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麗星郵輪與 Apollo Management LP
完成注資挪威郵輪之十億美元交易
積極計劃投入本地郵輪碼頭項目
（下 稱 「 麗 星 郵 輪 」）宣佈，
麗星郵輪有 限 公 司 （香 港 聯 交 所 股 份 編 號 ： 678 ）
國際知名兼重點投資在酒店、旅遊及娛樂事業的私募基金 Apollo Management
LP （下 稱 「 Apollo」）於 2007 年 8 月 19 日提案注資 10 億美元換取麗星郵輪旗
下之挪威郵輪（下 稱「 NCL 」）的五成股份之交易於今天（2008 年 1 月 8 日）完
成。交易完成後，Apollo Management L.P. （Apollo）擁有挪威郵輪之五成股份，
而麗星郵輪則由獨資經營挪威郵輪轉為與 Apollo 達成合資經營挪威郵輪。
麗星郵輪主席兼首席執行員丹斯里林國泰表示：
「我們非常歡迎 Apollo 的加入，這
將令 NCL 開始另一階段的發展，儘管我們對 NCL 至今的發展感到驕傲，但更對
Apollo 的加入所帶來的前景感到期盼。NCL 已作好準備，開展 2008 年的成功新
一頁。」
麗星郵輪總裁蔡明發表示：
「我們對此項合作能順利完成感到十分欣喜，我們深信
是項交易能強化挪威郵輪的資本結構以優化其營運槓桿比率，尤其是它會令 NCL
擁有更充裕的資金以配合其持續增長的發展，而麗星郵輪亦可更專注發展其亞洲
區的發展；在未來，麗星郵輪將繼續拓展大中華區市場，並計劃引入更大型的豪
華郵輪以配合發展，我們將積極以其亞洲領導船隊的優勢，進一步拓大該市場的
版圖。」
Apollo 的合夥人 Steve Martinez 表示：「我們很高興可與麗星郵輪達成合資關
係，將全力支持 NCL 的管理架構。NCL 以其創新精神成功轉型為郵輪業上最年輕
和擁有真正原創的革命性第三代自由閑逸式郵輪（F3 系列）船隊，我們深信 NCL
品牌在未來幾年間有著無限的發展潛力。我們對能順利完全與麗星郵輪的夥伴合
作安排，在我們及 NCL 管理層的努力下，定能令 NCL 更上層樓。」
NCL 總裁 Colin Veitech 表示：
「憑著 Apollo 的注資，我們現正處於 41 年來財政
最充裕的狀態。以麗 星 郵 輪 及 Apollo 對 NCL 的支持，並以最年輕船隊的優勢，
我們將致力為旅客開發更創新及興奮的旅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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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項交易大大強化 NCL 的財政，令其除可以繼續擴充船隊外，更可在多方面作出
顯著改善，第二代自由閑逸式郵輪（F2 系列）的推出將提升自由閑逸式旅遊模式，
以重點改善船隊設施為主，為旅客帶來更新的體驗，一系列的提升項目包括改善
客房牀及設備，並將於未來兩年投入五千萬元美元以進一步增強船上美食質素；
同時，NCL 正在建造第三代自由閑逸式郵輪（F3 系列），每艘造價超過十一億美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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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麗星郵輪
麗星郵輪集團為世界第三大聯盟郵輪公司，連同旗下挪威郵輪、NCL 美國、東方郵輪及郵輪客運，
集團正營運的郵輪共 21 艘，約 33,300 人的總載客量；另有兩艘全新郵輪將於 2010 年前加入，額
外提供 8,400 個標準床位。航線遍及亞太區、南北美洲、夏威夷、加勒比海、阿拉斯加、歐洲、地
中海、百慕達及南極。
現時，麗星郵輪分別於世界各地超過 25 個地方設有辦事處，包括香港總辦事處、中國、臺灣、泰
國、印尼、日本、韓國、馬來西亞、新加坡、柬埔寨、菲律賓、印度、阿拉伯聯合酋長國、紐西蘭、
澳洲、瑞典、德國、英國及美國。
關於挪威郵輪
挪威郵輪公司是一間創新的郵輪公司，其總部設在邁阿密及佛羅理達州。 挪威郵輪公司的艦隊共
有 15 艘郵輪正在運作及建造中。 挪威郵輪公司旗下的經營團隊包括挪威郵輪，NCL 美國及東方
郵輪。 在 2006 年 12 月 1 日，排水量達 93,000 噸的挪威明珠號，開創公司自由閑逸式航遊艦隊。
公司現正建造挪威寶珠號， 並將於 2007 年 10 月投入使用。

除此以外，挪威郵輪公司正計劃建造 3 艘第三代的自由閑逸郵輪，並於 2009 年至 2011 年投入使
用。挪威郵輪公司之目標為於 2010 年擁有最新的船隊。 公司期望讓客人於最新及最當代的郵輪
出海，享受自由閑逸式航遊。

關於Apollo Management L.P.
Apollo Management L.P. （Apollo）在 1990 年成立, 是其中一個佔市場領導地位的私募基金及資
金市場投資者, 擁有超過 17 年橫跨資金槓桿公司的財產架構投資經驗. 全球擁有超過 120 名專業
人才及在紐約, 洛杉磯、倫敦和新加坡, 法蘭克 及巴黎均設有公司。自開業, Apollo 管理資金超過
$330 億美元更橫跨多個本地及國際行業. 最近的一筆私募基金及聯系投資組織項目規模達近$116
億美元. 目前在優閒及酒店業最近期的投資包括: Harrah＇s Entertainment （進行中）， AMC
Entertainment, Sirius Satellite Radio, Wyndham International, and Vail Resorts. Apollo 已活躍於
郵輪業, 年頭均在高檔品牌 Oceania Cruises 作投資. 自收購此品牌, Apollo 更支持其兩艘共值$10
億美元的新船訂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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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垂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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