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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晶邮轮举行「水晶奋进号」命名暨掷瓶仪式
庆祝水晶探险游艇系列第一艘以精湛德国造船工艺打造的极地破冰级游艇诞生

2021 年 6 月 26 日，德国施特拉尔松德 – 水晶邮轮今日在德国施特拉尔松德为旗下水晶探险游艇系
列之第一艘极地破冰级游艇「水晶奋进号」举行命名暨掷瓶仪式。德国梅克伦堡 - 前波美拉尼亚州州
长 Manuela Schwesig 女士获邀以教母身份为「水晶奋进号」主持命名暨掷瓶仪式，庆祝这艘排水
量约 20,200 吨的顶级奢华探险级游艇正式加入水晶大家庭。
多位特别嘉宾包括云顶香港集团总裁区福耀先生、水晶邮轮酒店营运高级副总裁 Bernie Leypold 先
生、「水晶奋进号」 船长 Jan Rautawaara 先生和德国 MV 造船集团主席兼行政总裁 Peter Fetten
先生，偕同德国经济暨能源部长 Peter Altmaier 先生及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副州长兼经济
事务、 劳动和卫生部长 Harry Glawe 先生等近百名嘉宾一同出席这场于「水晶奋进号」直升机机坪
举行的盛大仪式，共同见证此历史时刻。
命名暨掷瓶仪式由水晶邮轮娱乐部副总裁 Keith Cox 先生担任司仪；随着德国国歌奏起，「水晶奋进
号」船员列阵在顶层甲板上，一同见证仪式展开序幕。经过嘉宾致词及德国独唱家 Carina Smerdon
Kärcher 女士的表演后，大会恭请德国梅克伦堡 - 前波美拉尼亚州州长 Manuela Schwesig 女士为
「水晶奋进号」主持命名暨掷瓶仪式。水晶邮轮同时在 Facebook 专页直播「水晶奋进号」命名暨掷
瓶仪式，邀请全球水晶大家庭成员参与此盛事。
「水晶奋进号」由德国 MV 造船集团施特拉尔松德船厂建造，目前停泊在船厂待航，为 7 月 17 日在
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母港的正式首航作好准备。「水晶奋进号」德国 MV 造船集团由德国最大的三家
造船厂合并而成。三大船厂均以精湛的造船工艺著称，自创建以来，设计、建造并装嵌了无数远洋及
河川新船包括载客邮轮、破冰船及私人游艇。
云顶香港主席兼行政总裁丹斯里林国泰先生表示：「今天是一个别具意义的日子，见证我们竖立邮轮
史上全新的里程碑。『水晶奋进号』是全球第一艘亦是唯一一艘按照极地破冰级别 PC6 标准于德国
建造的顶级奢华探险级游艇，她更完美体现出水晶邮轮的获奖设计和 MV 造船集团精湛的德国造船工
艺。为了确保船上安全达到业内最高级别标准，『水晶奋进号』的系统冗余设计，包括额外救生艇及
救生筏的总容量，为一般标准的 100%，尤其适合在极端的极地条件下航行。」

1

他续表示：「『水晶奋进号』汇聚水晶邮轮享誉全球的卓越精粹及卓越超众的技术能力，其超过 13
兆瓦的每总吨装机功率，更是傲视群『轮』。『水晶奋进号』造价每总吨 20,000 美元，为业内有史
以来所打造的最奢华亦最昂贵的探险游艇。『水晶奋进号』为奢华探险游艇的质量和设计树立多项冠
绝业内的全新标准，其中包括提供相等于每人 100 吨的个人及社交空间和 1 比 1 的员工乘客比例。
『水晶奋进号』的每晚票价更是业内最高。」
水晶邮轮酒店营运高级副总裁 Bernie Leypold 先生感谢一路同行的旅游业界伙伴和旅客对水晶邮轮
多年来的鼎力支持，以及船上和岸上水晶团队全体成员一直致力为奢华旅游鉴赏家们打造超越想象的
全方位非凡水晶体验，为建立水晶邮轮品牌付出了无数心血。
他指出：「水晶邮轮拥有全世界最出色的船员和领导团队。水晶团队为旅客打造私人专属的奢华与尊
宠，以真诚的态度和对细节的坚持，关注宾客的需求和喜好，完美契合旅客对奢华旅程的期许，彰显
水晶极致体验，让每一位宾客每次登船都感到宾至如归。」
他续表示：「水晶邮轮领航全球奢华邮轮旅游业发展逾 30 载，自创立以来，水晶邮轮团队凭借对细
节的不懈追求，备受世界权威媒体机构及业界专家称誉，其荣获的殊荣超越任何一间邮轮公司。『水
晶奋进号』的整体设计和技术参数等各个方面均十分出色，她将传承水晶品牌的奢华血统，为追求顶
级享受的宾客带来完美结合极地探索和奢华旅游的全新体验，让宾客即使置身世界最偏远之境，依然
尽享奢适，倍受尊宠。」
「水晶奋进号」 教母 - 德国梅克伦堡 - 前波美拉尼亚州州长 Manuela Schwesig 女士在主持「水晶
奋进号」命名暨掷瓶仪式时，为奢华探险游艇「水晶奋进号」、其船长及全体船员献上至诚祝福，同
时恭贺 MV 造船集团团队再创佳绩。
她说：「『水晶奋进号』的命名仪式象征着德国造船业正式重启。我非常荣幸获水晶邮轮任命为『水
晶奋进号』教母，也非常自豪梅克伦堡 - 前波美拉尼亚州和德国能够助力这艘奢华探险游艇的建设。」
她续表示：「德国的造船厂累积长达数十年的技术能量，历年来培育出不少充满创意、干劲十足和高
绩效的专业团队。尤其是 MV 造船集团，早期以建造集装箱船为主，后期专攻建造特殊用途船舶，成
功转型为建造邮轮的专家，充分显示了德国造船厂在逆境中追求卓越的顽强斗志和毅力。」
德国经济暨能源部长 Peter Altmaier 先生指出：「今天对每一位参与『水晶奋进号』建设过程的人
来说，是一个充满喜悦、尤具意义的时刻。 『水晶奋进号』充分体现德国即便处于抗疫艰难时刻，仍
决意全力守护德国造船业，让国内造船厂继续发挥超卓的造船工艺技术水平和丰富的海事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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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德国联邦政府于今年 6 月初与德国梅克伦堡 - 前波美拉尼亚州达成协议，通过德国联邦经济
稳定基金提供贷款予 MV 造船集团船厂解困。他说：「德国拥有素质一流的造船业，我们希望进一步
加强国内造船业的竞争力，以及促进更环保的造船环境。有鉴于此，德国联邦政府决定提供数亿欧元
的贷款，协助国内造船业开发创新解决方案。我在此谨祝『水晶奋进号』一帆风顺！」
德国 MV 造船集团主席兼行政总裁 Peter Fetten 先生表示：「我们身体力行证明即使身处最艰难的
困境中，MV 造船集团位于施特拉尔松德的船厂依然能够造出设计最精细、符合最高标准的船舶。」
他续表示：「『水晶奋进号』属于特殊用途船舶，具有向全世界展示德国精湛造船工艺和技术的代表
性。我也希望借此机会，感谢德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给予 MV 造船集团的承诺和支持。」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副州长兼经济事务、劳动和卫生部长 Harry Glawe 先生亦献上至诚的
祝福及赞誉。他形容：「『水晶奋进号』这一颗璀璨的宝石在今天诞生了。她以一个特别的方式为
MV 造船集团开拓了更辽阔的版图，并将『德国制造』的传奇从岸上延伸到海上，缔造了另一个里程
碑。透过《水晶奋进号》，MV 造船集团在此疫情时期传达了一个正面的讯息——即使全球造船业此
刻正处于艰难时期，但 MV 造船集团建造新船的步伐不曾停歇。」
为奢华探险游艇的质量和设计树立全新的标杆
依循 200 人载客量设计的「水晶奋进号」为业内最宽敞的奢华探险船舶。船上的每一寸设计，包括套
房及宾客的个人及社交空间均讲究乘客空间比例。「水晶奋进号」共有 100 间不同房型及设备完善的
套房供宾客选择，每间套房均为全露台套房设计，并提供私人管家服务，为宾客在结束一天疲劳的探
险行程后提供最宽敞舒适的海上居停。
从宾客登上「水晶奋进号」的那一刻起，即可感受到水晶邮轮独树一格的魅力。宾客可在设有开放式
座位的多间餐厅享受获奖无数的米其林星级餐饮体验，包括由日籍名厨松久信幸主理，提供日本及秘
鲁风味料理的水晶独家海上餐厅——海马日式料理餐厅（Umi Uma & Sushi Bar）；在环境优雅的
Prego 享用融合地中海风味的纯正北意料理; 「水晶奋进号」亦提供 24 小时套房内餐饮服务。美酒鉴
赏家可在 Vintage Room 举办私人定制餐酒搭配晚宴。「水晶奋进号」备有宽敞的社交空间，是唯
一一艘拥有娱乐场的探险游艇。双层挑高与全玻璃封闭设计的 Solarium，设有 Seahorse 泳池或
Jacuzzi 按摩池，在这里可以欣赏摄人心魄的海天一色全景。船上设有全球探险游艇中最大的海上水
疗中心，附设专属的健身中心，配备先进器材及有三间按摩室、独立的男女桑拿房和蒸汽浴室。「水
晶奋进号」另一设计亮点为业内极为少见的环形漫步甲板 Promenade Deck。为优化宾客探险体验，
船上设有增益场所、探险专用更衣室及专为探索专家团队举行信息分享、内容讲座等而设的活动空间
Expedition Lounge 以及直升机休息等候室。先进的可伸缩观景平台 The Marina，提供橡皮充气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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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划艇、浮潜等刺激欢快的活动，邀您零距离亲近蔚蓝的海洋。「水晶奋进号」更备有六人座潜水艇
及两架直升机，在精选观景区域带您发掘地球上令人敬畏的非凡美丽。
作为一家负责任的邮轮公司，水晶邮轮自创立以来不断精益求精，通过技术创新，致力于旗下船队推
动安全运营及环境保护措施，尤其即将带领宾客探索世界各大海域的「水晶奋进号」更是以此为重。
「水晶奋进号」采用全球最先进海上动态定位功能及水下声纳技术，并使用全球定位系统和电脑控制
系统，可以在不使用船锚的情况下，驱动推进器和螺旋桨固定船体自身位置，平稳的浮在珊瑚礁上，
有效减低船舶下锚对珊瑚礁造成的伤害。除了停靠在港口时会连接岸上电力，以减低船上发动机的载
荷及能源消耗，水晶邮轮亦为「水晶奋进号」配备数个先进的船舶污水处理装置及选择性催化还原系
统，以净化船舶排放的污水及废气。
冰岛、北极圈和欧洲首航之旅
全球首艘亦是唯一一艘于北极圈及北欧复航的真正奢华探险游艇「水晶奋进号」将于 2021 年 7 月
17 日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母港盛大首航，开展共计 5 个航次的 10 晚「奢华冰岛探险之旅」。「水
晶奋进号」将带领奢华旅游鉴赏家穿越北极圈，深入冰岛腹地探秘，发掘地球上令人惊叹的绝世风景。
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距离纽约市及伦敦仅 6 个小时及 3 个小时飞行时间，美国及欧洲大部分主要城市
均有多趟往返直飞冰岛的航班，对宾客来说非常方便。紧接下来，「水晶奋进号」将于 2021 年 9 月
5 日从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出发，开展前往挪威「北极光之都」特罗姆瑟的 10 晚【冰岛及挪威维京
探险之旅】，带领宾客发掘有「冰火之国」美誉的冰岛之极地自然奇观，以及欣赏挪威壮丽的峡湾风
光、沉醉于北欧两大城市的独特魅力。
###
关于云顶邮轮集团
云顶邮轮集团隶属于云顶香港有限公司，旗下拥有丽星邮轮、星梦邮轮及水晶邮轮三个各具特色的邮
轮品牌，为旅客提供现代化以至顶级奢华的邮轮假期，并将创新的邮轮体验延伸至空中。
丽星邮轮率先于 1993 年开始运营区内航线，并以发展亚太区成为国际邮轮目的地为理念。目前，丽
星邮轮继续透过旗下邮轮(「双子星号」、「宝瓶星号」、「双鱼星号」及「大班」) 引领区内现代化
邮轮市场的发展。
星梦邮轮成立于 2015 年，致力为旅客提供区内最高水平的服务及最宽敞舒适的海上居停。旗下专为
中国及亚洲市场而设的邮轮「云顶梦号」及「世界梦号」已相继于 2016 年 11 月及 2017 年 11 月启
航。星梦邮轮品牌完美融合中西元素，为旅客带来独特的海上旅游享受。「探索梦号」已于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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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启航，带领品牌向全球拓展。星梦邮轮亦已于德国展开旗下两艘「环球级」邮轮的建造工程，首
艘新邮轮将于 2022 年加入星梦邮轮船队。
世界顶级旅游品牌水晶旗下产品跨越海陆空，并以划时代的创新方式重新定义奢华旅行概念。品牌在
水晶邮轮的基础上，推出了水晶河川邮轮、水晶极地破冰级游艇、水晶航空及水晶豪华航空系列，为
全球旅行鉴赏家呈献个人化的至臻奢华旅程。
云顶邮轮集团荟萃三大品牌，为旅行者量身定制无可比拟的旅游产品系列，充分满足拥有不同文化背
景、生活方式和旅行风格的旅客需求，并以超越每一位旅客的期望为目标，致力开启邮轮旅行的全新
境界。

传媒垂询：
云顶邮轮集团
潘基乐

洪嘉玲

(852) 2378 2086
edith.poon@gentingcruiselines.com

chialing.ang@gentingcruiselin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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