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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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RWEGIAN CRUISE LINE HOLDINGS LTD. 

截至二零一四年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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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頂香港」）根據香港聯合交易所

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09(2)條及香港法例第 571 章證券及期貨條例第 XIVA 部向雲頂香港股

東提供 Norwegian Cruise Line Holdings Ltd.（「NCLH」）截至二零一四年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

月的未經審核綜合財務業績。NCLH 為雲頂香港的 27.7%聯營公司。 
 
Norwegian Cruise Line （ （ 納 斯 達 克 ： NCLH ） 、 NCLH 、 NCL Corporation Ltd. 、

「Norwegian」或「本公司」）已刊發新聞稿公佈 NCLH 於及截至二零一四年三月三十一日止三

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財務資料（「二零一四年第一季度財務資料」）及已於二零一四年四月二十

九日上午（美國時間）向美國證券交易委員會提交該資料。 
 
以下為摘錄自 NCLH 二零一四年第一季度財務資料的 NCLH 未經審核綜合財務業績，該業績乃根

據美利堅合眾國公認會計原則並以美元為單位編製。 
 
「 

 

NORWEGIAN CRUISE LINE HOLDINGS LTD.    
綜合營運報表    
（未經審核，千美元，惟股份及每股數據除外）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二零一四年  二零一三年  

收益    
 乘客船票    $ 458,490  $ 358,928
 船上及其他收益    205,538  168,703

收益總額    664,028  527,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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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二零一四年  二零一三年  
     
郵輪經營開支     
 佣金、交通及其他開支  116,810  94,579
 船上及其他開支  47,924  42,371
 工資及相關開支  99,066  74,039
 燃料  79,040  72,498
 食品  37,683  29,962
 其他  65,387  49,240

郵輪經營開支總額  445,910  362,689

 
其他經營開支 

    

 銷售、一般及行政開支  83,389  85,206
 折舊及攤銷  61,640  48,748

其他經營開支總額  145,029  133,954

經營收入  73,089  30,988

非經營收入（開支）     
 利息開支淨額 (31,172)  (127,656)
 其他收入 388  1,364

非經營收入（開支）總額  (30,784)  (126,292)

除所得稅前收入（虧損）淨額 42,305 (95,304)

所得稅利益（開支） 9,387 (2,196)

收入（虧損）淨額 51,692 (97,500)

非控股權益應佔收入（虧損）淨額 425 (1,105)

Norwegian Cruise Line Holdings Ltd.應佔收入     
（虧損）淨額 $ 51,267 $ (96,395)

     
已發行加權平均股份    

 
基本 205,163,256 198,350,433

攤薄 211,013,814 198,350,433
 

每股盈利（虧損）  
 

基本 $ 0.25 $ (0.49)

攤薄 $ 0.24 $ (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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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認會計原則的對賬資料（未經審核） 
 
經調整收入淨額及經調整每股盈利計算如下（千美元，惟股份及每股數據除外）：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二零一四年  二零一三年  
     
Norwegian Cruise Line Holdings Ltd.應佔收入 

（虧損）淨額  $ 51,267  $ (96,395)
非控股權益應佔收入（虧損）淨額  425  (1,105)

收入（虧損）淨額  51,692  (97,500)
非現金補償(1)  2,674  18,527
與預付債務款項有關的開支(2)   -  90,505
其他(3) (4,808)  1,376

 經調整收入淨額 $ 49,558  $ 12,908

經攤薄已發行加權平均股份–收入（虧損）淨額   
211,013,814 

 
198,350,433 (4)

經攤薄已發行加權平均股份–經調整收入淨額   
211,013,814 

 
 204,524,565

   
每股攤薄盈利（虧損） 

  
$ 0.24 

 
 $ (0.49)

 

 
經調整每股盈利 

 
$ 0.23 

 
$ 0.06

 
  (1) 二零一三年包括與首次公開發售有關的非現金股份基準補償。 
  (2) 包括溢價、撇銷遞延費用及與預付債務款項有關的其他開支。 
  (3) 二零一四年包括與本公司企業實體架構改變有關的一項稅項撥備估計變動而產生的稅務利益

6,700,000 美元及因有關二次發售產生的開支。二零一三年包括與首次公開發售及預付債務款項有關

的稅項開支。 
  (4) 由於淨額虧損，故不包括 6,174,132 股股份，倘包括在內並無攤薄影響。 

 
未計利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利及經調整未計利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利計算如下（千美元）：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二零一四年  二零一三年  
     
Norwegian Cruise Line Holdings Ltd.  

應佔收入（虧損）淨額  $ 51,267  $ (96,395) 
利息開支淨額  31,172  127,656 
所得稅（利益）開支  (9,387)  2,196 
折舊及攤銷開支  61,640  48,748 

  未計利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利  134,692  82,205 
非控股權益應佔收入（虧損）淨額    425  (1,105) 
其他收入 (388)   (1,364)
其他(1)    4,551  20,024 

 經調整未計利息、稅項、折舊及攤銷

前盈利   $ 139,280 $ 99,760 

 
  (1) 包括因本公司二次發售產生的開支及非現金補償，其中二零一三年包括與首次公開發售有關的非現

金股份基準補償 18,500,0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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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列統計資料摘要：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二零一四年  二零一三年  
    
載客數目 507,272  368,010
已載客郵輪日數 3,075,402  2,528,192
可載客郵輪日數    2,895,984  2,351,299 
運載率百分比 106.2% 107.5% 

 
 
第一季度業績摘要 
 

• 經調整每股盈利由二零一三年的 0.06 美元增長至 0.23 美元 

• 淨收益率上升 3.8% 

• 收益增長 25.9%至 664,000,000 美元 

• 經調整未計利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利增長 39.6%至 139,300,000 美元；利潤率上升 200 個基點

• 挪威暢意號成功加入船隊  

 
 
第一季度業績 
 
於二零一四年第一季度，本公司錄得經調整每股盈利0.23美元及經調整收入淨額49,600,000美元，而二零一

三年同期則分別為0.06美元及12,900,000美元。按公認會計原則基準，每股攤薄盈利及收入淨額分別為0.24
美元及51,300,000美元。 
 
受可載客郵輪日數增加23.2%及淨收益率上升3.8%推動，期內收益淨額增長27.8%至499,300,000美元。可載

客郵輪日數增加主要因挪威逍遙號及挪威暢意號分別於二零一三年五月及二零一四年一月加入船隊所致。

淨收益率上升3.8%，乃乘客船票以及船上及其他收益上升所致。期內收益由二零一三年的527,600,000美元

增至664,000,000美元。 
 
每個可載客郵輪日數經調整未計燃料的郵輪成本淨額上升3.7%，主要由於挪威暢意號首輪航程及下水相關

支出連同挪威之勇號計劃進塢所增加的開支所致。本公司每公噸燃料價格（扣除對沖）為643美元，而二

零一三年則為673美元。季內每個可載客郵輪日數燃料消耗下降6.8%，當中不包括用作水上酒店的船舶租

賃所產生的額外利益0.7%。 
 
季內，利息開支淨額為31,200,000美元，而二零一三年則為127,700,000美元。二零一三年利息開支淨額包

括預付若干信貸融資及贖回本公司若干優先票據與本公司首次公開發售及其他交易所得款項有關的開支

90,500,000美元。若撇除該等開支，二零一三年經調整利息開支淨額為37,200,000美元。與去年同期相比利

息開支下降，乃由於本公司二零一三年推行資本架構優化措施導致期內利率下降，足以抵銷了挪威逍遙號

及挪威暢意號融資債務結餘增加的影響。 
   
本公司錄得9,400,000美元所得稅利益，而上一年度則為2,200,000美元開支。二零一四年的所得稅利益主要

有關就於二零一三年完成的本公司企業實體架構變動選擇一個可替代、可接受的稅項計算方法。這個選擇

造成6,700,000美元非經常性利益，但並無計入經調整收入淨額及經調整每股盈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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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一四年的指引及敏感度資料 
 
本公司亦已就二零一四年第二季度及二零一四年全年提出下列指引，連同隨附敏感度資料。 
 

千美元，惟每股數據除外 
 

 二零一四年 
第二季度 

二零一四年 
全年 

淨收益率 3.0 至 3.5% 3.0 至 3.5%
每個可載客郵輪日數經調整  

未計燃料郵輪成本淨額(1) (2.0)至(3.0)% (1.0)至(2.0)%
經調整每股盈利 $0.55 至$0.60 $2.20 至$2.35
折舊及攤銷 $60,000,000 至 $245,000,000 至

 $64,000,000 $255,000,000
利息開支淨額 $32,000,000 至 $130,000,000 至
 $36,000,000 $135,000,000
淨收益率每變動 1%對  

經調整每股盈利的影響(2)  $0.03 $0.09 
 
(1) 第二季度包括一次進塢；全年包括三次進塢 
(2) 按指引的中位數為基準 
 

下表反映本公司有關燃料消耗及定價的預期，連同隨附敏感度資料。  
 

  二零一四年 
第二季度 

二零一四年 
全年 

  
每公噸燃料消耗 128,000 510,000 
每公噸燃料價格（扣除對沖） $660 $665 
燃料價格每變動 10%對經調整  

每股盈利的影響（扣除對沖） $0.01 $0.04 
 

截至二零一四年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已分別對沖其剩餘的二零一四年、二零一五年及二零一六年預

期燃料購買約66%、53%及26%。 
 

未來資本承擔包括已訂約承擔，其中包括就業務擴充及建船合約的未來預期資本開支。截至二零一四年
三月三十一日，預期資本開支連同建船及相關出口信貸融資金額如下（以千美元計，按二零一四年三月
三十一日歐元兌美元匯率計算）：  

 
   餘下季度 全年 
   二零一四年 二零一四年 二零一五年  二零一六年

       
船舶建造  $ 86,788 $ 802,722  $ 979,641  $ 117,361
船舶融資  (46,156) (706,586) (775,097)  (46,156)  
船舶建造總額（扣除融資）  $ 40,632 $ 96,136 $ 204,544  $ 71,205

    
業務擴充資本開支（包括投資 
 回報資本開支）(1)(2)(3)  $ 73,000 $ 98,000 $ 83,000  $ 90,000
廢氣濾清器所增加的投資回報 
 資本開支  $ 27,000 $ 27,000 $ 27,000  $ 10,000

 
(1) 二零一四年餘下季度及全年包括投資回報資本開支分別為 37,000,000 美元及 43,000,000 美元。 
(2) 二零一四年餘下季度及全年、二零一五年及二零一六年不包括廢氣濾清器款項。 
(3) 二零一四年餘下季度及全年及二零一五年包括開發本公司在伯利茲的未來郵輪目的地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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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 
 
經調整未計利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利。經調整其他收入及其他增補調整後的未計利息、稅項、折舊

及攤銷前盈利。 
 
經調整每股盈利。經調整收入淨額除以具攤薄影響的加權平均股份數目。 
 
經調整利息開支淨額。經調整增補調整後的利息開支淨額。 
 
經調整未計燃料的郵輪成本淨額。經調整增補調整後的郵輪成本淨額減除燃料開支。 
 
經調整收入淨額。經調整增補調整後的收入（虧損）淨額。 
 
標準床位。每間郵輪客房兩人入住的標準（每間單室公寓郵輪客房一人入住的標準），儘管許多間郵輪客

房可容納三名或以上乘客。 
 
業務擴充資本開支。與建造新船舶及投資回報資本開支有關的開支以外的資本開支。 
 
可載客郵輪日數。可供的標準床位乘以期內的郵輪旅遊日數。 
 
進塢。船舶在大型內港停泊，抽出所有淡水╱海水以便清理及維修在水位以下的船舶部分的程序。 
 
未計利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利。未計利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的盈利。 
 
公認會計原則。美國公認會計原則。 
 
郵輪成本總額。郵輪經營開支總額及銷售、一般及行政開支的總和。 
 
首次公開發售。於二零一三年一月二十四日完成的首次公開發售 NCLH 的 27,058,824 股每股面值 0.001 美

元的普通股。 
 
郵輪成本淨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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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計燃料的郵輪成本淨額。郵輪成本淨額減除燃料開支。 
 
收益淨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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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可載客郵輪日數的收益淨額。 
 
運載率百分比或載客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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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的載客數目乘以各郵輪旅遊行程日數。 
 
投資回報資本開支。包括具有量化投資回報的項目基準資本開支。 
 
二次發售。於二零一四年三月的公開發售，最終由出售股東售出15,000,000股NCLH普通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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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CLH 而非雲頂香港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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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董事會命 
 
 
 
主席兼行政總裁 
丹斯里林國泰 
 
香港，二零一四年四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雲頂香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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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h Sieu Lay 先生及林懷漢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