聯合推廣計劃協議各自年期持續有效，直至

其根據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日訂立的修訂協議作出修訂及定期為三年（由二

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1.2 修訂協議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本集團訂立修訂協議，將WC協議及聯合推廣計

劃協議及其項下持續關連交易的年期再續期三年（由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起至二

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有關WC商戶協議、岸上WC商戶協議、聯合推廣計劃協議及修訂協議的進一步

詳情載於下文。

1.3 WC計劃的背景

WC計劃為一個尊貴客戶計劃，讓持卡會員更容易賺取及換取會員積分、在超過

1,000個主要位於亞洲的WC商戶的旅遊、消閒及娛樂商店享有特別優惠、拆扣及

優先服務。WorldCard計劃的其中一項市場推廣目標是透過向持卡會員提供免費

禮品、折扣及其他特別優惠，獎賞持卡會員，提高客戶的忠誠及鼓勵客戶再次消

費。根據計劃，GENT集團為WC商戶(i)提供持卡會員數據庫管理服務，包括提

供個人化會籍卡、存置持卡會員檔案、分析持卡會員的年齡性別組合和消費模

式，以及(ii)為WC商戶卡計劃提供市場推廣服務。

GENS透過其間接全資附屬公司GWCSSB於二零零零年在馬來西亞開展以

WorldCard為品牌的尊貴客戶計劃。自此，GENS（為GENT間接擁有51.69%權益

的附屬公司）將WC計劃擴展至其他司法權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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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CIL為由GENS及本公司各自間接持有同等股權的投資控股公司。其藉著為WC

商戶建立新持卡會員數據庫及管理全球（不包括在馬來西亞）WorldCard計劃經營

尊貴客戶計劃。WCIL在多個國家及地區設立全資附屬公司，作為當地營辦商，

以管理當地WorldCard業務，包括招攬WC商戶及持卡會員、發卡、管理及市場

推廣事務。WC(HK)及WC(S)（各自均為WCIL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分別在香港及

新加坡作為當地營辦商。

1.4 持續關連交易

WCIM、WC(HK)及WC(S)各自由GENS間接持有50%權益。GENS為本公司主要

股東GENT間接擁有51.69%的附屬公司。因此，WCIM、WC(HK)及WC(S)各自

為GENS的聯繫人，根據上市規則被視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由於GENM為本公

司的主要股東，並由GENT擁有49.34%權益，其根據上市規為本公司的關連人

士。此外，由於GWCSSB及WCSSB各自為GENS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其各自

根據上市規均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因此，根據WC協議（包括WC附加協議及岸

上WC商戶協議的任何其他附加協議）及聯合推廣計劃協議（包括聯合推廣計劃附

加協議）（經修訂協議修訂及補充）進行的交易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

2. WC商戶協議

2.1 訂約方

WC商戶協議的訂約方︰SCM為商戶及WCIM為WC計劃在馬來西亞以外的各個

國家和地區的營辦商

WC第一項附加協議的訂約方︰SCM及作為香港的當地營辦商的WC(HK)

WC第二項附加協議的訂約方︰SCM及作為新加坡的當地營辦商的W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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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日期

二零零四年一月十九日

2.3 性質

根據WC商戶協議，SCM同意成為WC計劃的WC商戶。

2.4 WC附加協議

營辦商已註冊成立及將不時註冊成立全資附屬公司，以在營辦商全權酌情認為在

馬來西亞以外合適的國家或地區，在當地層面經營、執行、管理及進行WC計

劃。WC商戶協議為SCM與WCIM之間訂立的總協議，規管SCM在全球層面（馬

來西亞除外）參與WorldCard計劃。SCM及當地營辦商將會在當地層面執行

WorldCard計劃的細節。

當設立當地營辦商後，預期SCM將會與該等當地營辦商訂立WC附加協議，列明

SCM在有關國家或地區參與WC計劃的商業條款。WC附加協議的標準格式（隨附

於WC商戶協議）載有有關適用申請費（由持卡會員向有關的當地營辦商支付）、

計算佣金（由SCM向有關的當地營辦商支付）的收費額、SCM商店名單及WC持卡

人將獲得WC積分的比率的條文。預期所有WC附加協議將按標準格式及類似條

款簽訂，主要的分別在於付款結算貨幣。

2.5 營辦商將提供予SCM的服務

營辦商須負責（其中包括）管理WC計劃、發卡、編製WC持卡人在SCM商店消費

的往績報告及其他有關報告、為SCM提供所需的適當及充足培訓，以履行其根據

WC商戶協議的責任，主要為給予WC持卡人WC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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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代價

以下為SCM應支付予營辦商的款額，款額須每月支付：

(i) WC持卡人在SCM商店獲得的所有WC積分的WC價值。一分WC積分的WC價

值在香港及新加坡的岸上銷售處分別為0.01港元及0.01新加坡元。WC積分於

整個船隊的船上價值為0.01美元；及

(ii) 根據有關的WC附加協議的條款，SCM應支付予當地營辦商的佣金。

WC價值及佣金的收費由訂約各方按公平原則磋商釐定。WC價值可因應SCM與

營辦商不時互相協定的方式改變，及該改變將須按一般商業條款，以及按SCM獲

得不遜於提供予屬獨立第三方的WC商戶的條款而進行。

以下為營辦商應支付予SCM的款額：

(i) 運用積累款項可動用的款額，每月支付WC持卡人在SCM商店換取的獎賞的

價值。WC持卡人換取SCM提供的獎賞的價值，應與SCM就相同貨品及／或

服務給予其他客戶的一般價格相若或較低；

(ii) 每月支付招募會籍的獎金，收費為SCM代表當地營辦商向麗星WC持卡人收

取的申請費的25%；及

(iii)當地營辦商就麗星WC持卡人在其他WC商戶的商店的總消費，從該等WC商

戶收取及接獲的佣金每季支付10%的回佣。該回佣由麗星WC持卡人總數達到

25,000名後開始計算，及倘麗星WC持卡人的總數持續3個月低於25,000名，

則會終止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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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年期

WC商戶協議於二零零四年一月十九日生效，並持續有效至任何一方終止為止。

有關年期已根據WC商戶補充協議II作出修訂並定期為三年，由二零零八年一月

一日起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經WC商戶補充協議III修訂後，WC商

戶協議的年期已再續期三年（由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

2.8 WC第一項附加協議及WC第二項附加協議

營辦商已分別在香港及新加坡設立WC(HK)及WC(S)作為當地營辦商。規管SCM

在香港及新加坡參與WC計劃的條款及條件分別在WC第一項附加協議及WC第二

項附加協議訂明，現概述如下：

WC第一項附加協議 WC第二項附加協議

申請費 60港元（可由訂約方 15新加坡元（約90港元）

相互協議豁免） （可由訂約方相互協議豁免）

WC持卡人 ‧ 訂購客艙：按SCM規 ‧ 訂購客艙：按SCM規

可獲得的WC積分 定每名乘客每晚的 定每名乘客每晚的

客艙類別而釐定 客艙類別而釐定

‧ 其他產品：WC持卡人 ‧ 其他產品：WC持卡人

的總消費額的0.5% 的總消費額的0.5%

SCM應支付予 ‧ 訂購客艙：相等於從 ‧ 訂購客艙：相等於從

當地營辦商的佣金 該等消費獲得的WC 該等消費獲得的WC

積分的WC價值的款額 積分的WC價值的款額

‧ 其他產品：總消費額 ‧ 其他產品：總消費額

的0.5% 的0.5%

給予WC持卡人的WC積分數目，及SCM應支付予當地營辦商的佣金收費可每年

改變，惟須經SCM及有關當地營辦商互相協定，方可作實，及該改變將須按一般

商業條款，以及按SCM獲得不遜於提供予屬獨立第三方的WC商戶的條款而進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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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C第一項附加協議及WC第二項附加協議各自於二零零四年一月十九日生效，

並持續有效至任何有關訂約方終止為止。終止WC商戶協議將自動終止WC附加

協議。有關年期已根據WC商戶補充協議II作出修訂並定期為三年，由二零零八

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經WC商戶補充協議III修訂後，

WC第一項附加協議及WC第二項附加協議各自的年期已再續期三年（由二零一一

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2.9 有關在馬來西亞經營業務的補充協議

根據WC補充協議I，訂約方協定條款，據此，SCM可透過WCIM、GWCSSB及

WCSSB訂立的若干營辦商相互安排在馬來西亞參與WC計劃。GWCSSB為WC計

劃在馬來西亞有關GENM WC的營辦商及管理人，而WCSSB為WC計劃在馬來西

亞有關WC（GENM WC除外）的營辦商及管理人。

2.10日後訂立的WC商戶協議

為WCIL集團的持續發展及業務增長，除WC(HK)及WC(S)外，預期將於泰國及

中國等其他國家及地區設立新的當地營辦商。本集團有意透過訂立安排，包括與

當地營辦商之間日後訂立的WC商戶協議，參與由WCIL集團於該等國家及地區

營辦或管理的尊貴客戶計劃。該等安排須按有關各方以公平交易原則及按一般商

業條款磋商後互相協定的條款及條件訂立。預期有關的條款及條件將與WC第一

項附加協議及WC第二項附加協議相類似。

3. 岸上WC商戶協議

3.1 訂約方

有關在馬來西亞經營業務的協議的訂約方：SCTS(M)（作為商戶）及WCSSB（作為

營辦商）

有關在香港經營業務的協議的訂約方：SCHK與SCCH（作為商戶）及WC(HK)（作

為營辦商）

有關在新加坡經營業務的協議的訂約方：SCTS(S)（作為商戶）及WC(S)（作為營

辦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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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日期

各自為二零零七年五月三日

3.3 性質

根據岸上WC商戶協議，各商戶已同意成為WC計劃的WC商戶，可於其馬來西

亞、新加坡及香港的岸上商店出售旅遊套票。

3.4 代價

岸上WC商戶協議訂明（其中包括）WC持卡人購買任何旅遊套票均可獲得WC積

分。商戶須就獲取WC積分的消費向營辦商支付佣金，金額為購買登上本公司或

其聯屬公司郵輪的郵輪套票所應付客艙費的0.5%（不包括乘客手續費及任何其他

如燃油費等附加費），以及於商戶的商店購買其他旅遊及觀光套票的0.5%。營辦

商向商戶支付WC持卡人於商戶的商店換取的獎賞價值。佣金比率由訂約方經公

平磋商而釐定。

3.5 年期

每份岸上WC商戶協議均持續有效，直至任何有關訂約方終止為止。有關年期已

根據岸上WC商戶修訂協議作出修訂並定期為三年，由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至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經岸上WC商戶修訂協議II修訂後，每份岸上WC

商戶協議的年期已再續期三年（由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

4. 聯合推廣計劃協議

4.1 訂約方

聯合推廣計劃協議的訂約方：GENM及SCM

聯合推廣計劃第一項附加協議的訂約方：GENM、SCM、SC(C)及GWCS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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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日期

二零零四年一月十九日

4.3 性質

根據聯合推廣計劃協議，GENM及SCM已同意參與為聯合推廣彼等各自的業務而

不時推行的若干聯合宣傳及推廣計劃。根據聯合推廣計劃協議預計進行的聯合推

廣計劃包括下列各項：

(i) 聯合推廣訂約各方的產品

訂約各方根據以公平交易原則基準不時互相協定的條款及條件，以及按不遜

於給予任何獨立第三方的條款，向彼等各自的客戶銷售及推廣另一方的貨品

及服務。

(ii) 相互確認尊貴客戶卡

SCM及GENM須相互確認及接納另一方的尊貴客戶卡（即GENM WC 及易發

卡），據此，每一方須容許另一方的尊貴客戶計劃持卡人享用根據其本身的尊

貴客戶卡所提供的優惠及特惠項目。GENM WC會員及易發卡會員有權分別

於SCM及GENM 認可及指定的商店賺取及換取積分。規管相互確認GENM

WC 及易發卡的條款及條件，已載列於聯合推廣計劃第一項附加協議內。該

等條款及條件亦已於下文第4.6段概述。

(iii)其他聯合宣傳及推廣活動

訂立協議的各方須於其認為有需要時，展開不時相互協定的其他聯合宣傳及

推廣活動，包括但不限於共同刊登廣告、舉辦路演、展覽會、相互贊助宣傳

活動及其他推廣活動，由訂約各方依照各自實際佔用有關活動的比例，並根

據不時互相協定的條款及條件攤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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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聯合推廣計劃協議在全球層面規管SCM及GENM的聯合宣傳及推廣活動，然

而，於當地層面推行聯合推廣計劃的細節將由SCM（或本公司的任何全資附屬公

司）及GENM（或其任何全資附屬公司）進行，並將受聯合推廣計劃附加協議所規

管。訂約各方將促使彼等各自的全資附屬公司，而就SCM而言，將促使本公司的

任何全資附屬公司，為推行聯合宣傳及市場推廣計劃訂立有關的聯合推廣計劃附

加協議。

4.4 代價

訂約各方須分擔上文4.3(i)及4.3(iii)段所述的聯合宣傳及市場推廣計劃產生的成

本及開支。該等成本及開支將由訂約各方按彼等各自的實際使用率分擔。釐定使

用率的基準將每次有所不同，並將包括每名訂約方（如適用）使用或提供的樓面使

用比率、營業額以及人員數目等基準。

4.5 年期

聯合推廣計劃協議由二零零四年一月十九日起生效，並持續有效，直至根據該協

議所載程序終止為止。任何一方訂約方可向另一方發出書面通知，終止聯合推廣

計劃協議。如終止聯合推廣計劃協議，將會自動終止聯合推廣計劃第一項附加協

議及聯合推廣計劃附加協議（如有）。根據聯合推廣計劃修訂協議，該期限被修訂

並定期為三年，由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經聯

合推廣計劃修訂協議II修訂後，聯合推廣計劃協議的年期再續期三年，由二零一

一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4.6 聯合推廣計劃第一項附加協議的條款

就上文第 4.3(ii)段所述相互確認GENM WC及易發卡而言，SCM、SC(C)、

GENM及GWCSSB已訂立聯合推廣計劃第一項附加協議。GENM為於馬來西亞

的旅遊度假村經營者，並發行GENM WC 。GWCSSB為WC計劃於馬來西亞有

關GENM WC的經營者。SC(C)代表SCM管理及經營易發卡計劃。聯合推廣計劃

第一項附加協議的主要條款及條件概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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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每當GENM WC會員於SCM指定的商店消費，SCM須按SCM不時釐定的比率

獎賞SVP積分予GENM WC會員。給予GENM WC會員的SVP積分與給予易

發卡會員的比率相同。SCM及SC(C)須按聯合推廣計劃第一項附加協議的訂

約各方互相協定的時間及方式，向GENM及GWCSSB支付所獎賞SVP積分的

價值。

(ii) 每當易發卡會員於GENM的指定商店消費，GENM須按GENM不時釐定的比

率獎賞Genting積分予易發卡會員。給予易發卡會員的Genting積分與給予

GENM WC會員的比率相同。GENM及GWCSSB須按聯合推廣計劃第一項附

加協議的訂約各方互相協定的時間及方式，向SCM及SC(C)支付所獎賞

Genting積分的價值。

(iii)每當GENM WC會員利用彼等戶口內累積的SVP積分換取SCM提供的獎賞，

GENM及GWCSSB須根據 SCM釐定的條款及條件，向 SCM及 SC(C)支付

GENM WC會員所換取的SVP積分的同等價值。

(iv)每當易發卡會員利用彼等戶口內累積的Genting積分換取GENM提供的獎賞，

SCM及SC(C)須根據GENM釐定的條款及條件，向GENM及GWCSSB支付易

發卡會員所換取的Genting積分的同等價值。

(v) GENM及SCM分別可全權酌情釐定Genting積分及SVP積分的價值。一個

Genting積分的價值定為1.00馬幣，而一個SVP積分的價值則定為一個單位的

船上交易貨幣。船上交易貨幣一般指本集團船隻的母港所屬地區的貨幣。

SVP積分有不同的貨幣單位，包括港元、新加坡元、美元及馬幣。以某一種

貨幣計算的SVP積分可按本集團利用動態申報系統釐定的適用匯率，轉換為

以另一種貨幣為單位的SVP積分，而該等匯率可每年作出修訂。動態申報系

統是一項軟件，提供（其中包括）數據及交易匯報、用戶介面控制及會員計劃

運作的其他相關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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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推廣計劃第一項附加協議由二零零四年一月十九日起生效，直至GENM與

SCM互相協定的日期或根據聯合推廣計劃協議所載條款提早終止為止。GENM及

SCM可向其他各方發出書面通知，終止聯合推廣計劃第一項附加協議。根據聯合

推廣計劃修訂協議，該期限被修訂並定期為三年由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

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經聯合推廣計劃修訂協議II修訂後，聯合推廣計劃第

一項附加協議的年期再續期三年，由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

5. 修訂協議

5.1 訂約方

WC商戶補充協議III的訂約方： WCIM、SCM、WC(HK)及WC(S)

岸上WC商戶修訂協議 II的訂約方  ：WCSSB、SCTS(M)、WC(HK)、SCHK、

SCCH、WC(S)及SCTS(S)

聯合推廣計劃修訂協議II的訂約方：GENM、SCM、SC(C)及GWCSSB

5.2 日期

各自為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5.3 性質

訂約方已同意將WC協議及聯合推廣計劃協議的年期再續期三年，由二零一一年

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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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年度上限

6.1 已付及已收的過往金額

於過去兩個完整財政年度及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有關根據WC

協議及聯合推廣計劃協議進行的交易，本集團已付GENT集團的總金額及本集團

向GENT集團收取的總金額如下：

截至

九月三十日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止九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千美元

（千港元）

本集團已付金額 1,202 1,142 637

(9,376) (8,908) (4,969)

本集團已收金額 268 670 539

(2,090) (5,226) (4,204)

6.2 建議年度上限

預期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度，於WC協議及聯合推廣

計劃協議（經修訂協議修訂，並經訂約方之間可能訂立的任何日後WC附加協議、

岸上WC商戶協議的附加協議及聯合推廣計劃附加協議所修改或補充）期限，本集

團應付金額及應收金額的最高年度總數字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千美元

（千港元）

本集團應付年度金額 2,000 2,000 2,000

(15,600) (15,600) (15,600)

本集團應收年度金額 1,500 1,500 1,500

(11,700) (11,700) (1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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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建議年度上限的基準

上述建議年度上限根據多項因素而釐定，包括：

(a) 根據WC商戶協議、岸上WC商戶協議及聯合推廣計劃協議所進行交易的過往

水平；

(b) 根據WC商戶協議、岸上WC商戶協議及聯合推廣計劃協議於截至二零零八年

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及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九

個月期間的交易的持續水平；

(c) WC計劃擴展至包括在馬來西亞、新加坡及香港的本集團岸上商店銷售旅遊

套票的交易的持續水平；及

(d) 為應付截至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

度可能因日後郵輪航程及乘客數目增加和WC計劃受歡迎程度增加而帶來交

易金額的任何不可預料增長而作出的合理金額。

6.4 上市規則涵義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就WC協議（包括WC附加協議及

岸上WC商戶協議的任何其他附加協議）及聯合推廣計劃協議（包括聯合推廣計劃

附加協議）（經修訂協議修訂及補充）項下的持續關連交易而言，(i)本集團應向

GENT集團支付的總款項及(ii)本集團應向GENT集團收取的總款項的適用百分比

率預期將超逾0.1%惟低於5%。因此，上述本集團應向GENT集團支付的總款項

及本集團應向GENT集團收取的總款項各自將超過上市規則第14A.33條規定的最

低限額，並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34條項下的申報及公佈規定惟獲豁免遵守獨立

股東批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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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進行持續關連交易的理由及利益

WC協議、聯合推廣計劃協議及修訂協議乃按公平原則磋商後訂立。提供予本集

團的該等協議的條款不遜於WCIL集團及／或GENT集團的有關成員公司（視情況

而定）提供予任何其他獨立第三方的條款。任何日後訂立的WC附加協議及聯合推

廣計劃附加協議將會按公平原則磋商，並按一般商業條款及本集團所獲得不遜於

WCIL集團或GENM（及彼等附屬公司）（視情況而定）提供予任何其他獨立第三方

的條款而訂立。

董事會（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而丹斯里林國泰為本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以及

GENT的主席兼行政總裁及股東，憑藉其於GENT的權益，被視為於該等交易擁

有重大權益，彼已就修訂協議、其項下的持續關連交易的建議續期及建議年度上

限放棄表決權利）認為，WC協議（包括WC附加協議及岸上WC商戶協議的任何其

他附加協議）及聯合推廣計劃協議（包括聯合推廣計劃附加協議）（經修訂協議所修

訂）乃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對本公司股東而言屬公平合理，並在本公司日常及

一般業務過程中訂立。董事會亦認為，訂立上述各項協議對本集團而言乃符合本

公司及其股東整體的利益，理由如下：

‧ WC商戶協議、岸上WC商戶協議、WC商戶補充協議III 及岸上WC商戶修訂

協議II：

(i) 透過參與WC計劃而增加岸上WC商戶商店，意味著於船上積累的WC積分

將可作岸上商店換領用途，因而使本公司的郵輪常客會籍計劃增值，可

作為吸引新會員的附加賣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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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透過參與作為WC商戶，SCM可(i)利用WC商戶的會籍及網絡實行目標推

廣／宣傳計劃，因而可能就其業務產生更多收入，及(ii)將其郵輪常客會

籍計劃的會籍卡處理及數據庫管理外判，有助以較低成本進行更有效的

會籍計劃管理。

‧ 聯合推廣計劃協議及聯合推廣計劃修訂協議II：本公司將因為聯合推廣計劃

協議而在新市場節省相當的市場推廣開支，並藉著與GENT集團組合資源而

賺取新收入以推廣其業務，而聯合宣傳亦將為客戶提供更多元化及有趣的目

的地組合。

同樣地，按訂約各方相互協定的條款及條件，日後訂立的WC商戶協議及／或聯

合推廣計劃附加協議，將符合本公司的利益。

8. 一般資料

本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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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M為投資控股公司，為本集團提供管理服務。此外，SCM透過其附屬公司或

本集團其他成員，經營（其中包括）尊貴客戶計劃的業務及向客戶銷售產品與服

務。

SC(C)為管理、經營及執行本集團的會籍計劃，即易發卡計劃。該會籍計劃之主

要目的是增加尊貴客戶的長期支持，並以換取獎賞、給予折扣及其他優惠獎勵客

戶，鼓勵客戶再次消費。

SCCH、SCTS(M)及SCTS(S)各自的主要業務是提供旅遊代理服務。SCHK的主

要業務為郵輪銷售、市場推廣及支援服務。

WCIL為投資控股公司。WCIM在馬來西亞以外國家及地區營運及管理WC計劃。

WC(HK)及WC(S)分別為香港及新加坡的當地營辦商。當地營辦商的主要收入來

源為WC商戶所支付的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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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WCSSB是WC計劃在馬來西亞有關GENM WC的營辦商及管理人。

WCSSB是WC計劃在馬來西亞有關WC（GENM WC除外）的營辦商及管理人。

GENM於馬來西亞雲頂名勝世界從事旅遊渡假業務，其經營範圍包括消閒及旅遊

款待服務，包括博彩、酒店、娛樂及消遣活動。GENM為WC商戶，並發行

GENM WC。

9. 釋義

於本公佈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以下詞彙具有下列涵義：

「修訂協議」 指 WC商戶補充協議III，岸上WC商戶修訂協議II

及聯合推廣計劃修訂協議II

「申請費」 指 麗星WC申請人應支付予當地營辦商的費用，

收費按照有關地區的當地營辦商可能不時釐定

者

「董事會」 指 本公司的董事會

「佣金」 指 SCM就參與WC計劃應支付予有關當地營辦商

的費用。該等應支付款額將根據總消費額或

SCM與有關當地營辦商互相協定的其他收費計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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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一家於百慕達持續經營的獲豁免有限責任

公司，其股份在聯交所主板上市及於新加坡證

券交易所有限公司的Quotation and Execution

System for Trading（「Quest-ST」）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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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M」 指 Genting Malaysia Berhad（前稱Resorts World

Bhd），一家於馬來西亞註冊成立的公司，並於

Bursa Malaysia Securities Berhad主板上市，

由GENT持有49.34%的權益，以及按會計處理

基準被綜合為GENT的一間附屬公司

「GENM WC」 指 GENM就在馬來西亞的WC計劃發行的WC

「GENS」 指 Genting Singapore PLC（前 稱 Genting

International P.L.C.），一家於馬恩島註冊成立

的公司，並在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

上市，為GENT間接擁有51.69%權益的附屬公

司

「GENT」 指 Genting Berhad，一家於馬來西亞註冊成立的

公司，並於Bursa Malaysia Securities Berhad

主板上市，為本公司的主要股東，持有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約18.70%應佔權益

「GENT集團」 指 GENT、其不時的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

「Genting積分」 指 GENM根據於馬來西亞的WC計劃給予的有關

會員積分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其不時的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

「GWCSSB」 指 Genting WorldCard Services Sdn Bhd，一家於

馬來西亞註冊成立的公司，為GENS的間接全

資附屬公司，管理及經營在馬來西亞的WC計

劃有關GENM WC的業務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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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推廣計劃 指 聯合推廣計劃第一項附加協議及GENM與SCM

　附加協議」 （或GENM、SCM及本公司各自的全資附屬公

司）不時訂立的其他附加協議，用以規管個別

聯合宣傳及市場推廣計劃。每份聯合推廣計劃

附加協議於簽訂後，將構成聯合推廣計劃協議

的其中部分

「聯合推廣計劃 指 GENM、SCM、GWCSSB及SC(C)於二零零四

　第一項附加協議」 年一月十九日訂立的函件；根據該協議，

GENM及SCM同意相互確認GENM WC及易發

卡

「聯合推廣計劃協議」 指 GENM與SCM於二零零四年一月十九日訂立的

聯合宣傳及市場推廣協議（經聯合推廣計劃修

訂協議修訂及補充），內容有關進行聯合宣傳

及市場推廣計劃，包括相互確認其各自尊貴客

戶卡（即GENM WC及易發卡），並包括聯合推

廣計劃第一項附加協議

「聯合推廣計劃 指 GENM、SCM、GWCSSB及SC(C)於二零零八

　修訂協議」 年十二月三十日訂立的補充協議，以訂定聯合

推廣計劃協議的年期，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

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期三年

「聯合推廣計劃 GENM、SCM、GWCSSB及SC(C)於二零一零

　修訂協議II」 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訂立的補充協議II，將聯合

推廣計劃協議再續期三年，由二零一一年一月

一日起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當地營辦商」 指 營辦商為管理、經營及執行WC計劃在馬來西

亞以外國家及地區已經或可能成立的全資附屬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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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上WC商戶協議」 指 以下分別於二零零七年五月三日訂立的WC商

戶協議（經岸上WC商戶修訂協議修訂及補

充），以在WC計劃下包括旅遊套票：

(1) SCTS(M)與WCSSB訂立有關於馬來西亞營

運的WC商戶協議

(2) SCTS(S)與WC(S)訂立有關於新加坡營運

的WC商戶協議

(3) SCHK、SCCH及WC(HK)訂立有關於香港

營運的WC商戶協議

「岸上WC商戶 指 WCSSB、 SCTS(M)、 WC(HK)、 SCHK、

　修訂協議」 SCCH、WC(S)及SCTS(S)於二零零八年十二

月三十日訂立的補充協議，以訂定岸上WC商

戶協議的年期，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至二零

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期三年

「岸上WC商戶 指 WCSSB、 SCTS(M)、 WC(HK)、 SCHK、

　修訂協議II」 SCCH, WC(S)及SCTS(S)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二十三日訂立的補充協議II，將岸上WC商戶

協議再續期三年，由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起至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營辦商」 指 WCIM（即在馬來西亞以外WC計劃的營辦商）

及GWCSSB及WCSSB（即WC計劃在馬來西亞

的營辦商）。凡提述「營辦商」時，如文義另有

所指，包括已在相關地區簽訂相關WC附加協

議的任何當地營辦商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佈而言，不包括香港

「積累款項」 指 SCM就WC持卡人獲得的WC積分向營辦商支

付WC價值的保存賬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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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賞」 指 營辦商可全權酌情確定及選擇給予WC持卡

人，以換取累積WC積分的獎賞

「馬幣」 指 馬來西亞法定貨幣馬幣

「SC(C)」 指 Star Cruise (C) Limited，一家於馬恩島註冊成

立的公司，並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SCCH」 指 Star Cruises China Holdings Limited麗星郵輪

中國控股有限公司，一家於香港註冊成立的公

司，並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SCHK」 指 Star Cruises (HK) Limited麗星郵輪（香港）有

限公司，一家於香港註冊成立的公司，並為本

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SCM」 指 Star Cruise Management Limited，一家於馬恩

島註冊成立的公司，並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

司

「SCTS(M)」 指 Star Cruise Travel Service (M) Sdn Bhd，一家

於馬來西亞註冊成立的公司，並為本公司的全

資附屬公司

「SCTS(S)」 指 Star Cruises Travel Service Pte Ltd，一家於新

加坡註冊成立的公司，並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

公司

「麗星WC」 指 當地營辦商根據有關地區的WC計劃已經或將

會發行的麗星WorldCards

「麗星WC持卡人」 指 麗星WC的持卡人

「新加坡」 指 新加坡共和國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易發卡」 指 麗星貴賓易發卡，即SC(C)代表SCM根據易發

卡計劃發行的會員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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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發卡計劃」 指 SC(C)代表SCM經營的尊貴客戶計劃，名為

「麗星貴賓易發卡」計劃

「SVP積分」 指 SCM根據易發卡計劃給予的有關會員積分

「新加坡元」 指 新加坡的法定貨幣新加坡元

「地區」 指 營辦商已註冊設立當地營辦商的地區

「總消費額」 指 WC持卡人在SCM指定商店出示WC購買SCM

提供的貨品及／或服務的總額，但不包括乘客

手續費、港口費及任何其他第三方再徵收費

「旅遊套票」 指 本集團附屬公司在不同地區的岸上商店出售予

WC持卡人的旅遊及觀光套票，包括乘坐本公

司或其聯屬公司郵輪的郵輪套票

「美元」 指 美利堅合眾國法定貨幣美元

「WC」 指 由認可發卡的WC商戶根據WC計劃發行的任

何類別而現時通行的WorldCard

「WCSSB」 指 WorldCard Services Sdn Bhd，一家於馬來西

亞註冊成立的公司，並為GENS的間接全資附

屬公司，其於馬來西亞管理及營運WC計劃有

關WC（GENM WC除外）業務

「WC附加協議」 指 WC第一項附加協議、WC第二項附加協議及

SCM與有關地區的當地營辦商將予訂立的其他

附加協議，用以規管SCM在馬來西亞以外國家

及地區參與WC計劃。每份WC附加協議於簽

訂後，將構成WC商戶協議的其中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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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C第一項附加協議」 指 SCM與WC(HK)於二零零四年一月十九日就

SCM在香港參與WC計劃訂立的函件協議

「WC第二項附加協議」 指 SCM與WC(S)於二零零四年一月十九日就SCM

在新加坡參與WC計劃訂立的函件協議

「WC協議」 指 WC商戶協議及岸上WC商戶協議

「WC持卡人」 指 WC（包括任何WC附屬卡）卡上名字的個別人

士

「WC商戶協議」 指 SCM與WCIM就SCM參與WC計劃成為WC商

戶 而 於 二 零 零 四 年 一 月 十 九 日 訂 立 的

WorldCard商戶協議（經WC商戶補充協議 I及

WC商戶補充協議II修訂及補充），並包括WC

第一項附加協議及WC第二項附加協議

「WC商戶補充協議I」 指 SCM與WCIM於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六日訂立

的 補 充 協 議 I， 據 此 ， SCM透 過 WCIM、

GWCSSB及WCSSB訂立的營辦商相互安排，

可參與在馬來西亞的WC計劃

「WC商戶補充協議II」 指 WCIM、SCM、WC(HK)及WC(S)於二零零八

年十二月三十日訂立的補充協議 II，以訂定

WC商戶協議的年期，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

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期三年

「WC商戶補充協議III」 指 WCIM、SCM、WC(HK)及WC(S)於二零一零

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訂立的補充協議III，將WC

商戶協議再續期三年，由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起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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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C商戶」 指 同意參與WC計劃的商戶，該等商戶讓WC持

卡人在其分行或商店購物時，只要出示WC便

可賺取WC積分，惟須受各WC營辦商及有關

WC商戶可能互相協定的條款及條件所限制

「WC積分」 指 根據WC商戶與各WC營辦商訂立的有關協

議，在WC持卡人購買該等WC商戶提供的貨

品及／或服務時，按WC商戶給予WC持卡人

的折扣百分比，記入WC持卡人賬戶的積分

「WC計劃」 指 由GWCSSB及WCSSB在馬來西亞及由WCIM

在 馬 來 西 亞 以 外 國 家 及 地 區 營 運 名 為

「WorldCard」的尊貴客戶計劃

「WC價值」 指 由每個地區的當地營辦商釐定及於有關WC附

加協議列明的每個WC積分的價值。WC價值

可因應SCM與營辦商不時互相協定的方式改

變，但該改變須按一般商業條款，及按SCM獲

得不遜於提供予屬獨立第三方WC商戶的條款

而進行

「WC(HK)」 指 WorldCard (Hong Kong) Limited環通咭（香港）

有限公司，一家於二零零二年九月十八日在香

港註冊成立的公司，並為WCIL的間接全資附

屬公司。WC(HK)為在香港的當地營辦商

「WCIL」 指 WorldCard International Limited，一家於二零

零二年十月四日在馬恩島註冊成立的公司，並

為本公司的共同控制實體

「WCIL集團」 指 WCIL、其不時的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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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CIM」 指 WCI Management Limited，一家於二零零二年

十月二日在馬恩島註冊成立的公司，並為

WCIL的全資附屬公司，其於馬來西亞以外國

家及地區管理、經營及宣傳WC計劃

「WC(S)」 指 WorldCard (Singapore) Pte Ltd.，一家於二零

零二年十月三日在新加坡註冊成立的公司，並

為WCIL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WC(S)為在新

加坡的當地營辦商

承董事會命

Genting Hong Kong Limited

雲頂香港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譚雪蓮

香港，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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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本公佈內，美元款額已按1.00美元兌7.80港元換算為港元，而新加坡元亦已按1.00

新加坡元兌6.00港元換算為港元。該等換算僅為方便讀者而提供，概不表示美元及

／或新加坡元已經、可能已經或可按該等匯率或任何有關日期的任何其他匯率換算

為港元或將港元換算為上述貨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