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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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零一四年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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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連同其附屬公司合稱

「雲頂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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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向雲頂香港股東及公眾提供 Norwegian Cruise Line Holdings Ltd. (「NCLH」）截至二

零一四年六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六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財務業績。NCLH 為雲頂香港的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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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六個月的未經審核綜

合財務資料（「二零一四年第二季度及二零一四年上半年財務資料」）及已於二零一四年七月二十八日

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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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一四年第二季度及二零一四年上半年財務資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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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六個月 

 二零一四年 二零一三年 二零一四年  二零一三年

收益  
 乘客船票 $ 538,059 $ 457,619 $ 996,549  $ 816,547
 船上及其他收益 227,868 186,814 433,406  355,517

收益總額 765,927 644,433 1,429,955  1,172,064

郵輪經營開支   
佣金、交通及其他開支 114,712 112,985 231,522  207,564
船上及其他開支 55,467 49,316 103,391  91,687
工資及相關開支 106,352 82,809 205,418  156,848
燃料 77,832 75,582 156,872  148,080
食品 42,734 33,674 80,417  63,636
其他 73,699 66,713 139,086  115,953

郵輪經營開支總額 470,796 421,079 916,706  783,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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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六月三十日止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六個月 
 二零一四年 二零一三年 二零一四年  二零一三年

    
其他經營開支    
銷售、一般及行政開支  83,084 74,111 166,473 159,317  
折舊及攤銷 63,459 53,854 125,099  102,602  

其他經營開支總額 146,543 127,965 291,572  261,919  

經營收入 148,588 95,389 221,677  126,377  

非經營收入（開支）      
     利息開支淨額   (31,860) (103,686) (63,032)  (231,342) 
   其他收入（開支） (325) 429 63  1,794  

非經營收入（開支）總額 (32,185) (103,257) (62,969)  (229,548)  

除所得稅前收入（虧損）淨額 116,403   (7,868) 158,708 (103,171)  
所得稅利益（開支）  (3,124)  (1,047) 6,263  (3,244) 

收入（虧損）淨額 113,279  (8,915)  164,971  (106,415) 
非控股權益應佔收入（虧損）淨額 1,663 (74) 2,088  (1,179) 

Norwegian Cruise Line Holdings Ltd. 
應佔收入（虧損）淨額 $ 111,616 $ (8,841) $ 162,883 $ (105,236) 

已發行加權平均股份     
     
基本 204,965,718 203,997,492 205,063,870  201,189,562

攤薄 210,472,991 203,997,492 210,742,655  201,189,562

每股盈利（虧損）     
     
基本 $ 0.54 $ (0.04) $ 0.79  $ (0.52)

攤薄 $ 0.54 $ (0.04) $ 0.78  $ (0.5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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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六個月 
 二零一四年 二零一三年 二零一四年  二零一三年

 
Norwegian Cruise Line Holdings Ltd.  
應佔收入（虧損）淨額 $ 111,616 $ (8,841)

                   
$ 162,883  $ (105,236)

 

 
非控股權益應佔收入（虧損）淨額 1,663 (74)

 
2,088 (1,179)

 

收入（虧損）淨額 113,279 (8,915)  164,971 (106,415)
 
與首次公開發售有關的非現金股份基

準補償 - -
 

- 

 

18,527

 

非現金補償    5,014 509 7,688  509  
與企業架構變動有關的稅項及預付債 
   務款項淨額  (1) 

 
511 (2,146) (6,174) 

 
(770)

 

與二次發售有關的開支 - - 1,877  -
與預付債務款項有關的開支   (2) - 70,068 -  160,573
其他 (3) 2,331 700 2,331  700  

經調整收入淨額 $ 121,135 $ 60,216 $ 170,693 $ 73,124  

經攤薄已發行加權平均股份–收入

（虧損）淨額 210,472,991 203,997,492 (4) 210,742,655  201,189,562
(5)

經攤薄已發行加權平均股份–經調整

收入淨額 210,472,991 210,726,281 210,742,655 207,514,700

每股攤薄盈利（虧損） $ 0.54 $ (0.04) $ 0.78  $ (0.52)

經調整每股盈利 $ 0.58 $ 0.29   $ 0.81 $ 0.35

 
  (1) 截至二零一四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包括與本公司企業實體架構改變有關的稅項撥備估計變動而產

生的稅務利益 6,200,000 美元。截至二零一三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包括與首次公開發售及預付債務

款項有關的稅務利益。 
  (2) 截至二零一三年止六個月包括溢價、撇銷遞延費用及與預付債務款項有關的其他開支。 
  (3) 截至二零一四年六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六個月包括主要與稅務重組及解決二零零七年違約索賠相關

費用有關的開支。截至二零一三年六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六個月包括與稅務重組有關的開支。 
  (4) 由於淨額虧損，故不包括 6,728,789 股股份，倘包括在內並無攤薄影響。 
  (5) 由於淨額虧損，故不包括 6,325,138 股股份，倘包括在內並無攤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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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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六個月 
 二零一四年 二零一三年 二零一四年  二零一三年
 
Norwegian Cruise Line Holdings Ltd.  

應佔收入（虧損）淨額 $ 111,616 $ (8,841) $ 162,883 $ (105,236)

 

利息開支淨額 31,860 103,686 63,032  231,342  
所得稅（利益）開支 3,124 1,047 (6,263)  3,244  
折舊及攤銷開支 63,459 53,854 125,099  102,602  
    

未計利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利 210,059 149,746 344,751  231,952  
    
非控股權益應佔收入（虧損）淨額 1,663 (74) 2,088  (1,179)  
其他（收入）開支 325 (429) (63)  (1,794)  
非現金補償  5,014 1,444 7,688  2,726  
與首次公開發售有關的非現金股份基準

補償 - -

 
 

- 

 

18,527

 

與二次發售有關的開支 - - 1,877  -  
其他 (1) 2,331 1,648 2,331  1,863  
     

經調整未計利息、稅項、折舊及攤銷

前盈利 $ 219,392 $ 152,335 $ 358,672  $ 252,095  

 
(1) 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六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六個月包括主要與稅務重組及解決二零零七年違

約索賠相關費用有關的開支。 
 
下表載列統計資料摘要：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六個月 
 二零一四年 二零一三年 二零一四年  二零一三年

   
載客數目 482,837 405,646 990,109  773,656
已載客郵輪日數 3,394,649 2,763,358 6,470,051  5,291,550
可載客郵輪日數 3,074,415 2,569,525 5,970,399  4,920,824
運載率百分比 110.4% 107.5% 108.4% 107.5%

  
第二季度業績摘要 
 

• 經調整每股盈利由二零一三年的 0.29 美元增長至 0.58 美元 
 

• 淨收益率上升 3.3% 
 
• 收益增長 18.9%至 765,900,000 美元 

 
• 經調整未計利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利增長 44.0%至 219,400,000 美元 

  
第二季度業績 
 
於二零一四年第二季度，本公司錄得經調整每股盈利0.58美元及經調整收入淨額121,100,000美元，而二零

一三年同期則為0.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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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4美元及111,600,0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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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可載客郵輪日數增加19.6%及淨收益率上升3.3%帶動，期內收益淨額增長23.6%至595,700,000美元。可

載客郵輪日數增加主要因挪威暢意號及挪威逍遙號分別於二零一四年一月及二零一三年四月加入船隊所

致，並部分為挪威寶石號的已規劃進塢所抵銷。淨收益率增加是由於運載率百分比增加、船上及其他收益

增加以及起始進行減省銷售成本帶來利益所致。期內收益由二零一三年的644,400,000美元增至765,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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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降 2.3%。本公司每公噸燃料價格（扣除對沖）為

622 美元，而二零一三年則為 686 美元。季內每個可載客郵輪日數燃料消耗下降 5.1%。 
 
季內，利息開支淨額為 31,900,000 美元。二零一三年同期利息開支淨額為 103,700,000 美元，包括與若干

信貸融資的再融資及贖回本公司若干優先無抵押票據有關的開支 70,100,000 美元。若撇除該等開支，二零

一三年經調整利息開支淨額為 33,600,000 美元。 
 
二零一四年的指引及敏感度資料 
 
本公司亦已提供下列指引，反映其就二零一四年第三季度及全年的預期業績，連同隨附敏感度資料。 
 
 

 
（千美元，惟每股數據除外） 

 二零一四年 
第三季度 

二零一四年 
全年 

淨收益率 2.25 – 2.75%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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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0% 平至小幅上漲 

經調整每股盈利 $1.05 至 $1.10 $2.20 至 $2.35 
折舊及攤銷 $62,000,000 至 

$67,000,000 
$250,000,000 至 

$255,000,000  
利息開支淨額 $32,000,000 至 

$36,000,000 
$130,000,000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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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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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季度 

二零一四年 
全年 

  
每公噸燃料消耗 125,000 502,000 
每公噸燃料價格（扣除對沖） $650 $635 
燃料價格每變動 10%對經調整  
每股盈利的影響（扣除對沖） $0.02 $0.03 

 

截至二零一四年六月三十日，本公司已分別對沖其二零一四年餘下時間、二零一五年及二零一六年預期每

公噸燃料購買約 76%、59%及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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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零一四年六

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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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二零一四年六月三十日

歐元兌美元匯率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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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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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00,000 美元及 44,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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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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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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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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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7,234 $    810,496 $    975,971  $    116,463 

船舶融資  (45,898) (706,328) (771,021)  (45,898) 

船舶建造總額（扣除融

資）  $    31,336 $      104,168 $    204,950  $      70,565 

業務擴充資本開支（包括

投資回報資本開支）  
(1) (2) (3)       $    56,000      $      98,000 $      83,000  $    90,000 

廢氣濾清器所增加的投

資回報資本開支  $    20,000 $      27,000 $      27,000  $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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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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以上所載資料，雲頂香港董事會謹此告知股東、投資者及潛在投資者，雲頂香港於截至二零一四年

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期間分佔其於 NCLH 的投資產生的溢利約為 47,000,000 美元，其未經審核，並須經

雲頂香港獨立核數師審閲。 
 
 
承董事會命 
 
主席、行政總裁兼署理總裁 
丹斯里林國泰 
 
 
香港，二零一四年七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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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