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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常 重 大 收 購
建 造 船 舶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七日，本集團已就建造船舶訂立下列安排：

1. 由F3 One, Ltd.（作為買家）與建造商就建造及交付第一艘船舶訂立的第一份造船合約，合約價為735,000,000歐羅（約
7,332,360,000港元），包括買家供應品的補貼；

2. 由F3 Two, Ltd.（作為買家）與建造商就建造及交付第二艘船舶訂立的第二份造船合約，合約價為735,000,000歐羅（約
7,332,360,000港元），包括買家供應品的補貼；

3. NCLC與建造商就建造及交付第三艘船舶訂立的選擇權協議，合約價為700,000,000歐羅（約6,983,200,000港元），包括買
家供應品的補貼；及

4. NCLC已同意就買家於上述的造船合約下的責任提供擔保。

根據上市規則，交易構成本公司的非常重大收購，根據上市規則第14.49條，須在股東大會上取得股東批准後方可作實。一份
載有（其中包括）有關造船合約、選擇權協議及買家擔保的進一步詳情，以及召開股東特別大會通告的通函，將盡快寄發予股
東。據董事所知，概無股東於任何造船合約、選擇權協議及買家擔保中擁有任何重大權益，因此，概無股東須按上市規則的
規定，在股東特別大會上就批准交易而提呈的決議案中放棄投票。

造船合約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七日，本集團已就建造第一艘船舶及第二艘
船舶訂立下列安排：

(1) 由F3 One, Ltd.（NCLC及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作
為買家）與建造商就建造及交付第一艘船舶訂立的第一份
造船合約，合約價為735,000,000歐羅（約7,332,360,000港
元），包括買家供應品的補貼；

(2) 由F3 Two, Ltd.（NCLC及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作
為買家）與建造商就建造及交付第二艘船舶訂立的第二份
造船合約，合約價為735,000,000歐羅（約7,332,360,000港
元），包括買家供應品的補貼；及

(3) NCLC已同意就買家於上述的造船合約下的責任提供擔
保。

根據造船合約建造第一艘船舶及第二艘船舶的總合約價為
1,470,000,000歐羅（約14,664,720,000港元）。代價經參考（其中
包括）建造同類船舶的現行市價及按與建造商公平磋商後釐
定。

造船合約乃相互附帶。待若干條件（包括買家是否就支付第一
艘船舶及第二艘船舶的全部合約價款項獲得所需融資所作出的
書面確認、列明第一艘船舶及第二艘船舶設計的最終書面規格
協議、股東批准，以及造船合約所述的交換附屬抵押品文件）
達成後，第一艘船舶及第二艘船舶分別須於二零零九年第四季
及二零一零年第二季可供交付，惟可根據造船合約的條款押後
船舶的交付日期。

各項造船合約將不遲於二零零六年十月三十一日下午四時（巴
黎時間）前生效，惟須待上述特定條件獲達成後，方可作實。
倘有任何特定條件於二零零六年十月三十一日下午四時（巴黎
時間）前不獲達成或由各方作出書面豁免，則任何一方均可註
銷造船合約。倘造船合約被註銷，根據上市規則，將於適當及
有需要時另行刊發公佈。

融資條款

本集團將動用內部資源並安排向外融資以支付第一艘船舶及第
二艘船舶的總合約價，當中或會涉及（其中包括）按董事可能認
為合適的銀行貸款、發行債券及／或出售資產的所得款項。由
於第一艘船舶及第二艘船舶的付款是根據按時分階段時間表而
支付，直至各個交付船舶日期為止，融資來源的最終組合將由
董事會預先於債務到期前決定。根據造船合約，於二零零六
年、二零零七年、二零零八年、二零零九年及二零一零年預期
應付的總金額將如下：

二零零六年： 73,500,000歐羅（約733,236,000港元）
二零零七年： 36,750,000歐羅（約366,618,000港元）
二零零八年： 147,000,000歐羅（約1,466,472,000港元）
二零零九年： 624,750,000歐羅（約6,232,506,000港元）
二零一零年： 588,000,000歐羅（約5,865,888,000港元）

本集團於上述的付款責任須待接獲由有關買家接納的一家一級
銀行、保險公司或金融機構向有關買家所發出的不可撤回退款
擔保，以為上述有關付款責任的退款提供擔保後，方可作實。

選擇權協議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七日，NCLC與建造商訂立選擇權協議，據
此，建造商以零代價授予NCLC選擇權，要求建造商建造第三
艘船舶（為規模與第一艘船舶及第二艘船舶相若的姊妹船），合
約價為700,000,000歐羅（約6,983,200,000港元），包括買家供應
品的補貼。第三艘船舶的合約價乃參照（其中包括）第一艘船舶
及第二艘船舶的合約價及建造商建造相同船舶的效率，並經與
建造商進行公平磋商後釐定。NCLC可於二零零七年八月三十
一日或該日前的任何時間向建造商發出書面通知行使選擇權，
選擇權將於二零零七年八月三十一日後失效。各方同意造船合
約須於送達上述書面通知起計的30日內訂立，造船合約內將會
載入有關造船規格。預期第三艘船舶將於二零一一年第一季交
付，惟行使選擇權的通知書須最遲於二零零七年八月三十一日
送達建造商。

選擇權的條款按第一艘船舶及第二艘船舶的相同條款及相同間
距設定第三艘船舶的付款時間表。預期倘選擇權獲行使，在
NCLC協定的任何另一付款時間表的規限下，第三艘船舶的合
約價將按下列方式支付：

‧ 於二零零七年至二零一零年間分四期按四等份支付20%；
及

‧ 於二零一一年交付第三艘船舶時支付其餘的80%。

預期第三艘船舶的合約款項，將如第一艘船舶及第二艘船舶
般，可以相若的融資途徑及內部資源撥付。然而，目前仍未承
諾是否行使選擇權，因此，第三艘船舶的具體融資安排將於其
後有關行使選擇權的決定作出後方作考慮及釐定。

合約條款

造船合約及選擇權協議的條款及條件（包括應付代價），已按公
平原則而釐定及屬於一般商業條款，而付款條款及交付日期符
合本集團的要求。經全體董事會成員一致同意，董事會認為，
根據本集團經營國際郵輪業務的經驗，造船合約及選擇權協議
的條款及條件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有關建造商的資料

建造商的主要業務為造船。建造商為全球三大郵輪建造商之
一。

訂立交易的原因及對本集團的利益

本公司的主要業務是投資控股。本公司的附屬公司主要從事郵
輪及郵輪相關業務。本集團現時有22艘正在服務及將予交付的
船舶船隊，提供約35,000個標準床位。為進一步發展其郵輪及
郵輪相關業務，本集團不時檢討其船隊組合及調配安排。建造
第一艘船舶及第二艘船舶乃符合本集團擴充船隊持續取得業務
增長的長遠策略。本公司相信，第一艘船舶及第二艘船舶於交
付及營運後將改善本集團的經營效率及收益潛力。

預期選擇權要求建造商按預先釐定的行使價建造及交付第三艘
船舶，將會讓本集團靈活地按市況進一步改善其船隊組合，以
持續取得業務增長。

一般資料

根據上市規則，交易構成本公司的非常重大收購，根據上市規
則第14.49條，須在股東大會上取得股東批准後方可作實。一份
載有（其中包括）有關造船合約、選擇權協議及買家擔保的進一
步詳情，以及召開股東特別大會通告的通函，將盡快寄發予股
東。

根據建造商的確認及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得資
料及所信，建造商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乃獨立第三者。於建造
商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得資料及所信，建造商、其最
終實益擁有人或彼等各自的聯繫人概無於股份中持有任何權
益。建造商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各自已承諾，自本公佈刊發日
期起至股東特別大會舉行前，倘獲悉彼等任何一方或任何彼等
各自的聯繫人於舉行股東特別大會前於股份中擁有任何權益，

便會即時知會本公司。據董事所知，概無股東於任何造船合
約、選擇權協議及買家擔保中擁有任何重大權益，因此，概無
股東須按上市規則的規定，在股東特別大會上就批准交易而提
呈的決議案中放棄投票。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本公司的董事會包括四名執行董事（即丹
斯里林國泰、張志德先生、吳高賢先生及David Colin Sinclair
Veitch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史亞倫先生，太平紳士、
陳文生先生及林黎明先生）。

釋義

於本公佈內，除非另有指明，以下詞彙具有下列涵義：

「聯繫人」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的董事會

「建造商」 指 Aker Yards S.A.，一家根據法國法
例組織及存在的公司，以及分別根
據第一份造船合約及第二份造船合
約建造第一艘船舶及第二艘船舶，
以及倘NCLC行使選擇權，同時為
建造第三艘船舶的建造商

「買家擔保」 指 NCLC將就有關買家於各項造船合
約下的責任向建造商提供擔保

「CLOB 指 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的
　 International」 Central Limit Order Book International

「本公司」 指 STAR CRUISES LIMITED麗星郵
輪有限公司，一家於百慕達持續經
營的獲豁免有限責任公司，其股份
於 聯 交 所 上 市 ， 以 及 於 CLOB
International買賣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歐羅」 指 根據歐洲經濟及貨幣聯盟(European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執
行的法律及決議案的通用歐洲貨幣
及／或法國的法定貨幣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元」 指 香港的法定貨幣港元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獨立第三者」 指 獨立於並與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
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的董事、主要
行政人員及主要股東或彼等各自的
聯繫人或任何一方概無任何關連的
第三者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NCL品牌」 指 挪威郵輪及NCL美國，為NCLC在
郵輪業務上的兩個主要品牌

「NCLC」 指 NCL Corporation Ltd.，一家於百慕
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為本公司
的直接全資附屬公司及於北美及歐
洲以NCL品牌及東方郵輪營運的本
集團成員公司的直接控股公司

「選擇權」 指 根據選擇權協議，建造商向NCLC
授出的不可撤回選擇權，以要求建
造商建造第三艘船舶

「選擇權協議」 指 由NCLC與建造商於二零零六年九
月七日就選擇權訂立的購買選擇權
協議

「股東特別大會」 指 本公司就通過批准交易的有關決議
案將予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

「股東」 指 本公司的股東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10美元的
普通股

「第一份造船合約」 指 由F3 One, Ltd.（作為買家）與建造商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七日，就建造及
交付第一艘船舶而訂立的造船合約

「第二份造船合約」 指 由F3 Two, Ltd.（作為買家）與建造
商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七日，就建造
及交付第二艘船舶而訂立的造船合
約

「造船合約」 指 第一份造船合約及第二份造船合
約，「造船合約」指第一份造船合約
或第二份造船合約，視乎文義而定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交易」 指 分別根據造船合約及選擇權協議預
計進行有關建造及交付第一艘船舶
及第二艘船舶、相關的買家擔保，
以及為建造及交付第三艘船舶的選
擇權的交易

「第一艘船舶」 指 將建成為約 150,000總公噸及提供
4,200個標準床位的載客郵輪，於建
造商的建造船廠獲識別為C33號，
並將根據第一份造船合約交付予F3
One, Ltd.

「第二艘船舶」 指 將建成為約 150,000總公噸及提供
4,200個標準床位的載客郵輪，於建
造商的建造船廠獲識別為D33號，
並將根據第二份造船合約交付予F3
Two, Ltd.

「第三艘船舶」 指 於建造商的建造船廠將建成為第一
艘船舶及第二艘船舶的姊妹船舶，
根據NCLC行使選擇權，將交付予
由NCLC提名的一家附屬公司

「船舶」 指 第一艘船舶、第二艘船舶及第三艘
船舶，「船舶」指第一艘船舶或第二
艘船舶或第三艘船舶，視乎文義而
定

承董事會命
公司秘書
譚雪蓮

香港，二零零六年九月七日

*　僅供識別

於本公佈內，歐羅款項已按1歐羅兌9.976港元換算為港元。該
等換算僅為方便讀者閱讀而提供。概不表示歐羅款項已經、可
能已經或可能按該等匯率或任何有關日期之任何其他匯率換算
為港元，反之亦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