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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访问
伦敦
精彩绝伦的
世界大都会

本指南旨在为您全面展现伦敦的无穷魅

力，激发您的旅游创意灵感。通过本指

南，您可以了解到有关伦敦之旅的全部

信息，获得制定炫酷行程和策划精彩活

动的灵感创意，本指南定将助您一网打

尽伦敦的无限精彩。

伦敦发展促进署是伦敦市的官方宣传推广机
构，我们致力于推广伦敦在投资、旅游、活
动组织以及教育领域的领先优势，吸引世界
各地的企业、游客、活动组织机构以及留学
生来到伦敦，并为其创造更大价值。

我们的职责是促进休闲和商务游客访问伦敦，
同时为伦敦引进大型活动。我们可以帮助希
望在伦敦建立或者拓展业务的海外投资者开
启伦敦的大门，与此同时我们还向国际学生
推广伦敦的世界级大学。

伦敦发展促进署
6th Floor, 2 More London Riverside
London SE1 2RR
电话：+44 (0) 20 7234 5800
网址：www.londonandpartners.com

旅游同业咨询——北京办公室
电话：+86 (0) 10 8518 9130 - 205
邮箱：beijing1@londonandpartners.com
微博：www.weibo.com/thisislondon
邻客音：London & Partners - Travel Trade
网址：www.london.cn/travel-trade

商务投资咨询——上海办公室
电话：+86 (0) 21 6138 1143
邮箱：shanghai1@londonandpartners.com
网址：www.londonandpartners.com/business

活动解决方案团队
电话：+44 (0) 20 7234 5833
邮箱：eventsolutions@londonandpartners.com
邻客音：London & Partners Convention Bureau
网址：www.londonandpartners.com/
           convention-bureau

未经伦敦发展促进署书面同意，本宣传册内容
不得擅自翻印。伦敦发展促进署对宣传册中可
能的错误和内容删减概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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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与现代

完美交融之都

绿色环保的伦敦

2012年，“到到网”（TripAdvisor中文官网）会员将
伦敦推选为全球最佳旅游目的地，这一殊荣是对伦
敦卓越旅游体验的高度认可。

2012年，伦敦成功地举办了奥运会和残奥会，为

全世界奉献上了一场精彩绝伦的体育赛事，这充

分证明了伦敦拥有令世界为之震撼的强大实力。

奥运之后，伦敦的激情与活力更是日益高涨。

得益于大量投资的支持，伦敦正在建造更加优越

而环保的交通枢纽，遍布全市的住宿接待设施更

为充沛，升级改造后的城区新建了更多景点、活

动场所和餐厅。

除此之外，伦敦还拥有无与伦比的历史文化遗产。

游客可以探寻历史遗迹，感受2,000年的人类生

活变迁，参观皇家宫殿和公园、世界级的博物馆

与美术馆，多数设施均免费向游客开放。

这座传统与现代完美结合的城市为游客呈现古典

与潮流的菁华，悠久的历史遗迹与传统文化同全

球最顶级的新型建筑和旅游景区彼此交融，且多

数设施可为商务会议或私人聚会提供场地出租服

务。

伦敦是世界美食佳肴的荟萃地，拥有8,000多家

各式餐厅可供游客选择。部分餐厅独具绝佳的地

理位置，使游客在享用美食的同时饱览伦敦的各大

地标性景点。在泰晤士河的游船上或西欧最高建

筑碎片大厦内用餐，均是观赏美景的理想选择。

伦敦拥有不同类型的旅游景点、不同档次的住宿

和丰富多彩的各类活动，可以满足不同消费水平

游客的需求。伦敦可提供其他城市难以比肩的高

性价比旅游体验。伦敦位于欧洲廉价航线网络的

核心区域，五座国际机场可与300多个国际旅游

目的地相连。

伦敦的城市交通十分便捷。游客既可以选择乘坐

四通八达的地铁线路，也可以选择伦敦标志性的

红色巴士或黑色出租车。此外，游客还可以选乘

火车和游船，或租用由巴克莱银行自行车出租计

划为您提供的8,000多辆自行车，而漫步于伦敦

数不胜数的绿地与步行街间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由于众多旅游景点免费开放（包括大英博物馆和

白金汉宫卫兵换岗仪式等），因此无论预算是多

是少，安排一次难忘的伦敦之旅绝非难事。住宿

选择同样丰富，从五星级到经济型酒店应有尽有，

伦敦旅游业界还会为旅游团体提供特别折扣和优

惠服务。

伦敦发展促进署可以帮助您获得所有相关信息。

通过内容丰富的网站、广泛发放的宣传单和专业

化的工作团队，我们将协助您制定最佳旅游路线

和最棒的活动方案，全力确保您的旅游团在伦敦

获得回味无穷的旅游体验。

伦敦正在努力建设成为世界上最绿色环保的城

市，并致力于环保旅行理念的推广和实施。伦

敦规划了远大的循环经济目标，设立了城市拥

堵收费区，制定了高效的节能战略，所有这些

措施都将保证游客的伦敦之旅是绿色环保的，

不会对大气造成任何危害。

伦敦可为游客提供：

众多环保活动场所，例如：斥资3,000

万英镑，由西门子公司设计建造的可持

续城市项目“水晶”(The Crystal)，以

及70多处可满足严格绿色环保目标的活

动场地。

绿色交通设施，包括：无碳出租车、电

动汽车、水上交通以及遍布全市的巴克

莱银行自行车出租计划等。

绿色志愿者：大力提倡广大游客在伦敦

旅游期间，通过"时间银行"(Timebank)

和"英国时间银行"(Timebanking UK)

等社区志愿者项目为当地社区的环保做

出自己的贡献。

1.EDF能源伦敦眼 
   EDF Energy 
   London Eye

2.诺丁山狂欢节 
   Notting Hill Carnival 

3.白金汉宫卫兵换岗仪式 
   Changing the 
   Guard ceremony 

4.大本钟 
   Big Ben clocktower 

5.小黄瓜大厦 
   The Gherkin 
   30 St Mary Axe 

6.阿联酋航空城市缆车 
   Emirates Air Line 
   cable c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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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发展促进署
能为您提供的帮助
伦敦发展促进署是伦敦市的官方宣传推广机构，我们致力于推广伦敦在投资、旅
游、活动组织以及教育领域的领先优势，吸引世界各地的企业、游客、活动组织
机构以及留学生来到伦敦，并为其创造更大价值。无论是享受伦敦激情之旅，还
是举办各类活动，我们的旅游同业及会议局团队都将助您一臂之力！
伦敦发展促进署由遍布伦敦各地的1,200多家合作伙伴组成，可为您提供各种休
闲和商务旅行以及举办会奖活动的相关服务。

我们能为旅游业界同行

提供的帮助

伦敦目的地营销

我们通过与旅游业界的合作，促进世界各地
来伦敦的散客旅行和团体旅游发展。

伦敦发展促进署为世界各地的旅游代理商、
批发商、团体旅游组织机构和地接社免费提

供公正的建议及信息。

不论是散客还是团体，我们的旅游同业团队
都能为您提供积极的建议和信息，帮您规划
伦敦之行。

中国代表处

伦敦发展促进署在北京设有代表处，直接为
中国大陆的旅游同行提供服务。

联系我们：
电话：+86 (0) 10 8518 9130 - 205
邮箱：beijing1@londonandpartners.com

关注我们：
微博：www.weibo.com/thisislondon
邻客音：London & Partners - Travel Trade

www.london.cn/travel-trade
伦敦发展促进署的旅游同业中文网页为访问
者提供伦敦住宿、景点、餐厅和相关服务的
数据库，极富指导作用的行程安排和实用的
建议与小贴士，可支持搜索功能。

订阅新闻月刊

我们的旅游同业电子新闻提供规划伦敦之旅所需
的各类信息，内容包括：
    新鲜出炉
    活动看板
    伦敦资讯
订阅电子新闻，请发送邮件至：
trade@londonandpartners.com

伦敦旅游指南

旅游同业业内人士可以获得数量有限的伦敦指南
印刷版，如伦敦市区地图，伦敦旅行规划月刊。
请登陆www.london.cn/travel-trade，并在线填
写预定单，订阅相关指南印刷版。
您还可以登陆www.london.cn/travel-trade 和
www.visitlondon.com/maps网站在线下载上述
资料。

莫里斯旅游出版社(Morris Visitor Publications)
每年出版两次《伦敦旅行指南》以及中文版的
《伦敦地图》和《Where London》，旅行社
和旅游业内人士可联系Rob Way为客户索取。
邮箱：rob.way@morriseurope.com
电话：+44 (0) 20 7611 7893

欢迎展会面洽

伦敦发展促进署将参加下列旅游专业展会：

国际展

英国旅游同业赴华洽谈会
2013年11月18日至21日
中国成都

英国及爱尔兰目的地推广会(APMEA)
2014年5月12日至15日
马来西亚吉隆坡

亚洲国际豪华旅游博览会
2014年6月2-5日
中国上海

英国旅游同业赴华洽谈会
2014年11月

伦敦三月营销会/特邀买家营销会
（March Market Place/Hosted Buyers   
Marketplace, London）
2014年3月17-18日

世界旅游博览会（World Travel Market）
伦敦ExCeL会议展览中心
2014年11月

* 2015年参展日期待定

英国展

成为合作伙伴

伦敦发展促进署的团队有着丰富经验，将协
助合作伙伴合理定位其公司业务，充分利用
伦敦旅游经济的优势，确保合作伙伴获取最
大利益。赶快联系我们，看看伦敦发展促进
署能为您带来什么利益。更多信息，请咨询
商务合作团队：
电话：+44 (0) 20 7234 5897
传真：+44 (0) 20 7234 5750
邮箱：partnersales@londonandpartners.com
网址：www.londonandpartners.com/partners

实用信息

旅游咨询
如需查询位于伦敦市中心及外伦敦的旅游问询
中心详细地址，请登陆： 
www.visitlondon.com/welcome
如需查询与规划伦敦之旅相关的任何信息，如
出游、签证、货币等，请登陆：
www.visitlondon.com/traveller-information

签证
如果您既不是英国公民，也不是欧洲经济区
（EEA）国家公民，那么您在前往英国之前可
能需要预先申请签证。签证要求及申请步骤，
请登陆：www.ukba.homeoffice.gov.uk

无障碍设施
您可通过DisabledGo网站帮助聋哑或行动不
便的残疾旅游者查找提供无障碍设施的旅游景
点和住宿接待信息。如需出行地图、实用信息、
链接或其他资源，请登陆：
www.visitlondon.com/access

网站
www.london.cn/visit
服务旅游消费者的中文网站，内容包括详细的
伦敦景点，住宿，餐饮，商店和娱乐信息，以
及节庆活动名录和出行线路规划建议以及伦敦
旅游信息。

www.london.cn/travel-trade
面向旅游同业的中文网站，提供新闻，出行路
线和实用信息。

www.londonandpartners.com/
convention-bureau
针对活动策划组织机构的网站，提供有关伦敦
会议设施以及与其最新发展相关的详细信息，
同时还包括线上活动场地搜索功能。

www.london.cn/study
本网站主要服务于赴伦敦求学的学生。

www.londonandpartners.com
通过我们的企业网站，您可以对我们机构本身
以及提供的服务有更多的了解。

www.londonandpartners.com/media
我们的媒体网站提供最新的新闻稿和相关数据

www.londonandpartners.com/partners
我们的合作伙伴网站提供伦敦旅游业界的最新
消息，实用的报道和相关旅游数据。

伦敦图片
我们提供大量免版税伦敦图片，可供旅游业界
和活动组织机构在制作推广伦敦的出版物、宣
传册和传单时使用。
登陆网站www.londononview.com 注册，即
可在线浏览伦敦图片库，下载所需图片。您也
可以与我们的旅游同业服务和活动解决方案团
队直接联系，索取图片。

。

伦敦发展促进署是伦敦市官方会议局的所在地。

我们为客户及活动组织者提供整体活动解决方案
服务，包括为在伦敦举办的各类会议、活动、展
览、奖励旅游和各类发布会提供免费且公正的规
划建议。

此外，我们还可为在伦敦举办活动提供一系列服
务，如寻找及筛选活动场地，场地实地考察，申
办旅行卡，申请退税和开展营销及宣传活动等。

我们的活动策划团队能协助您发掘伦敦的无限潜
力，为您提供完美的活动解决方案。

活动解决方案团队

联系我们：
电话：+44 (0) 20 7234 5833
传真：+44 (0) 20 7234 5752
邮箱：eventsolutions@londonandpartners.com

关注我们：
邻客音：London & Partners 
Convention Bureau

www.londonandpartners.com/
convention-bureau
伦敦会议局官方网站为活动策划机构提供了一
套包含各式场地、活动服务清单、行程安排、
新闻及相关信息的搜索工具。

电子新闻邮件

电子新闻邮件中包含最新行业资讯以及我们所开
展活动的详细信息。如需订阅电子新闻邮件，请
登陆下面网站进行注册。
www.londonandpartners.com/
convention-bureau

活动解决方案团队

我们的解决方案团队将协助您以独一无二的方式
在伦敦举办活动。我们可以为您联系场地、办理
许可、组织现场考察、寻找本地供应商以及提供
设备设施可持续利用选项等。

我们为您提供一站式服务，帮助您联系和协调举
办活动所涉及的相关各方，以尽可能减轻您举办
活动的压力。

我们可以就活动策划或递交投标文件提供全面协
助，包括：

我们能为活动策划机构

提供的帮助

伦敦官方会议局

就场地、住宿、专业会议组织机构和目
的地管理公司等事项提供免费的、客观
的建议。
协助处理需求方案说明书。
协助开展现场考察和场地筛选。
根据英国和伦敦主要民间和官方数据为
您提供书面的投标支持材料。
准备投标文件及最终陈述，如果需要，
还可代为参加投标。
提供提高活动出席率的前期宣传，包括
DVD和宣传资料的制作等。
为参加活动的代表提供旅游信息。
定制项目合作伙伴计划。
为50人以上团体申请牡蛎卡（实时支付
的旅行卡）。我们可以将旅行卡在活动
开始前即发送给代表团，如需更多信息
请联系我们。

大型活动团队

如果您打算在伦敦举办一场大型的体育、文
化或娱乐活动，我们的大型活动团队将一路
相助，从最开始的可行性建议，一直到活动
的成功举行以及活动的后续评估。

该团队与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紧密合作，确
保活动成功举行。
电话：+44 (0) 20 7234 5854
邮箱：majorevents@londonandpartners.com
www.londonandpartners.com/majorevents
www.visitlondon.com/events

伦敦活动指南

伦敦活动指南可从以下网址获取：
www.londonandpartners.com/
convention-bureau
www.visitlondon.com/maps

您也可以在线下载宣传册或发送请求到以
下邮箱：
eventsolutions@londonandpartners.com

欢迎展会面洽

我们定期参加在英国、欧洲、北美和新兴
市场如澳大利亚、中国、俄国、南美洲举
办的重要专业旅游展会。

巴塞罗那欧洲会奖旅游展（EIBTM Barcelona）
2013年11月
法兰克福国际会奖旅游展（IMEX Frankfurt）
2014年5月
奥兰多美国会奖旅游展（待定）
2014年6月10-12日
英国会议展（The Meetings Show UK）
2014年7月8-10日
美国拉斯维加斯国际会奖旅游展
（IMEX America Las Vegas）
2014年10月
巴塞罗那欧洲会奖旅游展(EIBTM)
2014年11月

* 2015年参展日期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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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旅游线路

为旅游同行提供的
散客和团队旅游线路

初访伦敦印象之旅

首次来伦敦旅行的游客一定会对丰富多彩的伦
敦感到无比兴奋，按照以下行程建议即可保证
客人在三天时间内能观赏到伦敦最佳景致。

第 一 天

上午：登上EDF能源伦敦眼（EDF Energy 
London Eye），从135米高处鸟瞰伦敦全景，
游程30分钟；然后进行一次大巴观光之旅
（Big Bus Sightseeing Tour），两小时内游
遍大本钟和白金汉宫等所有主要标志性景点，
大巴上配有专业讲解，并且可以在规定停靠点
随时上下车。

午餐：参观巴特勒码头饭馆（Butler’s Wharf 
Chop House），一边享用传统英式美食，一
边欣赏河畔美景。

下午：参观伦敦塔（Tower of London）内的
皇冠展；参观塔桥历史展（Tower Bridge 
Exhibition），观赏泰晤士河美景。

晚上：体验伦敦剧院精彩纷呈的各类演出。可
以在皇家歌剧院（Royal Opera House）听歌
剧、看芭蕾舞，或者看一场音乐剧，比如《跳
出我天地》和《妈妈咪呀！》等，还可以在萨
德勒威尔斯剧院（Sadler’s Wells）欣赏现代
舞蹈。

第 二 天

上午：游览科芬园（Covent Garden）地区，
到精品店购物，体验由街头艺人和街头剧院为
您呈现的特殊氛围。  

午餐：在伦敦芭图游船公司（Bateaux London）
的豪华游船上享用午餐，并一路欣赏泰晤士河
两岸美景。

下午：到泰晤士河南岸，参观泰特现代美术馆
（Tate Modern），游览重建的环球剧场
（Globe Theatre），感受剧院的恢弘气势，
体验威廉莎士比亚时代戏剧的表演方式。

晚上：在ME伦敦酒店（ME London Hotel）
的屋顶酒吧观赏夕阳西下时的伦敦美景，然后
在霍克斯莫尔会馆（Hawksmoor Guildhall）
享用伦敦最好的牛排大餐。

皇家历史探秘之旅

游览伦敦的皇家景点，包括伦敦塔的“皇冠展”
和白金汉宫（Buckingham Palace）的“女王
艺术收藏展”等：

参观白金汉宫（Buckingham Palace）和
皇家马厩（Royal Mews）。英女王官邸豪
华宏伟的国家大厅在夏季对游客开放，三月
至十月份期间，可以游览皇家马厩，有机会
一睹金色皇家马车和彪悍皇家马匹的风采。

游览邱宫（Kew Palace）和以巨大精美的
玻璃温室而著称的皇家植物园邱园（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漫步柯斯特拉
特高架观景大道，以全新的视角观察大自然
的奇观。

下一站前往汉普顿皇宫（Hampton Court 
Palace），这里曾是亨利八世和其第二任妻
子安妮·博林的官邸，在这里游客可以领略
英式树篱迷宫的魔力，探秘都铎王朝昔日奢
靡的王室生活。

参观肯辛顿宫（Kensington Palace）的
“时装变迁展览”，重温皇室时装的发展历
史。该展览展示了英国女王以及皇室成员在
过去几十年里曾引领的时尚风范。

参观著名的皇家艺术院（Royal Academy），
体验豪华与艺术完美结合的绝妙旅程。随后
到福南梅森百货（Fortnum & Mason）享
用传统英式下午茶，该百货公司是英国女王
的御用食品公司。一定要留出时间逛一逛皇
家艺术院的礼品店和福南梅森百货的美食
厅。

游览邦德大街（Bond Street），这里有许
多世界最高档的奢侈品品牌，包括香奈儿、
路易威登、芬迪等。

前往伦敦韦斯特菲尔德购物中心
（Westfield London）的品牌村购物，在
那里可以买到巴宝莉、古琦和周仰杰等品牌
产品。

在EDF能源伦敦眼的私人包厢中啜品香槟。

在Le Pont de La Tour餐厅品味法式佳肴，
同时欣赏泰晤士河上悠然驶过的船只。

根据预约服务，在哈罗兹百货公司
（Harrods）享受无与伦比的私人购物体验。

欣赏歌剧之前，到五星级的奥德维奇一号酒
店（One Aldwych）喝上一杯。

在皇家歌剧院（Royal Opera House）品味
高雅文化演出的魅力。

前往梅费尔温泉浴场（May Fair Spa），如
开士米羊绒和丝绸般触感的水疗服务为您带
来舒缓静谧的一刻。

到伦敦最大的两家购物中心——伦敦韦斯特
菲尔德（Westfield London）和斯特拉特
福德城韦斯特菲尔德（Westfield Stratford 
City）购物，这里囊括了几乎所有最奢华的
专卖店品牌，逛累了还可以到购物中心的美
食区补充精力。

无论您偏爱什么风格，伦敦西区（West 
End）的购物街都能以最好的商铺一一满足
您的需求。牛津街（Oxford Street）是许
多零售商旗舰店的所在地，包括约翰·路易
斯百货公司（John Lewis）、塞尔福里奇
百货公司（Selfridges）和利伯提百货公司
（Liberty）；邦德街（Bond Street）和摄
政街（Regent Street）则有许多奢侈品牌。
同时也别忘了主购物区附近的卡尔纳比街和
圣马丁斯庭院，这里的店铺经营前卫新潮的
居家用品以及顶级小吃。

游览皮卡迪利大街（Piccadilly），可以在
这里逛逛传统的成衣店铺，或是品尝福南梅
森百货公司（Fortnum & Mason’s）的美
食。

游览卡纳贝街（Carnaby Street）、七曲胡
同(Seven Dials)和巴域街（Berwick 
Street），这里有许多精品品牌、独立唱片
行、餐厅、咖啡厅等，非常适合度过悠闲惬
意的时光。到了晚上，可以去附近的唐人街
(China Town)，尝尝薄煎饼卷酥脆烤鸭的
美妙滋味。

逛逛老斯皮塔佛德集市（Old Spitalfields 
market），这里的商品品类繁多，琳琅满
目，从史密斯茶庄（Teasmith）的茗茶，
到米莎•巴顿（Mischa’s Place）的复古精
品，应有尽有。

在伦敦，可以很容易找到福尔摩斯博物馆
（Sherlock Holmes Museum），博物馆
位于贝克大街，是一座被列为英国二级保
护类别的老宅，馆内的布置摆设都是根据
福尔摩斯小说中提及的情节来安排的，包
括人物蜡像、身着维多利亚时代仆人服装
的女工作人员以及出售福尔摩斯纪念品的
礼品商店。

探访瑞普利信不信由你奇趣博物馆
（Ripley’s Believe It or Not）也是一个不
错的选择！该博物馆位于伦敦西区，陈列
有700多件人工仿制工艺品，包括一个实物
大小的、编织精细的法拉利模型，一台8英
尺高的变形金刚，镜子迷宫以及不可思议
的激光迷宫等。

在位于东伦敦的杰弗瑞博物馆（Geffrye 
Museum）您可以看到过去几百年里英国
中产阶级家庭的内部装修风格的变迁。试
想，在具有古典装饰特色的房间里享受圣
诞大餐，肯定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

您还可以抽出一些时间到伦敦最古老的的
酒馆之一 ——乔治酒馆（The George）
品尝一些特色点心再小酌一杯。乔治酒馆
是伦敦唯一一家保留长廊的客栈式酒馆，
起源于1542年，现归国家信托基金会
（National Trust）所有。莎士比亚曾住在
附近，所以很有可能当年的他同您现在一
样，曾坐在这里豪饮麦芽酒呢。

第 三 天

上午：参观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
这里展示有埃尔金大理石、埃及石棺和罗塞塔
石碑等世界级的历史文物和收藏精品。一定要
逛一逛礼品店，购买独一无二的纪念品。  

下午：逛一逛开姆顿市场（Camden Market），
体验时尚、艺术、工艺以及无以伦比的氛围。

晚上：在位于圣凯瑟琳码头的传统伦敦酒吧—
—狄更斯酒家（the Dickens Inn）用餐，感受
典型的英式酒吧和餐饮文化。

奢华伦敦尊享之旅

从豪华酒店、品牌购物，到高档餐厅，想要彻
底放松，享受一次奢华之旅吗？伦敦有您想要
的一切：

血拼伦敦购物之旅

伦敦可谓是购物者的天堂。想用购物疗法来调
节情绪和精神状态？尝试一下下列建议吧：

伦敦瑰宝发现之旅

无论是初来者还是再访客，伦敦永远是一个令
人惊艳的城市。如果您认为自己已经来过伦敦
太多次了，不要担心，下面这些“隐藏的宝
石”依然会为您带来惊喜：

1.EDF能源伦敦眼景观 
   View from EDF Energy London Eye EDF

2.白金汉宫大门
   Buckingham Palace gates

3.香槟特写镜头 
   Champagne close up (LV caption)

4.摄政街
   Regent Street 

5.福尔摩斯博物馆
   The Sherlock Holmes Museum 

通过我们定制的旅游路线，您可以领略伦敦的最佳魅力。首次来
伦敦旅行的游客可以用三天时间游览伦敦的精华景点，而那些已
经对伦敦很熟悉的游客，每次到访也总能发现新的惊喜。我们也
为商务活动推荐特色行程，包括住宿、会议场所以及诸多精彩活
动，帮助您尽享伦敦的无穷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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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惊喜的伦敦

关于住宿，全伦敦有许多高档酒店供选择，包
括位于斯特拉特福德城奥林匹克公园附近的假
日酒店（Holiday Inn）和位于英国议会大厦附
近的威斯敏斯特洲际酒店（InterContinental 
Westminster），还可以选择新落成的、位于
碎片大厦内的香格里拉酒店（Shangri-La 
Hotel）和莫瑟尔大街雷迪森爱德华酒店
（Radisson Blu Edwardian Mercer Street）。

可以在“水晶城”（The Crystal）举办会议，
“水晶城”由西门子公司凭借其城市可持续发展的
创新理念而创建，通过诸多互动展示手段诠释
城市生活的奥秘。您还可以选择“马戏广场”
（Circus Space），体验马戏团生活的乐趣。
交通方式可选择包租泰晤士河快艇（Thames 
Clipper）往返各场地，欣赏沿途风光时再喝上
一杯香槟，尽情享受其中的惬意滋味。伦敦奥
林匹亚展览中心（Olympia London）虽是一
座老会展中心，但是这里有众多大小不一、可
灵活变化空间的活动场地可供选择，将给您带
来不断的惊喜。

预定蒙特卡姆大理石拱门酒店（The Montcalm 
Marble Arch）的宴会厅或者选择新近改造的
烟草码头（Tobacco Docks）举办晚宴，也可
以在伦敦海洋生物水族馆（SEA LIFE London 
Aquarium）举办活动，享受鱼儿在身边畅游的
另类体验，或是预定伦敦塔(Tower of London)
的大棚广场，举办炫酷的夏日或冬日派对。如
果您想在伦敦最高档的街区举办一场豪华晚
宴，我们向您推荐梅费尔马厩餐厅（Mews of 
Mayfair）。

想拥有抵御黑魔法的超凡能力吗？带着您的团
队体验一下华纳伦敦影城——哈利•波特之旅
（The Warner Bros Studio — The Making of 
Harry Potter），带他们到西咖隆法式餐厅
（Cigalon）参加一场激烈的法式滚球赛；或者
到阿什道恩公园（Ashdown Park）体验一把
训鹰术或是到惠灵汉姆俱乐部（The 
Hurlingham Club）玩玩槌球戏。作为奥运场
馆之一的利谷白水水上中心（Lee Valley 
White Water Centre）将带您尽情体验水上欢
乐；您还可以组织团队参加使用GPS定位的
“鸿雁行动”（Hunt the Goose）寻宝游戏。
对于文化爱好者，参加由伦敦剧院协会
（Society of London Theatre）组织的剧院幕
后探秘之旅，可以从另一个侧面了解伦敦著名
剧院的更多故事。

新旧交融的伦敦                       

本线路介绍传统和现代伦敦的亮点景点，体现新
旧伦敦的完美融合。

选择在新开业的伦敦ME酒店（ME London）、
皇室咖啡酒店（Café Royal）或伦敦紫檀酒店
（Rosewood London）住宿，享受悠闲假期。

一些尖端会议场所定会给您留下深刻的印象，如
整洁便利的金融城营销会议室（City Marketing 
Suite）、学术气氛浓郁的参议院会议厅
（Senate House）、英国医师协会会所（BMA 
House）等等。

到碎片大厦的阿瓜餐厅一边品味丰盛的菜肴，一
边欣赏伦敦美景；或者到令人惊叹的重建后的卡
蒂萨克号（Cutty Sark）运茶快船上远眺格林威
治。到伊丽莎白女王奥林匹克公园（Queen 
Elizabeth Olympic Park）的铜箱馆（Copper 
Box）或水上运动中心（Aquatics Centre，
2014年4月开业）游览丰富的奥运遗产景点也是
不错的选择。

在导游的带领下，鉴赏伦敦各式建筑，与新伦敦
建筑中心（New London Architecture）的城市
规划专家们共同考察纽汉区、国王十字区和南岸
等重建区域，或者探索整个伦敦金融城的新建筑
和会馆等。

为活动组织机构提供的
会展奖励旅游及大型活动行程建议

云端之上的伦敦

以俯瞰伦敦为主题的旅游线路

伦敦市中心可以鸟瞰伦敦景观的地点包括：
新开业的碎片大厦香格里拉大酒店（Hotel 
Shangri-La at the Shard）的客房；ME伦敦
酒店（ME London）顶层酒吧；在公园路45号
（45 Park Lane ）套房，可观赏到整个海德公
园；梅费尔酒店新建的顶层公寓。

可举办会议的场馆包括：美人鱼酒店水上会议
室（River Rooms at Mermaid）、国曼高塔
酒店（Tower Hotel）和滨河公园广场酒店
（Park Plaza Riverbank）；位于新建成的亚
热带风情馆——芬乔奇20号空中花园（Sky 
Garden 20 Fenchurch），该花园被誉为“步
话机”，将于2014年3月开业。

可以在总统号皇家海军舰艇（HMS President）
上举行烧烤晚会，或者在空中阁楼餐厅
（Skyloft by Altitude London）用餐，360度
鸟瞰伦敦全景。您可以预定希尔顿逸林酒店的
天空酒廊（Skylounge）、国家剧院露台餐厅
（The Deck at the National Theatre）、伦敦
中心大厦（Centre Point）顶层的百乐门俱乐
部（Paramount Club）、金融城的42号塔
（Tower 42），或者在至尊天鹅餐厅（Swan 
at the Globe）观赏河畔风景。

想看得更远？可以乘坐伦敦观景直升机
（London Helicopter）；在O2 体育馆（The 
O2 ）顶层漫步；乘坐阿联酋航空城市缆车
（Emirates Air Line）体验空中之旅；在安塞
乐米塔尔轨道塔（ArcelorMittal Orbit）
（2014年4月可用作活动场馆）上将伊丽莎白
女王公园（Queen Elizabeth Park）尽收眼
底；或租赁自行车，亲近自然，与绿色伦敦亲
密接触。

价廉物美的伦敦

您可以以低廉的成本在伦敦举行任何活动，尽管
放心，我们的行程安排丰富多彩，但与此同时还
会为您的钱包精打细算。

您可以选择在全市分布广泛（包括市中心位置的
黑衣修士桥区）的诺富特酒店（Novotel）或宜
必思酒店（Ibis）下榻，也可以选择一家
Travelodge旅馆，享受廉价而舒适的住宿。

这里还有一些价格公道的会馆可用于举办活动，
例如伦敦工商业联合会（London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贝登·鲍威尔宅邸
（Baden Powell House）、尹玛莎特会馆
（Inmarsat）和MIC酒店及会议中心（MIC 
Hotel and Conference Centre）等。

您可以到伦敦最古老的酒馆——舰队街老柴郡乳
酪酒馆（Ye Olde Cheshire Cheese）品尝地道
的英式美食，或到以好莱坞影星和歌星为主题的
好莱坞星球餐厅（Planet Hollywood）或硬石摇
滚餐厅（Hard Rock Café）品味佳肴。此外，在
圣马丁田的地窖咖啡厅（Café in the Crypt）餐
厅还可以欣赏到现场爵士舞表演，到科芬园火石
餐厅（Fire & Stone Covent Garden）还能吃到
全伦敦最美味的比萨饼。

可以在伦敦幽静的公园内漫步，如切尔西药用植
物园（Chelsea Physic Garden），到伦敦沼泽
生态中心（London Wetland Centre）观赏奇珍
鸟类，在莫顿修道院水力磨坊（Merton Abbey 
Water Mill）亲手制作属于自己的陶器，或者前
往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Royal Observatory 
Greenwich）观看世界计算经度的起点线——
本初子午线。

1.水晶城——西门子公司发起的可持续发展城市展示中心 
   The Crystal – A Sustainable Cities Initiative by Siemens

2.伦敦塔
   Tower of London

3.卡蒂萨克号 
   Cutty Sark

4.舰队街上的老柴郡乳酪酒馆
   Ye Old Cheshire Cheese, Fleet Street 

5.安赛乐米塔尔轨道塔
   ArcelorMittal Orbit tower 

 右侧图：碎片大厦
 Right: The Shard

历史悠久的伦敦

本线路将带您尽情领略伦敦无与伦比的历史遗
产。

可以选择下榻伦敦最古老优雅的公园路喜来登酒
店（Park Lane Sheraton）、格罗夫纳万豪酒
店（Grosvenor House A JW Marriott Hotel）
或圣埃尔斯酒店（St Ermin’s Hotel）。

在标志性文化圣地巴比肯（Barbican）、大英
图书馆（British Library）、伦敦市政厅
（Guildhall）举办各类活动。

可以在伦敦塔（Tower of London）、议会大厦
（The Houses of Parliament）的水上餐厅、
宴会厅（Banqueting House）、或汉普顿皇宫
（Hampton Court Palace）享受格调晚餐，也
可以在中殿律师学院草坪（Middle Temple 
Lawn）上租用户外大篷，举办宴会和活动；或
者搭乘英国普尔曼号列车（British Pullman）
——威尼斯辛普朗东方快车的姊妹公司，享受蒸
汽时代的穿越之旅。

为了给您的伦敦之旅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您可
以在萨沃伊酒店（Savoy Hotel）享受惬意的一
晚住宿，或到哈罗兹百货（Harrods）品尝美酒
佳肴。到海德公园（Hyde Park）体验激动人心
的骑马运动，或在利伯提百货（Liberty）享受
轻松的下午茶时光；您甚至还可以到科芬园内的
插花学院（Academy of Flowers）上一节插花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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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
精彩伦敦
伦敦遍布着历史遗迹和景区景点，处处充满着刺激与惊喜。我们
的《指南》汇集了伦敦所有最值得一去的地方。

想了解《指南》中所有场地和服务信息，以及我们的合作伙伴信息，
都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
休闲场地和服务  www.london.cn/travel-trade
会议和活动 www.londonandpartners.com/convention-bureau
南岸公园
The South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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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建议
无论您是想找一个设施现代且兼具丰富历史人文背景
的五星级酒店，还是想在市中心寻找实惠的经济型酒
店，抑或是想要价格合理、更加贴心的家庭式旅馆，
伦敦都可以既为您的钱包精打细算又让您住得舒服自
在。此外，伦敦还可提供一系列灵活多样的会议室。

详细住宿目录，请登陆网站。
www.london.cn/travel-trade
www.londonandpartners.com/
convention-bureau

值得信赖的国际品牌
许多知名的连锁酒店品牌如雷迪森爱德华酒店集

团、希尔顿酒店集团以及洲际酒店集团都在伦敦

创建了他们的旗舰店。这些酒店将典雅与现代巧

妙融合，以其独特的英伦风格带给您舒适的如家

体验。

如果预算有限
您可以选择以下性价比较高的住宿场所：

旅馆（Travelodge）

宜必思酒店（Ibis Hotels ）

伦敦提供大学住宿服务的学校：
  伦敦经济学院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帝国理工学院
  Imperial College
  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和国王学院
  Queen Mary and King’s College London 

独立床位和早餐

Clink、Generator和Smart等连锁旅馆集团

酒店名录
以下酒店均可对外提供会议和活动场地，其中

多数为四五星级酒店。

布朗酒店
Brown’s Hotel
位于伦敦高级住宅区的五星级布朗酒店将带您

享受英国精致的贵族式生活。这里距离邦德街

和摄政街等主要购物街都仅几步之遥。去往各

大剧院、美术馆和所有的市中心地标性建筑都

非常方便快捷。可使用中国银联卡。

电话：+44（0）20 7493 6020

邮箱：sdarley@roccofortehotels.com

reservations.browns@roccofortehotels.com

网址：www.brownshotel.com

伦敦克伦西亚酒店
Corinthia Hotel London
伦敦克伦西亚酒店是一家顶级的豪华大酒店。

它位于特拉法加广场和泰晤士河之间。酒店有

伦敦最大的水疗中心，整个酒店内都有会说汉

语的工作人员。可使用中国银联卡。

电话：+44（0）20 7930 8181

邮箱：ivy.jenkins@corinthia.com

          london@corinthia.com

网址：www.corinthia.com

地标性位置
伦敦拥有许多历史悠久、声名赫赫的大酒店。不

过能够始终保持最先进的设施，给人历久弥新的

感觉，还要归功于它们经常进行的翻新工作。著

名的克莱瑞芝酒店（Claridge’s）、 萨沃伊饭店

（The Savoy）、格罗夫纳酒店（Grosvenor 

House）或者是多切斯特酒店（Dorchester）

都曾有名人驻留过，游客们可追随他们的脚步，

任选一处作下榻之地。最近，伦敦大都市希尔顿

酒店（Hilton London Metropole）耗资600万

英镑进行了翻新，除了让酒店的入口和大堂耳目

一新外，还新增了两个休息厅。莱斯特广场的喜

来登W伦敦酒店（W London）和伦敦ME酒店

（ME London）近日也在伦敦闪亮登场，前者

是当今名流喜欢常去的地方，而后者则荣登

2013康德纳斯旅行者的热门名单。皇家咖啡酒

店（Café Royal）则是在伦敦黄金地段新开的一

家酒店，如果您追求卓越的地理位置，何不尝试

一下？极尽奢华的伦敦瑰丽酒店（Rosewood 

London）也于2013年年底开业。如果您还想住

得更高一点，那就选择西欧最高楼——碎片大

厦内的香格里拉大酒店，这家西欧最高的酒店

2014年初开始营业。

对页图：雷迪森爱德华汉普郡酒店
             Radisson Blu Edwardian Hampshire 

1.希尔顿逸林酒店
   Courthouse Doubletreeby Hilton

2.克莱瑞芝酒店

   Claridge’s

活动服务专家
伦敦的酒店有着举办各种活动和会议的丰富经

验  。同时由于酒店风格不一，类型齐全，您

总能以最佳的价格找到最合适的活动场地。

在伦敦，住宿可以有多种选择。游客可以选择著

名的世界连锁酒店，也可以选择提供温馨早餐的

家庭旅馆，您在体验现代舒适感的同时，还可以

感受到浓郁的历史文化气息。因此，您完全可以

按照客户要求提供令其满意的住宿服务。

此外，伦敦的思考公寓酒店（Think Apartments）

白马公寓酒店（Cheval Residences）和马林公

寓酒店(Marlin Apartments)等服务公寓以其优

质的服务让客人拥有宾至如归的奢华体验。glh

酒店（前国丰酒店）、公园广场酒店（Park 

Plaza）、千禧酒店（Millenium）以及伦敦兰喀

斯特酒店（Lancaster London）等四星级或五

星级连锁酒店的分店遍布伦敦，位置优越，是商

务旅行和休闲度假的理想下榻之地。或者，可以

选择宜必思酒店（Ibis Hotels ）和斯特兰德宫

廷酒店（Strand Palace Hotel）等中档酒店住宿

其物有所值的舒适住宿体验值得推荐。

如果您受预算限制，那也不必担心，伦敦的旅店

以及大学的宿舍都能提供价格公道的住宿服务。

除此之外，伦敦还有许多专门提供家庭住宿和短

期租房的住宿服务机构。

伦敦的酒店设施和服务为您提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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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罗夫纳JW万豪酒店

Grosvenor House, A JW Marriott Hotel
五星级格罗夫纳JW 万豪酒店位于公园巷，是

一家具有现代风格的传统英式豪华酒店，可提

供各种专业化的中式服务，包括中式早餐、汉

语服务，还能看中文频道。

电话：+44（0）20 74996363

邮箱：lorna.oneill@marriotthotels.com

globalsalesofficelondon.groups@marriott.com

网址：www.marriott.co.uk

希尔顿酒店

Hilton Hotels
希尔顿集团在英国拥有多家酒店，包括伦敦公

园大道希尔顿酒店、希尔顿伦敦金丝雀码头酒

店、华尔道夫希尔顿酒店和伦敦大都市希尔顿

酒店，这些酒店为尊贵的中国客人提供了希尔

顿特有的欢迎项目，包括流利的汉语普通话前

台服务、中式早餐、中文电视频道以及精选的

中国茶及茶具等。

电话：+44（0）800 4445 8667

邮箱：kay.george@hilton.com

网址：www.hilton.com

 

卓美亚卡尔顿大酒店

Jumeirah Carlton Tower
卓美亚卡尔顿大酒店位于伦敦繁华区的中心，

靠近哈罗兹百货、哈维•尼克斯百货、海德公

园以及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

电话：+44（0）20 7235 1234

邮箱：jctreservations@jumeirah.com

网址：www.jumeirahcarltontower.com

伦敦丘吉尔凯悦酒店

Hyatt Regency London – The Churchill
伦敦丘吉尔凯悦酒店位于伦敦市中心的波特曼

广场，酒店独创了欢迎中国客人入住的“您好”

项目，包括提供中文的城市信息，同时入住期

间会有讲中文的工作人员提供服务。酒店有地

道的中式餐饮，并且服务人员会尽量为客人安

排“吉祥数字”的房间号。

电话：+44（0）20 7486 5800

邮箱：henny.frazer@hyatt.com

          london.churchill@hyatt.com

网址：www.london.churchill.hyatt.co.uk

皇家花园酒店

Royal Garden Hotel    
皇家花园酒店是一家五星级酒店。它距离骑士

桥的哈罗兹百货只有五分钟路程。皇家花园酒

店提供中式早餐，并且在一家叫作闽江（Min 

Jiang）的中餐厅里，客人不仅能够品尝到地

道的中餐还可以收看CCTV4、CCTV9和CCTV

等中文频道。

电话：+44（0）20 7361 1991

邮箱：anitabenyon@royalgardenhotel.co.uk

        reservations@royalgardenhotel.co.uk

网址：www.royalgardenhotel.co.uk

伦敦威斯敏斯特洲际酒店

InterContinental London Westminster
伦敦威斯敏斯特洲际酒店距离议会大厦和大本

钟几步之遥。酒店极具典雅气息，拥有256间

装饰精美的房间，其中包括44套豪华套房和

一间风格独特的屋顶房间。

电话：+44（0）871 423 4949

邮箱：slaney.mccaldin@ihg.com

          reservations.westminster@ihg.com

网址：www.ihg.com

亮马酒店

The Landmark London
伦敦亮马酒店位于马里波恩路，是一家五星级

酒店，专门为中国客人提供欢迎服务。客人一

到就会有讲中文的服务人员热情接待。入住的

客人还能特别享受伦敦韦斯特菲尔德购物中心

和韦斯特菲尔德斯特拉特福德城以及比斯特购

物村的购物折扣优惠券。酒店提供中式早餐，

包括粥、泡菜、馒头和热豆浆等。

电话：+44（0）20 7631 8000

邮箱：yanping.mew@thelandmark.co.uk

          reservations@thelandmark.co.uk

网址：www.landmarklondon.co.uk

伦敦朗廷酒店

The Langham London
伦敦朗廷酒店位于波特兰广场，是一家历史悠

久的五星级酒店。酒店专为中国客人制定了欢

迎项目。中国游客可以免费访问中文网站，阅

读中文报纸，使用电源转换器。可使用中国银

联卡。

电话：+44（0）20 7 636 1000

邮箱：kate.xiong-britton@langhamhotels.com

网址：www.london.langhamhotels.co.uk

那德勒酒店

Nadler Hotels
那德勒酒店是位于肯辛顿的一家豪华酒店，当

地的餐厅以实惠的价格和豪华的体验著称。  

电话：+44（0）20 7244 2255

邮箱：russell@base2stay.com

          kensington.info@thenadler.com

网址：www.thenadler.com

圣詹姆斯俱乐部酒店

St James’s Hotel and Club
圣詹姆斯俱乐部酒店是圣詹姆斯集团的一家旗

舰酒店，提供多种精品茶以及米其林明星菜。

可使用中国银联卡。  

电话：+44（0）20 7316 1600

邮箱：marketing@stjameshotelandclub.com

          info@stjameshotelandclub.com

网址：www.stjameshotelandclub.com

梅伯恩酒店集团

Maybourne Hotel Group 
梅伯恩酒店集团旗下有著名的克莱瑞芝酒店

（Claridge’s）、康诺特酒店（The 

Connaught）和伯克利酒店（The Berkeley）。

酒店还提供专门的中文服务、中文报纸、中国

茶具和中式早餐。

电话：+44（0）808 2380 245

邮箱：mhoefs@maybourne.com

          info@maybourne.com

网址：www.maybourne.com

梅费尔酒店

The May Fair
梅费尔酒店位于梅费尔地区的中心，是雷迪森

爱德华酒店集团的下属酒店。自1920年以来，

该酒店就已成为优雅和时尚的代名词。酒店因

提供私人包间的Quince餐厅以及浴室设施先

进的乌木套间（Ebony Suite）而独具特色。

电话：+44（0）20 7769 4041

邮箱：sales@themayfairhotel.co.uk

          lambas@radisson.com 

网址：www.themayfairhotel.co.uk

千禧酒店集团

Millennium Hotels
千禧国际切尔西足球俱乐部国敦酒店

（Millennium & Copthorne）在整个伦敦市

都有分店，包括骑士桥店和肯辛顿店。酒店提

供中文服务、早餐粥以及点心和水饺。水润轩

餐厅（Le Chinois Restaurant）和千禧骑士

桥酒吧（Bar at Millennium Knightsbridge）

都提供中餐。酒店还提供“Ask Alfred”儿童

看管服务。

电话：+44（0）20 7872 2444

邮箱：charlene.jagannath@millenniumhotels.co.uk

网址：www.millenniumhotels.co.uk

雷迪森爱德华酒店集团

Radisson Blu Edwardian, London Hotels
伦敦雷迪森爱德华酒店集团是一家豪华酒店集

团。其旗下的酒店都位于伦敦中心，希思罗机

场和曼彻斯特中心等黄金地段。每一家雷迪森

爱德华酒店都十分豪华炫酷，是休闲、商务和

会议的理想场地。伦敦市内有十家酒店，还有

一家位于希思罗机场附近。

电话：+44（0）20 8759 6311

邮箱：lambas@radisson.com

          info@radisson.com

网址：www.radissonblu-edwardian.com

温德姆伦敦切尔西港度假酒店

Wyndham Grand London Chelsea 
Harbour
温德姆伦敦切尔西港度假酒店是伦敦唯一的全

套房五星级酒店，陆路和乘船都可以到达。在

酒店房间可俯瞰泰晤士河风景。酒店可以提供

容纳1,000人的会议和活动场所，并提供奢华水

疗服务。店内酒吧提供亚洲风味的鸡尾酒和寿

司。

电话：+44 （0）20 7823 3000

邮箱：ilona.kratochvilova@wyndham.com

          wyndhamlondon@wyndham.com

网址：www.wyndhamgrandlondon.co.uk

海德公园克鲁斯酒店

Corus Hotel Hyde Park
海德公园克鲁斯酒店是伦敦旗舰四星级酒店。它

靠近著名的海德公园，可提供一整套中式服务，

包括早餐粥、中文报纸（《星岛日报》）和中

国茶。酒店有会说汉语的员工提供服务。

电话：+44（0）20 7262 5022

邮箱：mgaffoor@corushotels.com

          londonhydepark@corushotels.com

网址：www.corushotels.com

1.伦敦朗廷酒店正门入口 
   Main Entrance of Langham London

2.伦敦丽兹酒店圆形大厅
   Lobby from Rotunda, Ritz London

3.伦敦丽兹酒店皇家套房卧室 
   The Royal Suite Bedroom, Ritz London

4.皇家骑兵卫队酒店休息室
   Royal Horseguards Lobby 

5.伦敦眼旁的早餐
   Breakfast London E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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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举办会议和活动的特有优势在于：

面和

详细会议与活动场地目录，请登陆网站。
www.londonandpartners.com/
convention-bureau

伦敦拥有1,000多处会议场所，从世界一流的

会议中心到独一无二的名胜古迹无所不包，会

议室接待规模可少至2人，也可多达30,000人

以上。无论您的会议预算是多是少，规模是大

是小，涉及何种领域，伦敦总能为您提供恰到

好处的理想场地。

您既可以选择设施先进的现代化会场，也可以

选择皇家宫殿或古老而充满威仪的学术中心。

或许您考虑将活动和聚会安排在餐厅或俱乐部，

或是非传统会议场地，如博物馆、美术馆、游

船、剧院和旅游景点内。

无论您的客户是渴望从高处俯瞰一望无垠地平

线的建筑专家（推荐尝试EDF能源伦敦眼），

还是需要顶级社交场所的医生（建议试试30尤

斯顿广场酒店），伦敦都能一一满足。如果您

渴望探寻英国独特魅力与文化遗产，可以考虑

一些世界知名的旅游景点，如杜莎夫人蜡像馆、

招牌餐厅和会员俱乐部，或在伦敦ExCeL会议

与展览中心体验最尖端的科技设施，这里拥有

专属的码头区轻轨车站，2条轻轨线路连接市中

心，其规模之大可想而知。

遗产与成就      
选择历史悠久的活动场地可以激发您的客户对

未来的展望，或选择曾主办重大体育赛事的场

馆，则有助于激励自我，追求卓越。位于怀特

霍尔街1号（One Whitehall Place）的皇家

骑兵卫队酒店(Royal Horseguards Hotel)拥

有华丽的大理石楼梯和维多利亚舞厅，勒顿豪

市场（Leadenhall Market）内整个带屋顶的

古老购物区可为您的团队提供包场服务。对于

广大的体育迷而言，温布利球场（Wembley 

Stadium）和古老的亚历山大宫（Alexandra 

Palace）都是举办大型宴会的不二之选。此外，

阿森纳（Arsenal）、切尔西（Chelsea）和

富勒姆（Fulham）足球场内则可提供别具一

格的主题会议空间。

高性价比
即使预算有限，伦敦依然可以轻松满足您的需

求。伦敦知名大学拥有浓郁的学术氛围和卓越

成就，这里附带的住宿服务同样质优价廉。您

可以尝试伦敦政经学院的河畔公寓，或是从伦

敦国王学院放假期间提供的200个活动场地中

任选其一。其他高性价比的场地还包括：著名

的河滨狄更斯酒馆，而伦敦地牢和Troxy体育

场等景点同样可提供新奇而超值的活动场地。

依据英国税法，您可凭借外国游客的身份享受

活动经费20%税费返还的优惠。

科技与环保
伦敦新建活动场地的最新科技设施一定会令您

的客户眼前一亮，并且还可以帮助客户实现环

保目标。拥有尖端科技设施的活动场地包括：

计划于2015年正式对外开放的集科技创新、

教育和商业服务为一体的iCity中心，该中心位

于伊丽莎白女王奥林匹克公园内，拥有可容纳

750人的会议中心。此外，伦敦ExCeL会议与

展览中心的大礼堂可容纳5,000人，由于近期

的扩建和设施升级改造，该中心的整体接待量

已扩容至30,000人。以环保为特色的活动场地

包括：由西门子在皇家码头创建的“水晶”

（Crystal）城市发展中心，该中心堪称全球

最为绿色环保的建筑之一。

威斯敏斯特中央大厅
Central Hall Westminster
威斯敏斯特中央大厅是伦敦首座专门兴建的
会议中心，与对面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交相
呼应。这里是伦敦中部规模最大的会议和活
动中心，拥有宽敞的前厅活动区、大理石地
面以及规模宏大可同时容纳 2,200人的大礼
堂。威斯敏斯特中央大厅可提供中文网站和
宣传册、目的地管理服务与免费Wi-Fi。
2013年，威斯敏斯特中央大厅在北京举办的
中国出境旅游交易会上荣获了“最佳中国游
客接待奖”，该交易会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出
境游与旅游展览。该中央大厅亦可作为活动

场地对外出租。
电话：+44 (0) 20 7654 3805
邮箱：mschuett@c-h-w.com
网址：www.c-h-w.com/cn

奥运遗产
如果希望在主办的活动中再现2012年奥运会

和残奥会时的浓郁氛围，可以尝试如下场馆：

安塞乐米塔尔轨道塔（Arce lorMit ta l 
Orbit）：在这座英国最高的雕塑作品内主
办活动可俯瞰整个奥林匹克公园及远方的
景致，最多可容纳300人，2014年4月起提
供接待服务。

铜箱馆（Copper Box）：可供主办文化活
动、音乐会、会议和贸易展览等，日最高
接待量为7,500人。这里同时还是主办本地
和国际体育赛事的理想选择，例如：团队训
练、比赛和大型锦标赛等。

奥林匹克水上中心（Aquatics Centre）：
利用活动地板功能，该场馆既可用于主办
赛事活动，也可同时为500位贵宾提供独具
特色的池边晚宴。计划于2014年起提供接
待服务。

室外场地：奥林匹克公园南部中心广场
（South Park Hub）和北部庆典草坪
（North Park Events Lawn）可为音乐会、
室外演出和节日庆典提供宽阔的举办场地，
自2014年4月起对外开放。联合厨房咖啡
厅（Unity Kitchen Café）也可用于主办活
动，最多可容纳120人，现已对外开放，可
接受预定。

会议与
活动场地
无论您希望将会议或活动安排在绝美而
神秘的花园里，还是安排在拥有专属火
车站的超大型建筑内，伦敦均可充分满
足您对场地安排的多样化需求。

1.伊丽莎白奥林匹克公园水上中心
   Aquatics Centre, Queen Elizabeth Olympic Park

2.威斯敏斯特中央大厅
   Central Hall Westmin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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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与
游览观光
伦敦许多非凡的历史遗迹和世界级景点可以提
供无与伦比的世界顶级观光体验。探寻这里的
皇家宫殿和公园、风靡全球的电影取景地以及
荣耀辉煌的体育竞技场馆，每个人都能在伦敦
找到自己最钟爱的游览胜地。

从圣保罗大教堂的穹顶到伊丽莎白女王奥林匹克
公园的安赛乐米塔尔轨道塔，整个伦敦城美妙的
轮廓线可使您的客户将这一城市的非凡历史遗迹
和日新月异的发展成果尽收眼底。拥有千年历史
的伦敦塔、国会大厦、白金汉宫、EDF能源伦敦
眼和碎片大厦，让您在一日之内赏尽伦敦之古老
精华与现代卓越之风采。
杜莎夫人蜡像馆、ZSL伦敦动物园及位于南岸的伦
敦地牢等伦敦著名景点会带给您一生难忘的回
忆。

泰晤士河巡游
通过伦敦城市游船公司（City Cruise）导游的
现场讲解，游客团可享受难忘的泰晤士河游船
观光之旅，或者跟随皮划艇导游，一同探索泰
晤士河。为重现大卫•贝克汉姆在2012年伦敦
奥运会开幕式上的华丽入场画面，您可以向RIB 
Tours London、Thames RIB Experience或者
London RIB Voyages预定一次惊险刺激的快艇
体验之旅。如果想体验更加悠闲的度假方式，
您可向伦敦芭图游船公司（Bateaux London）、
Topsail游船公司（Topsail Events & Charters） 
或者Woods’ Silver Fleet游船公司租条游船。

巴士观光及徒步漫游
伦敦诸多的巴士观光公司为游客提供了一种便
捷的城市游览方式，游客可随时自由上下车。
大巴士之旅（Big Bus）、地道伦敦观光游
（Original London Sightseeing Tour）和金
色旅游公司（Golden Tours）等均值得尝试。
当然，您还可以徒步漫游伦敦，通过“英国电
影之旅”（Brit Movie Tour）追寻夏洛克•福尔
摩斯或神秘博士的足迹。

纪念活动
许多景点提供一次性活动场地预定服务。主办
方可邀请一位天文学家，在格林威治皇家天文
台的星空下与其共享晚宴，或在杜莎夫人蜡像
馆预订一场皇室成员招待会。大多数景点可提
供灵活的会议和活动场地，这些场地可能是专
用的会议室，也可能是主展示厅，举办招待
会、聚会或公司会议使用。关于伦敦会议和活
动场地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20-21页。

景点与观光目录
景点
皇家历史宫殿
Historic Royal Palaces
伦敦的皇家历史宫殿包括：伦敦塔、汉普顿宫、
肯辛顿宫、国宴厅和邱宫。这些景点均可安排
个人或团体的私人参观项目，同时，可预约蓝
牌导游为您提供翻译服务。游客还可以购买通
票参观多个宫殿。伦敦的皇家历史宫殿均可提
供活动场地租用服务。
电话：+44（0）20 73166 6000
邮箱：ann.wilson@hrp.org.uk
          visitorservices_tol@hrp.org.uk
网址：www.historicroyalpalaces.com 

美林娱乐集团伦敦景点
Merlin Entertainments London Attractions
美林娱乐集团伦敦景点包含EDF能源伦敦眼、
杜莎夫人蜡像馆、伦敦地牢、伦敦海洋生物水
族馆以及温莎乐高乐园，且所有景点均由中国
商务集团代理。集团与伦敦发展促进署合作在
中国推广这些景点，提供购票、代理协助和组
团等服务。游客也可以购买通票参观多个景点。
美林集团的伦敦景点均可提供活动场地租用服务。
电话：+44（0）1202 666900
邮箱：rae.taylor@merlinentertainments.biz
          enquiries@merlinentertainments.biz
网址：www.merlinentertainments.biz

圣保罗大教堂
St Paul’s Cathedral
作为伦敦标志性建筑，圣保罗大教堂拥有世界
知名的穹顶。迈入教堂，探索这座伟大的建筑，
这里曾多次作为国家活动和皇室活动举办地。
圣保罗大教堂提供iPod touch多媒体汉语导
览，并且为参观团体和家庭旅行团提供汉语蓝
牌导游预约服务。圣保罗大教堂可提供活动场
地租用服务。
电话：+44（0）20 7246 8346
邮箱：matthew@stpaulscathedral.org.uk
          reception@stpaulscathedral.org.uk
网址：www.stpauls.co.uk

西敏寺
Westminster Abbey
西敏寺是世界最大宗教场所之一，也是指定的
世界遗产地。自1066年以来，这里曾举办多场
加冕典礼，且很多历届君主和女王都长眠于此。
西敏寺提供中文语音导览机、中文宣传页和参
观指南等。西敏寺大教堂可提供活动场地租用
服务。
电话：+44（0）20 7246 8350
邮箱：tony.woolf@westminster-abbey.org
          info@westminster-abbey.org
网址：www.westminster-abbey.org

观光游览
BIG BUS观光游
Big Bus Tours
BIG BUS观光游提供伦敦敞篷巴士观光旅游，配
有现场导游讲解或包含汉语在内的8种语言录音
解说。游客可随时自由上下车，且行程包含免费
的船游和徒步旅行。
电话：+44（0）20 7233 9533
邮箱：info@bigbustours.com
网址：www.bigbustours.com

FAT TIRE骑行观光
Fat Tire Bike Tours
骑行观光提供伦敦骑行和徒步旅游线路，例如：
肯辛顿和切尔西皇家自治区等地区的主题旅游

线路。旅游团也可预约此类旅游线路。
电话：+44（0）7882 338 779
邮箱：sebastien@fattirebiketours.com
          london@fattirebiketours.com
网址：london.fattirebiketours.com

地道伦敦观光游览
The Original London Sightseeing Tour 
地道伦敦观光游提供可供游客随意上下车的伦
敦城市巴士旅游，服务包括现场导游讲解和数
字汉语录音讲解，一次免费的水上巡游以及参
观独特的儿童俱乐部。
电话：+44（0）20 7389 5040
邮箱：info@theoriginaltour.com
网址：www.theoriginaltour.com

莎士比亚环球剧院之旅
Shakespeare’s Globe Theatre and Tour 
莎士比亚环球剧院根据于1599年露天剧场的原
始设计修建而成，大部分巴德戏剧的首演都在
这里举行。每年五月至九月，这里会举办多场
莎士比亚戏剧和其他剧作家的戏剧演出。戏迷
们整整一年都可以享受到精彩的戏剧表演。
莎士比亚环球剧院可提供活动场地租用服务。
电话：+44（0）20 7902 1400
邮箱：amacnair@shakespearesglobe.com
          info@shakespearesglobe.com
网址：www.shakespearesglobe.com 

华纳伦敦影城——哈利波特拍摄地
Warner Bros. Studio Tour London —— 
The Making of Harry Potter
这是一次独一无二的徒步之旅，来到这里的游
客将有机会体验史上最成功系列电影的神奇魔
力。伦敦华纳兄弟影城可提供中文有声导览
机。华纳伦敦影城可提供活动场地租用服务。
电话：+44（0）845 0840 900
邮箱：lauren.jobling@warnerbros.com
          trade@wbstudiotour.co.uk
网址：www.wbstudiotour.co.uk

导游
英国最佳导游
Britain’s Best Tourist Guides
最具权威的蓝牌导游协会拥有六位粤语导游和
十四位中文普通话导游。     
电话：+44（0）20 7403 1115
邮箱：marketing@blue-badge.org.uk
网址：www.britainsbestguides.org

伦敦专业导游协会
Guide London: Association of Professional 
Tourist Guides
与合格专业的导游——蓝牌导游一起游览伦
敦。可以提供40多种不同语言的导游服务，其
中包括四位中文普通话导游和三位粤语导游。
电话：+44（0）20 7611 2545
邮箱：aptg@aptg.org.uk
网址：www.guidelondon.org.uk

景点通票
伦敦一卡通
The London Pass
持有伦敦一卡通（the London Pass）的游客无
需额外付款，即可参观60多处指定的顶级景
点，包括伦敦塔、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圣保罗
大教堂、泰晤士河之旅、伦敦动物园和温莎城
堡等。您还可以节省时间，通过快速通道进入
伦敦最受欢迎的其他景点参观游览。旅行团也
可以购买此种通票。
电话：+44 （0）1664 485 020
网址：www.londonpass.com

鸟瞰伦敦
要鸟瞰不断变化的伦敦景色，您可以前往

以下景点或乘坐以下交通方式：

EDF伦敦眼
（EDF Energy London Eye）

阿联酋航空公司空中缆车
（Emirates Air Line cable car）

碎片大厦观景台
 (The View from the Shard)

安赛乐米塔尔轨道塔
（ArcelorMittal Orbit tower

详细景点与观光目录，请登陆网站。

www.london.cn/travel-trade
www.londonandpartners.com/
convention-bureau

对页图：EDF能源伦敦眼
               EDF Energy London Eye

许多景点

和观光游览项目

特别为中国游客

提供中文的介绍资料

和中文语音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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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
和美术馆
伦敦是世界上博物馆数量最多的城市，且多数博
物馆均免费向观众开放，这里是全球顶级艺术品
的汇集地。无论是谁，总能在这里寻觅到内心的
深深触动，因而规划一条既充满激情，又独具韵
味的伦敦旅程并不困难。

伦敦拥有世界上最动人且最多元化的博物馆和
美术馆。除该市的11座国家博物馆外（永久馆
藏全部免费向观众开放），您还可以观赏到海
洋史博物馆、医药与音乐博物馆、丰富多彩的
小型主题博物馆和层出不穷且充满创意的最新
展览，它们如同一枚枚瑰宝藏匿在伦敦的大街
小巷。面对如此丰富的资源，您可以轻松为旅
游团提供非同凡响的文化体验，且费用低廉，
甚至无需任何花费。

遗产和历史
伦敦博物馆及其在伦敦港口区的姐妹馆将使您
的客户对伦敦这座城市有进一步的了解。这两
家博物馆都生动再现了伦敦城的历史，并阐释
了其不断走向现代的一幕幕历程。皇家格林威
治博物馆则展示了英国的海洋遗产，占据“时
间起点”——本初子午线的的皇家天文台也是
该博物馆的一部分。时尚一族和设计爱好者们
一定会为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展出的服
饰和艺术而着迷。此外，您还可以进入塔桥参
观“伦敦桥梁”展览。

伦敦的博物馆为年轻的游客提供独特体验和互
动内容。科学博物馆里展有一系列精密复杂的
东西，展品中有各类实物、模型等，游客甚至
可自行按动各式按钮，获得交互式体验；在自
然历史博物馆，游客可以站在巨大梁龙的骨架
下面，和这个庞然大物亲切问候；而在大英博
物馆的埃及馆，游客可以有幸参观到木乃伊和
相关艺术精品；新整修过的帝国战争博物馆重
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壕以及许多其他
有趣的展品。

古代及现代艺术
伦敦的美术馆是展现伦敦古老和现代艺术精髓
的最佳地点。艺术爱好者可以参加泰特美术馆
及其姐妹馆泰特现代美术馆的专线游览，期间
还可搭乘小船观赏泰晤士沿途风景。其他文化
旅游线路景点还包括跨学科的南岸艺术中心及
其为了纪念1951年英国音乐节而修建的皇家节
日音乐厅。该艺术中心将投入1.2亿欧元进行整
修，并可用于举办歌舞表演及夏季节日庆典，
还包括全年营业的餐厅、酒吧、市场和商店。

还有一些名声并不十分响亮的美术馆和博物馆
亦可为游客带来惊喜，例如展示医疗设备的惠
康博物馆（Wellcome Collection）和孤儿博
物馆（Foundling Museum）。英国皇家艺术
学院（The Royal Academy of Arts）、考陶
德美术馆（Courtauld Gallery）、女王美术馆
（The Queen’s Gallery）和华莱士收藏馆
（Wallace Collection House）都收藏了大量
艺术珍品。在伦敦，您还可以免费参观许多著

定制旅行及折扣
现在是带团游览伦敦美术馆和博物馆的最好时
机，可以获得定制旅行并可以观赏幕后景观。
伦敦许多博物馆都可为旅游同行安排免费考察
机会，提供团体折扣以及旅游大巴免费停车服
务。
艺术界也是不断变化的。您可以安排您的旅游
团率先体验即将于2014年开放的改造后的大英
博物馆，新址重建的设计博物馆以及将于2016
年竣工的扩建之后的泰特现代博物馆。

特色文化餐厅
伦敦的博物馆和美术馆提供各种用餐选择，从
价格实惠的咖啡厅到可以观赏都市美景的高端
餐厅，应有尽有。您可以参观维多利亚与阿尔
伯特博物馆，并享受最新鲜的美食，或者前往
泰特现代美术馆餐厅和位于国家肖像馆的肖像
餐厅，在用餐的同时观赏令人惊艳的美景。如
果您的客户选择在华莱士收藏馆的雕塑花园用
餐，他们一定会对这里迷人的玻璃屋顶赞叹有
加。上述博物馆餐厅都提供便利的团体用餐预
定服务。

精彩活动场地
无论是在国家海洋博物馆还是在伦敦市政厅艺
廊，无论是在伦敦交通博物馆的双层巴士上还
是在伦敦港区博物馆重建的仓库中，在每个博
物馆主办的酒会或招待会都会为您留下难忘的
印象。伦敦博物馆和美术馆里的专属会议室或
主要展览馆都可对外出租，作为举办招待会、
聚会或公司会议的活动场地。

博物馆和美术馆目录
伦敦博物馆
Museum of London
在伦敦切普赛德街（Cheapside）一个井口平
台下发现的切普赛德典藏珠宝（Cheapside 
Hoard），自2013年秋季起开始完整展出。这
些曾深埋地下的珍宝包括哥伦比亚的翡翠、斯
里兰卡的蓝宝石、印度的钻石和红宝石、中东
地区的珍珠以及匈牙利的猫眼石。
此处可提供活动场地租用服务。
电话：+44（0）20 7001 9844
邮箱：vlee@museumoflondon.org.uk 
          info@museumoflondon.org.uk
网址：www.museumoflondon.org.uk

国家美术馆
The National Gallery
该美术馆提供汉语版平面图和旅行指南、以及
馆内42幅绘画作品的汉语音频解说。该美术馆
还展有一幅英汉双语的中国黄道十二宫图。
此处可提供活动场地租用服务。
电话：+44（0）20 7747 2885
邮箱：annie.duffield@ng-london.org.uk
          information@ng-london.org.uk
网址：www.nationalgallery.org.uk

详细博物馆和美术馆目录，请登陆网站。

www.london.cn/travel-trade

www.londonandpartners.com/
convention-bureau

要欣赏迷人的展品和珍宝，千万不要错过
南肯辛顿地区的三大博物馆：

自然历史博物馆
Natural History Museum
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科学博物馆
Science Museum

对页图: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
           Tate Modern London

 1.大英博物馆中庭 
    The Great Court, British Museum

一定要去

博物馆和美术馆

的礼品店

挑选一些别致的

礼品和纪念品

名艺术品，例如罗丹的雕塑《吻》、泰特现代
美术馆里的罗思科和沃赫尔的艺术品，以及在
国家肖像馆陈列的梵高作品《向日葵》。在泰
特美术馆，您可以欣赏从1,500年至今的艺术
品，包括著名英国画家根兹伯罗和特纳所创作
的艺术作品。在国家肖像画廊您还能看到更多
的著名艺术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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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购物
在伦敦，不论是老字号的百货商店、领先时尚的购
物大厦、品牌旗舰店，还是熙熙攘攘的集市，都能
提供来自世界各地、应有尽有的商品。所以，一定
要在行李箱内为那些英伦时装、工艺品、食品及礼
品留出一些空间。

各大顶级品牌、独具特色的精品小店、纪念品及
高端时装琳琅满目，即使是最挑剔的游客，也能
在伦敦寻觅到百分百满意的商品。

高端购物区
牛津街是欧洲最热门的购物街，也是众多英国本
土品牌旗舰店所在地，包括塞尔福里奇百货公
司、玛莎百货及约翰•刘易斯百货。伦敦主要的
购物区均集中于此，并与邦德街和摄政街相邻。
在这里，游客可以淘到款式繁多的优质服装、箱
包及居家用品。高端品牌香奈儿、路易威登、古
琦、范思哲及蒂芙尼等也在此汇集。科芬园、赛
文戴尔与圣马丁大院同样汇聚了大批精品店。圣
詹姆斯与皮卡迪利大街则是众多传统的上流社会
商店和伯灵顿市场街等高品位购物中心的发源
地。梅费尔区是萨维尔街与杰明街的所在地，这
里以提供高级英式男装定制服务著称。

现代化购物中心
伦敦的两家韦斯特菲尔德购物中心分别位于市中
心和邻近原奥运会会址的斯特拉特福城。两家购
物中心均向游客提供便利且高档的大规模零售服
务，购物中心设有众多咖啡店和餐厅，在血拼购
物之后，游客可以在此补充体力。两家购物中心
为旅游团提供专用停车区以及多达26种语言的优
质金钥匙服务。

One New Change综合商业中心位于伦敦金融
城，与圣保罗大教堂相邻，该商业中心有60家商
店，中心顶层视野开阔，可以观赏到伦敦的地平
线。包括Canada Place与Jubilee Place在内的
四家购物商场位于金丝雀码头，内有各式各样的
商品与食品供游客选购。此外，位于牛津大街，
开业不久的Park House也倍受欢迎，有望成为
伦敦又一个购物的好去处。

创意精品店
规模较小的伦敦精品店里往往会摆放一些最好的
限量版英伦设计商品。引领您的旅游团队，穿过
拱门至卡尔纳比街，重温“摇摆六十年代”的时
尚颠覆气息。在这里，游客们将看到独立设计师
们极具创意的混搭设计及时尚前沿品牌，如：
William & George、Monki与Bolongaro 
Trevor等。Kingly Street等周边街道上同样遍布
着最棒的商店、酒吧及咖啡馆。

免税购物
由于可以在环球蓝联(Global Blue)和最佳免
税公司(Premier Tax Free)享受退税优惠政
策，许多拥有海外旅游经历的游客不难发现，
在伦敦的商店购物更加物超所值。多数游客
购买的大部分商品和服务均含有20%的增值
税，这部分税款可返还给游客。您可通过店
门上张挂的免税店标志识别该店是否参与了
税款返还计划。

伦敦集市
伦敦集市向来以新鲜的食品与最潮的街头时尚为
特色，将伦敦的城市生活展现得淋漓尽致。建议
聘用一位向导协助您的旅游团在以下地方购买廉

价商品：

 老斯皮塔福德集市 Old Spitalfields Market 
 博罗美食集市 Borough Market 
 科芬园 Covent Garden
 波特贝罗路集市 Portobello Road Market 
 康登集市 Camden markets 
 格林威治集市 Greenwich Market 
 哥伦比亚路鲜花集市 Columbia Road Flower Market

购物中心名录
福南梅森百货
Fortnum & Mason
作为英国女王御用杂货商和英国标志性零售
商店的福南梅森百货公司已有300多年历
史。这里是购买典型英伦商品，品尝地道英
国餐的必选之地。
电话: +44 (0) 20 7734 8040
邮箱：pressoffice@fortnumandmason.co.uk
官网：www.fortnumandmason.com

哈罗兹百货
Harrods
世界上最著名的百货商场，顾客可在优美而
放松的环境下享受个性化的购物。商场内设
有75个中国银联销售点终端机及专为中国顾
客服务的中国店员。
电话：+44 (0) 20 7730 1234
邮箱：customer.services@harrods.com
官网：www.harrods.com

约翰·刘易斯牛津大街店
John Lewis Oxford Street
主要出售英国本土顶级品牌商品。商场可提
供中文版的购物指南，同时也有会说普通话
的店员随时提供帮助。商场5楼设有为海外购
物者提供退税服务的柜台。
电话：+44 (0) 20 7629 7711
邮箱：beth.nicholson@raincommunications.co.uk
官网：www.johnlewis.com

伦敦利伯提百货
Liberty London
伦敦最著名的购物商场之一。从1875年开
始，这座都铎式建筑风格的大楼就屹立在伦
敦的市中心。这里沿袭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是时尚与前卫的完美结合。
电话：+44 (0) 20 7734 1234
邮箱：customerservices@liberty.co.uk
官网：www.liberty.co.uk

皇家交易所
The Royal Exchange
位于英格兰银行的对面，是英国最著名且历
史最悠久的皇家交易所，内设众多设计师品
牌店、顶级餐厅和珠宝定制店。
电话：+ 44 (0) 20 7283 8935
邮箱：lucy.mcdonald@cityoflondon.gov.uk
官网：www.theroyalexchange.co.uk

塞尔福里奇百货
Selfridges
世界上最优质的百货商店之一，牛津大街上
地标性建筑。商场共6层，内设11处餐厅和2
个展览厅和多种服务。从新潮时装、高保真
音响到婚庆用品，一应俱全。
电话：+44 (0) 113 369 8040
邮箱：customerservices@selfridges.com
官网：www.selfridges.com

韦斯特菲尔德购物中心
Westfield
韦斯特菲尔德在伦敦分设两家大型商场，共
拥有约300家商店，汇聚了40个奢侈品店。
商场可提供普通话礼宾接待服务，中餐厅均
聘用中国厨师。
电话：+44 (0) 20 3371 2300
邮箱：wlreception@westfield-uk.com
官网：uk.westfield.com/uk/international/chinese 详细购物场所目录，请登陆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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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nd Street

1.中国游客 
   Chinese shopper

一定要去

博物馆和美术馆

的礼品店

挑选一些别致的

礼品和纪念品

可提供活动场地租用

可使用中国银联卡支付

优质手工艺品
伦敦拥有众多传统的英式老店，在那里可淘到
精美小物品、地道的英国特色礼品和种类丰富
的传统手工艺品。例如：在梅费尔区、圣詹姆
斯和伯灵顿市场街就可以寻觅到许多这样的小
店。

在此推荐部分特色商品：

来自萨维尔街和杰明街的定制服装。

在创办于1870年的彭哈利根（Penhaligon）
和位于肯辛顿布鲁克街的祖马龙（Jo 
Malone）选购香水和蜡烛。

詹姆士洛克（Lock&Co）是世界上历史最
悠久的帽子店，而约翰布罗鞋店（John 
Lobb’s）则是您定制皮鞋的好地方。

如果需要为朋友们选购一些奢侈饰品作为
礼物，伦敦的爱丝普蕾（Asprey）可提供
包括珠宝在内的众多高端饰品。

位于圣詹姆斯的福克斯（Fox of St 
James’s）是伦敦历史最悠久的雪茄店及博
物馆，邱吉尔曾是该店的忠实客户。

位于可胜街(Curzon Street)和约克公爵街
(Duke of York Street)的乔治川普男士理
发店(Geo F Trumper)可提供适于男士使
用的饰品和传统化妆品。

邦德街上的斯密森商店(Smithson’s) 极具
英式风情，所出售的文具和真皮制品均属
高档礼品。

位于摄政街的哈姆雷玩具店（Hamleys）是
世界上最大的玩具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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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
与休闲活动
在行程中增加一些精彩的娱乐和休闲项目，必定
会让客户感到惊喜难忘，比如，伦敦西区的盛大
表演、音乐剧、戏剧、演唱会、体育比赛与节日
庆典，以及适合夜生活的众多俱乐部与赌场，游
客均可轻松预定。此外，伦敦绝美的绿地与创意
水疗同样是游客享受休闲时光的理想选择。

伦敦各式演出与音乐会的门票在世界任何一个角
落都是最炙手可热的。《狮子王》、《歌剧魅
影》和《女巫前传》等长期上演的获奖音乐剧与
国家剧院及互动式剧团Punchdrunk推出的热门新
作并驾齐驱，同时伦敦也是所有主要巡演与音乐
会的首选城市。在行程中加入顶级体育赛事的内
容，您便可轻松为客户提供丰富有趣的娱乐计
划。伦敦各大公园与泰晤士河定会令游客在喧闹
的都市中心也能够感受自然之美，享受宁静的闲
暇时光；同时，一流的温泉设施与泳池能够让游
客感受真正的放松。

剧院演出与音乐表演
您既可以安排客户观赏不断推陈出新且激情四射
的新作品，也可以安排他们观赏《西贡小姐》等
音乐剧，重温经典。此外，游客们也可以时常欣
赏到众多名人的表演，如曾饰演哈利•波特的丹
尼尔•雷德克里弗（Daniel Radcliffe）和福尔摩
斯扮演者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Benedict 
Cumberbatch）等；还有一些独具风格的剧院
同样值得一游，例如老维克剧院（Old Vic）专
供剧情演出的特色酒馆。位于莱斯特广场的折扣
票亭可购买到伦敦西区各类演出的折扣门票。

伦敦剧院绝对是旅游团体物超所值的选择：周边
餐厅用餐服务定会令游客感到经济实惠，一次剧
院酒会也会为游客提升美妙感受。还可考虑在行
程中为游客们安排一次剧院酒会。此外，举办大
型音乐会与体育赛事的温布利体育场、海德公园
与奥林匹克体育场也都是游客们不容错过的选
择。

放松好去处
伦敦豪华酒店内的顶级温泉，可令游客尽情享受
珍贵的休息时光；预定梅费尔五星级温泉酒店；
或尝试位置优越的East River温泉酒店，金丝雀
码头的美景尽收眼底；亦或是在新普罗维登斯码
头雷迪森爱德华酒店（Radisson Blu Edwardian 
New Providence Wharf）的水晶蒸气浴室内，
感受其用心的服务。

悠闲户外活动
占据伦敦面积三分之一多的绿地会令游客充分感
受到伦敦的自然之美，伦敦著名的各大皇家公园
面向每一位游客免费开放：这里有年轻游客喜爱
的运动场地、喷泉水池及品种繁多的野生动植
物，如塘鹅和小鹿等。

在伦敦西南部的里士满公园观看活波的小鹿，或
在格林威治公园享受绿地的清新，欣赏历史名
胜。沿着伦敦运河的纤道散步，乘船去“小威尼
斯”，亦或是参观美丽的汉普斯德特林区。即使
是在伦敦金融区——伦敦金融城，绿地也是随处
可见。如邮差公园与邦希田园墓地，伟大的英国
诗人威廉•布莱克便长眠于此。

主办活动
伦敦许多的剧院、夜总会及体育场馆内
均设有独特的会议室和场地，可为您举
办活动创造独一无二的文化氛围。更多
信息请见第20-21页内的会议与活动场地
部分。

休闲娱乐项目名录

剧院演出
AKA 广告有限公司
AKA Promotions Limited
AKA广告公司致力于为剧院和现场娱乐演出提
供市场营销解决方案，同时可提供最新剧院演
出信息。
电话：+44 (0) 20 7836 4747 
邮箱：jamiereece@akauk.com
网址：www.akauk.com

梅德
Made
梅德是一家伦敦音乐剧宣传推广的代理公司，
其代理的音乐剧有《歌剧魅影》、《女巫》、
《妈妈咪呀!》与《狮子王》。该公司可为中国
旅行社宣传册和宣传单提供图片和副本。
电话：+44 (0) 20 7831 8105
邮箱：jonathan@made2010.com
官网：www.made2010.com

伦敦剧院社团
SOLT (Society of London Theatre)
伦敦剧院社团（SOLT）是一家专为全球剧院观
众提供丰富资讯的企业，其中主要提供伦敦剧
院的相关新闻、门票、特别节目、采访及指南
信息。SOLT还在伦敦市中心经营折扣票亭，同
时可为小型旅游团体提供幕后探秘特色旅游服
务。
电话：+44 (0) 20 7557 6700
邮箱：alison@solttma.co.uk
          victoria@solttma.co.uk
官网：www.solt.co.uk

南岸艺术中心
Southbank Centre
南岸艺术中心位于泰晤士河南岸，是闻名世界
的艺术中心。该艺术中心可举办音乐、舞蹈、
艺术、表演及朗诵等各类文化活动。各类艺术
与活动在这里轮番上演，营造出一种“迷你节
日庆典”的欢乐氛围。
电话：+44 (0) 20 7960 4200
邮箱：emily.webb@southbankcentre.co.uk
          customer@southbankcentre.co.uk
官网：www.southbankcentre.co.uk

体育休闲
切尔西足球俱乐部
Chelsea FC
切尔西足球俱乐部的斯坦福桥球场面向游客开
放。参观这里的博物馆则可令您了解许多不为
人知的幕后花絮。此处可对外提供活动场地租
用服务。
电话：+44 (0) 20 7386 9373 
邮箱：tours@chelseafc.com
          events@chelseafc.com
官网：www.chelseafc.com

阿森纳酋长球场
Emirates Stadium
阿森纳酋长球场可安排球场参观游览，阿森纳
博物馆内配备了中文音频导游讲解设施。球场
有适合举办活动的不同类型套间。此处可对外
提供活动场地租用服务。
电话：+44 (0) 20 7619 5000
邮箱：hospitality@arsenal.co.uk
          events@arsenal.co.uk
官网：www.arsenal.com

温布尔登及体育世界 
Pure Wimbledon & Sportsworld
体育大世界（Sportsworld）是亚洲及温布尔登
锦标赛的独家网球旅行社，主要面向广大网球
发烧友提供高性价比的观赛旅行服务，带领球
迷共同去感受这一世界上历史最悠久且最具威
望的大满贯锦标赛。部分行程中还提供温布尔
登久富盛名的草莓和奶酪，供游客品尝。更多
信息请登录体育世界亚洲版新网站查看，或联
系其中国合作伙伴——盛开国际体育（Shankai 
Sports）。
电话：+86 (0) 10 8567 0881
邮箱：lesley.kaczynska@sportsworld.co.uk
          info@shankaisports.com
官网：www.purewimbledon.com

温布利体育场及参观
Wembley Stadium & Tours 
在英格兰国家体育场观看足球比赛和其他主要
体育赛事。体验一次令人难忘的温布利体育场
之旅和幕后探秘之旅。您可以追随一位位传奇
选手的步伐，经由运动员专用通道，抵达神圣
的赛场，并在摆有奖杯的主席台前感受胜利的
喜悦。此处可对外提供活动场地租用服务。
电话：+44 (0) 844 800 2755
邮箱：tours@wembleystadium.com 
官网：www.wembleystadium.com

温布尔登草地网球博物馆及参观
Wimbledon Lawn Tennis Museum & Tour 
该博物馆面向公众开放，游客可在此感受世界
著名网球公开赛的历史变迁。博物馆可安排旅
游团球场参观之旅，并提供普通话与粤语导游
讲解服务。博物馆配有包括中文在内的10种语
言的音频导游器，此外，游客也可通过触摸屏
查看中文讲解。
电话：+44 (0) 20 8944 1066
邮箱：ajon@aeltc.com
          museum@aeltc.com
官网：www.wimbledon.com/museum

详细娱乐与休闲活动目录，请登陆网站。

www.london.cn/travel-trade
www.londonandpartners.com/
convention-bureau

对页图: 伦敦西区皇后剧院
            Queen's Theatre, West End

1.音乐剧《坏女巫》剧院门外的中国游客  
   Outside Wicked - Chinese visitors 

2.姹紫嫣红的摄政公园
   Regent's Park in full spring bl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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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租用活动场地吗？想到幽僻的高级夜总会
high翻天吗？需要别具格调的会议室或是想找
个地方好好喝一杯吗？伦敦餐厅和酒吧都能够
满足您的这些需求！位于伦敦标志性建筑之一
碎片大厦的阿瓜（Aqua）餐厅（由著名厨师
David Yeo开办）和胡同（Hutong）餐厅为您
提供色、香、味俱佳的特色菜肴。伦敦国际街
也是一片日益繁荣的美食景象——科芬园和苏
豪区有许多街头美食及小吃，在那里，您可以
品味到别具风味的汉堡、比萨、西班牙小食、
墨西哥及亚洲菜式，为忙碌的旅途增添一份新
鲜正宗的别样大餐。

您还可以选择一些个性餐厅，比如到Inamo圣
詹姆斯餐厅，在高科技装饰理念的氛围中品尝
日式料理，或者到热带雨林餐厅（Rainforest 
Café）感受丛林用餐体验，或者到 Cinnamon
俱乐部（印度）或Albannach餐厅（苏格兰）
品尝特色菜肴。可以选择由Jamie Oliver，
Gary Rhodes，Heston Blumenthal，
Gordon Ramsay 等著名厨师精心准备的菜肴，
或者参观新潮的弹出式酒吧也是一个不错的选
择。

伦敦市中心莱斯特广场附近的中国城里有大约
80多家中式餐厅，同时还有许多提供日本、韩
国料理、越南菜以及亚洲风味的特色餐厅。

无论是旅游休闲，还是举行商业活动或招待酒
会，伦敦餐厅、酒吧、酒馆都将为您提供难以
忘怀的愉快体验。

惬意下午茶
下午茶是英国人的经典传统，每位来到伦敦的
游客都可体验一下。您的客人可以在丽兹、萨
沃伊、多切斯特和克莱瑞芝等著名酒店享用下
午茶。爽口的蔬菜三明治、配有果酱和奶油的
司康饼、以及造型精巧的美味小蛋糕，再配上
一壶香醇的清茶（您也可选择咖啡或香槟酒），
一顿令人轻松愉悦的下午餐点便开始了。当然，
奢华酒店并不是享用下午茶的唯一理想地点，
伦敦的很多餐厅和咖啡厅都提供下午茶服务。

餐厅
酒吧及酒馆

泰晤士河上船餐
在泰晤士河上用餐绝对是不错的选择。预定芭
图游船或是城市游船船餐，在河水的清新气息
中，品味美食，轻啜佳酿，欣赏河畔美景。您
可以预定整艘游船，在游船上举办一场浪漫、
激情派对，或是在泊船RS Hispaniola上一边
用餐，一边欣赏议会大厦的迷人风情。

餐厅酒吧名录

餐厅
伦敦芭图泰晤士河船餐

Bateaux London Thames Dining Cruises
乘坐芭图游船缓缓行驶，您可欣赏沿途的伦敦

最美地标式建筑。享用伦敦泰晤士河船餐，您

可以独特的视角感受这座城市，终身难忘。游

船可作为活动场地租用。 

电话：+44 (0) 20 7695 1800

邮箱：reservations@bateauxlondon.com

网址：www.bateauxlondon.com

佳斯坎俱乐部

Club Gascon
佳斯坎俱乐部是一家米其林星级餐厅，主要提

供源自法国西南部的美食，并因其富含想象力

的烹饪手法著称。

电话：+44 (0) 20 7600 6144

邮箱：galdin@clubgascon.com

          info@clubgascon.com

网址：www.clubgascon.com

D&D伦敦餐厅

D&D London Restaurants
D&D伦敦餐厅在伦敦拥有30多家最负盛名的

餐厅，如Orrery，Coq d'Argent，Quaglino's

等。可对外提供活动场地租用服务。

电话：+44 (0) 20 7716 0716

邮箱：amandad@danddlondon.com

          info@danddlondon.com

网址：www.danddlondon.com

除唐人街的80多家中式餐厅外，伦敦还有诸
如闽江（Min Jiang）和Hakkasan等许多
顶级中餐厅为您提供中式佳肴。不过千万不
要错过品尝一下英国人的最爱，如炸鱼薯条
等。此外，您还可品尝一下经典英式菜品、
享受下午茶的悠闲时光、逛逛传统酒馆等。

详细餐馆酒吧目录，请登陆网站。

www.london.cn/travel-trade
www.londonandpartners.com/
convention-bureau

对页图: 皇家咖啡大酒店
            Royal ExchangeGrand Café

1.伦敦酒吧 
   London pub

2.阿福瑞斯科食品店
   Alfresco food and drink

3.伦敦芭图游船上的星期日午餐
   Sunday Lunch Bateaux London

伦敦拥有8,000多家餐厅，从中您总能找到最
适合自己团组的一家。这里有60多家米其林星
级餐厅以及众多的中等价位餐厅，汇聚70多个
不同国家的菜肴。 观景式用餐

在以下餐厅用餐的同时，您可将伦敦繁华景
象尽收眼底，还可观赏日出或夜幕降临之际
的城市美景。

伦敦公园路希尔顿酒店28层的噶尔文窗

前餐厅（Galvin at Windows）

都市酒店Minako餐厅：伦敦最高的餐

厅之一

金丝雀码头蓝天餐馆及酒吧（Azura 

Bar and Restaurant）

南岸区云霄塔（Sky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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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江餐厅

Min Jiang
闽江餐厅位于肯辛顿区皇家花园酒店（Royal 

Garden Hotel）顶层，以其绝美的景观及令

人流连忘返的美食著称，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北

京烤鸭及各式精美点心。

电话：+44 (0) 20 7361 1988

邮箱：info@minjiang.co.uk

网址：www.minjiang.co.uk

碎片大厦Oblix餐厅

Oblix at the Shard
Oblix是由Zuma现代日式餐厅、Roka餐厅以

及烧酒酒吧间（Shochu Lounge）创始人

Rainer Becker最新创办的餐厅。该餐厅提供

具有Becker风范的高档、精美、现代美食。

餐厅聘请曾在十一麦迪逊公园餐厅（Eleven 

Madison Park）供职的Fabien Beaufour担任

厨师长，竭诚为顾客提供高质、精细、始终如

一的用餐服务。

电话：+44 (0) 20 7268 6700

邮箱：info@oblixrestaurant.com

网址：www.oblixrestaurant.com

贝壳餐厅

Seashell
贝壳餐厅提供伦敦最优质的炸鱼薯条，并以其

友善、轻松、传统的氛围著称。

电话：+44 (0) 20 7224 9000

邮箱：enquiries@seashellrestaurant.co.uk

网址：www.seashellrestaurant.co.uk

多佛街餐厅酒吧

Dover Street Restaurant & Bar
位于梅费尔地区的多佛街餐厅酒吧曾屡获殊荣。

餐厅以爵士乐、灵魂乐、蓝调音乐、拉丁及摇

摆乐著称，集用餐、舞蹈和现场音乐表演于一

体，中心区设有可容纳近100人的私人区域，

为各类活动提供私人酒吧。可对外提供活动场

地租用服务。

电话：+44 (0) 20 7491 7509

邮箱：aniela@doverst.co.uk

          bookings@doverstreet.co.uk

网址：www.doverst.co.uk

碎片大厦胡同餐厅

Hutong at the Shard
位于伦敦最新建成的摩天大厦——碎片大厦

33层。胡同餐厅与一家倍受欢迎的香港餐厅

同名，提供多种地道的中国北方菜肴，在此用

餐可将伦敦全景尽收眼底。

电话：+44 (20) 7478 0540

邮箱：reservations@aqualondon.co.uk

网址：www.aquahutong.co.uk

中世纪宴会餐厅

Medieval Banquet
伦敦的中世纪宴会餐厅采用拱形圆顶场地，在

为宾客提供四道菜宴席（配有麦芽酒及红酒）

的同时，还精心准备了一系列嘉年华式表演节

目。

电话：+44 (0) 20 7480 5353

邮箱：info@medievalbanquet.com

网址：www.medievalbanquet.com

传统酒馆

艾尔伯特酒馆

The Albert Tavern
艾尔伯特是一家建于1864年的大型维多利亚

式酒吧，与英国国会大厦毗邻。该酒吧设有大

巴通道，有130个坐席的餐厅是旅游团队和团

体活动的理想场所。

电话：+44 (0) 20 7222 5577

邮箱：guest.service@spiritpubcompany.com

网址：www.taylor-walker.co.uk

狄更斯酒家

The Dickens Inn
建于一个经过改建的17世纪仓库内，狄更斯

酒家是最著名的水上酒吧之一。最近，该酒吧

新增了宴会套间， 可为各式聚会提供能够容

纳144人的场地租用服务。可提供对外活动场

地租用服务。

电话：+44 (0) 20 7488 2208

邮箱：scott.williams@ssp.uk.com

          dickens.bookings@ssp.uk.com

网址：www.dickensinn.co.uk

威尔士亲王

Prince of Wales
与汉普顿皇宫仅有几步之遥，毗邻泰晤士河及

主线路火车站，该酒吧设有露天平台，并以奢

华食物及饮品著称。如有聚会可提前预定。

电话：+44 (0) 20 8979 5561

邮箱：info@princeofwaleskt8.co.uk

网址：www.princeofwaleskt8.co.uk

潘趣与朱迪

Punch and Judy
该酒吧位于科芬园内，顾客可在品尝新鲜的英

式酒吧食品和高档饮品时，欣赏街头表演。

电话：+44 (0) 20 7379 0923

邮箱：guest.service@spiritpubcompany.com

网址：www.taylor-walker.co.uk

老柴郡乳酪酒馆

Ye Olde Cheshire Cheese
伦敦最古老的酒馆，位于舰队街（Flee t 

Street），在查尔斯二世在位时期重建，该酒

馆以其迷宫式的古老建筑及优质的食物饮品而

著称。

电话：+44 (0) 20 7353 6170

网址：www.samuelsmithsbrewery.co.uk

1. 二星级米其林餐厅
    L'ATELIER de Joel Robuchon

2.橄榄马丁尼
   Dirty Martini

3.伦敦酒馆 
   London pub

寿司桑巴舞餐厅

Sushi Samba

位于伦敦市赫伦（Heron）大厦顶层，以其将

源自日本、秘鲁、巴西的文化、菜肴及音乐进

行混搭的独特风格而著称。

电话：+44 (0) 20 3640 7330

邮箱：reservationslondon@sushisamba.com

网址：www.sushisamba.com

O2体育馆水浒餐厅

Water Margin at The O2

在这家东方餐厅您可享用含铁板烧的定价自助

餐，也可现场点菜，两种选择，不同体验。

电话：+44 (0) 20 8858 4510

邮箱：theo2@watermargin.co.uk

网址：www.watermargin.myzen.co.uk

神枪酒馆

The Gun
神枪酒馆坐落在一家历史悠久的二级建筑内，

以其壮丽的景观、应季菜单和源于优质农场及

附近的Billingsgate海鲜市场的新鲜食物著称

神枪酒馆可为私人聚会和招待酒会等各类活动

提供能容纳400位客人的场地。可对外提供活

动场地租用服务。

电话：+44 (0) 20 7515 5222 

邮箱：jessica@etmgroup.co.uk

          info@thegundocklands.com 

网址：www.thegundocklands.com

。

酒吧

Balls兄弟

Balls Brothers
Balls兄弟在伦敦金融城及伦敦西区拥有数家

高品质酒吧及餐厅，可对外提供活动场地租用

服务。

电话：+44 (0) 20 7407 4301

邮箱：haysgal@ballsbrothers.co.uk 

网址：www.ballsbrothers.co.uk

橄榄马丁尼

Dirty Martini
橄榄马丁尼鸡尾酒酒吧位于伦敦交通博物馆附

近的科芬园露天广场内，该酒吧可提供最多容

纳150名客人的场地，如果人数较少可选择他

们的VIP区域。可对外提供活动场地租用服务

电话：+44 (0) 844 371 2550

邮箱：faye.catchpole@cgrestaurants.com

          dirtymartinicg@cgrestaurants.com

网址：www.dirtymartini.uk.com

深夜伦敦

Late Night London
深夜伦敦的网站包含伦敦所有俱乐部、酒吧、

餐厅的信息，该网站提供聚会筹划服务，并可

在伦敦市区及伦敦西区的大多数高档餐厅、俱

乐部和酒吧享受折扣及聚会套餐服务。可对外

提供活动场地租用服务。

电话：+44 (0) 870 7777 080

邮箱：neil.watts@novusleisure.com

          info@latenightlondon.co.uk

网址：www.latenightlondon.co.uk

。

详细餐饮酒吧目录，请登陆网站。

www.london.cn/travel-trade
www.londonandpartners.com/
convention-bur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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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及
活动服务

通过联络伦敦发展促进署，您可轻松接洽众多

优秀的专业化公司、供应商和业内专家，他们

均在组织休闲旅游和成功商业活动领域拥有丰

富经验和杰出背景。

凭借出色而丰富的旅游景点，伦敦曾被“到到

网”（Tripadvisor中文网站）评为2012年度

最佳旅游目的地，同时伦敦会奖旅游局还斩获

了国际同业排名第一的好成绩。我们将通过充

分挖掘一流旅游规划机构、旅游景点、活动主

办公司与票务代理的专业资源，全力保障您的

伦敦之行顺畅无忧。

目的地管理专家
专业化的旅游目的地管理专家能够有效帮助

您策划一段难忘的伦敦之旅。您是喜欢充满
个性地畅游老式酒馆，还是希望在伦敦ZSL动
物园的帐篷里与野生动物们同宿一晚？如此
特别的行程只有光谱（Spectra）和韦奇伍德
（Wedgewood）等专业机构才能助您梦想
成真，他们将依托在某些线路上享有的资源，
为您营造出无与伦比的独特体验。当然，您还
可以邀请布鲁克格林公司（Brook Green）为
客户安排极具创意的詹姆斯•邦德企业挑战活
动，在游览伦敦的同时开展丰富多彩的团队建
设活动。

在为客户安排旅程的过程中，超级迷你度假公
司（Superbreak Mini-Holidays）、米琪旅
游公司（Miki Travel）和特拉法加旅游公司
（TrafalgarTravel）等旅行社均可为您提供
全方位的帮助。还有许多旅行社可为您安排伦
敦的独家私人访问服务。

您也可以向英中假日集团（China Britain 
Travel Group）寻求建议，该集团是专门开
展中国旅游业务的专业化旅行社，可为您提供
既激动人心又原汁原味的英式体验，例如：温
布尔登的私家幕后之旅，或趣味盎然的伦敦西
岸之夜。

伦敦发展促进署既可协助您为客户提供行程建
议，也可为您推荐入境旅行社和批发商，由他
们为您制定最佳行程安排。

绝妙活动策划
伦敦的活动主办机构拥有强大实力，能够为您
策划组织精彩绝伦的活动，伦敦2012便是最
好的例证，从伦敦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开闭幕式，
到构成文化奥林匹亚的一系列精彩演出和活动，
无不令世人惊叹不已。
伦敦各类活动管理公司能够在一天之内为您提
供形式多样的活动策划方案，既可以是全程的
唱诗班表演，也可以是由毒蛇和骆驼助阵的阿
拉伯式派对。伦敦还是美食家的聚集地，本市的
各大餐饮机构将为您奉献全球最顶级的佳肴。

品质保障
有了伦敦专业机构的帮助，您便可轻松确保客
人从落地开始，全程无忧，尽享旅程。需要兑
换货币的客人可将邮局作为首站：那里不仅可
提供极具竞争力的汇率，而且伦敦的各邮局网
店均不收取任何手续费。
对于喜欢逛免税店的游客，环球蓝联（
 Blue）和最佳免税公司（Premier Tax Free）
定会确保游客的购物之旅物超所值。
如果计划在伦敦举办一场活动，伦敦的活动经
费退税政策定会令您深切感受到在此地举办活
动是英明之选。伦敦发展促进署下属专业机构
BRAL可为您提供相关咨询服务，确定您是否
具备退税资格。欲了解更多详情请访问：
www.londonandpartners.com/
convention-bureau

在伦敦，您还可以联系更多类型的服务机构，
共同保障您为客户安排的行程圆满成功。无论
您需要何种服务，尽可由伦敦发展促进署的工
作人员为您推荐具有相关资质的高品质专业机
构。此外，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网站查询
相关企业名录。

旅游及活动服务机构名录

地接社
安珀萨德旅行社
Ampersand Travel
安珀萨德旅行社可在伦敦和英国境内为您提
供豪华级私人定制旅行服务。服务内容包括：
顶级交通换乘服务、VIP机场登机区接机服务
和英国传统活动门票，例如：英国阿斯科特
赛马会、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和切尔西花展
等。
电话: +44 (0) 20 7819 9770
邮箱：ellie@ampersandtravel.com
网址：www.ampersandtravel.com

英中假日集团
China Britain Travel Group
作为专营中国旅游业务，且规模最大、历史
最长的旅行社，英中假日集团可为ADS旅游
团、商务团组和高端度假游客提供最激动人
心和别具一格的旅游计划。资深而专业的会
奖工作人员可为您定制主题会奖行程方案。
电话：+86 (0) 10 6409 6567 (Beijing)
          +86 (0) 21 6173 5033 (Shanghai)
邮箱：beijing@chinaholidays.com; 
          shanghai@chinaholidays.com
网址：www.hellobritain.cn

欧亚/旅游贸易公司中国部
Euro Asia /Travel Trade China
英国欧亚企业集团是一家知名的出入境旅游
目的地管理服务提供商，主要服务于中国、
英国和爱尔兰的商务与休闲度假团体。
电话: +44 (0) 20 7610 9776
邮箱：hchen@euro-asia.co.uk
网址：www.euro-asia.co.uk

灰线金色之旅
Golden Tours Gray Line
灰线金色之旅伦敦分部成立于1984年，特色
产品包括：马车与火车旅游专线、敞篷观光
巴士、剧院与景点门票、机场换乘服务等。
此外，该社还可提供多条英国郊区游路线。
电话: +44 (0) 20 7233 7030
邮箱：reservations@goldentours.com
网址：www.goldentours.com

普莱米尔旅行社
Premium Tours 
普莱米尔旅行社可提供旧式双层巴士一日游
服务，车上配有中文音频导游讲解设备。此
类巴士还可提供包车服务。
电话：+44 (0) 20 7713 1311 
邮箱：phil.coulter@premiumtours.co.uk
          bookings@premiumtours.co.uk
网址：www.premiumtours.co.uk

光谱旅行社
Spectra
光谱旅行社善于主办员工激励活动、会议和
团队游，可提供众多电影拍摄地的游览服务，
例如：《国王的演讲》、《哈利波特》、
《达芬奇密码》、《烈火战车》、《007系列》
和知名电视剧《唐顿庄园》、《都铎王朝》
和《傲慢与偏见》等等。
电话：+44 (0) 20 8601 2400
邮箱：spectra@spectra-dmc.com
网址：www.spectra-dmc.com

详细旅游及活动服务目录，请登陆网站。
www.london.cn/travel-trade
www.londonandpartners.com/
convention-bureau

对页图: 特拉法加广场北面的国家美术馆
            National Gallery, Trafalgar Square

1.中国宝健公司奖励团塔桥合影
   Incentive Group of Pro-Health China at Tower Bridge

Global

伦敦是全球最受游客喜爱的旅游目的地
和活动主办地。如果您希望为游客提供
激情澎湃而又受益匪浅的旅游体验和行
程安排，伦敦一定可以为您提供无与伦
比的支持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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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特色旅游体验
在伦敦，除了参观著名景点外，您还可以全身心地沉浸其中，尝试参与一项新的活动
或学习一项新的技能，这里仅为您提供几条参考建议。

课程学习

插花学院
Academy of Flowers

尝试在位于伦敦科芬园的插画学院学习插花，
您既可以选择全天一日课程，也可以选择晚间
课程，学习内容涉及不同主题和季节性专题。
电话：+44 (0) 20 7240 6359
邮箱：gillian.wheeler@academyofflowers.com
          fleur.wheeler@academyofflowers.com
网址：www.academyofflowers.com

厨神工作坊
L'Atelier des Chefs
厨神工作坊分别在牛津广场和圣保罗开设两家
分店，每个月开设的烹饪课程多达250节，包
括英国、法国和亚洲菜系的培训，课程均由专
业厨师讲授。
电话：+44 (0) 20 7499 6580
邮箱：tom@atelierdeschefs.co.uk
      　 marie@atelierdeschefs.co.uk
网站：www.atelierdeschefs.co.uk

城市学院
City Academy

城市学院设有歌唱和舞蹈工作室，丰富的表演
类艺术培训主要服务于热衷舞台表演或乐于发
掘自身创造性的商务与休闲游客。
电话：+44 (0) 20 7042 8833
邮箱：mike@city-academy.com
           info@city-academy.com
网站：www.city-academy.com 

旅游观光

鸿雁行动——GPS寻宝游戏
Hunt the Goose GPS treasure hunts

“寻鹅游戏”为游客们提供了参与环伦敦“鸿雁
行动GPS挑战赛”的机会。参与者将在活动中穿
梭于繁忙的街道和高低起伏的绿色公园，从而增
强协作精神，激励团队，奖励员工，营造出一种
趣味盎然的氛围。
电话：+44 (0) 1442 836 220
邮箱：info@huntthegoose.com
网站：www.huntthegoose.co.uk

伦敦福尔摩斯主题游
Sherlock Holmes London Itinerary

福尔摩斯迷将在伦敦的贝克街福尔摩斯博物馆度
过一段快乐时光，此外，还将参观电视系列剧福
尔摩斯的诸多拍摄地点。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london.cn/visit 
www.visitlondon.com

古董鉴赏

克利斯蒂拍卖
Christie's

克利斯蒂拍卖行可提供主动或被动藏品管理综合
服务，从事藏品交易买卖，令珍贵藏品代代相
传。
电话：+44 (0) 20 7839 9060
邮箱：info@christies.com
网址：www.christies.com

苏富比拍卖行
Sotheby's

苏富比拍卖行创建于1744年，可为客户提供遍布
全球的多平台工艺藏品交易服务。您可通过上海
分公司与该行取得联系。
电话：+86 (0) 21 6288 7500
邮箱：jackie.lien@sothebys.com
网址：www.sothebys.com

品味茗茶

唐宁茶庄
Twinings

位于斯特兰德大街（Strand）的唐宁老茶庄及
博物馆已拥有300年销售茶叶的历史，为伦敦
产品种类最丰富的茶叶店。店内可举办品茶活
动，欢迎提前预约。
电话：+44 (0) 20 7353 3511
网址：www.twinings.co.uk

品尝美酒

贝瑞兄弟与鲁德名酒商店
Berry Bros & Rudd
位于圣詹姆斯大街（St. James's Street）的贝
瑞兄弟与鲁德名酒商店是英国历史最悠久的葡
萄酒和其它酒类产品经销商，该店面已拥有
310年的历史，持有为伊丽莎白女王特供的皇
室许可证。午餐或晚餐期间，店内会举办品酒
活动，游客还可通过该店的葡萄酒学校，向五
位葡萄酒大师学习丰富的葡萄酒知识。当然，
最终在店内购买一瓶或一箱上等葡萄酒才算真
正不虚此行。
电话：+44 (0) 20 7022 8973
网址：www.bbr.com

维诺普拉斯酒庄
Vinopolis 

维诺普拉斯酒庄位于伦敦大桥火车站旁边，建
在三个维多利亚风格的大拱门建筑内，于1999
年开业。这里不仅是伦敦首屈一指的品酒体验
区和旅游景点，而且还拥有5个酒吧和餐馆，8
处活动场地，可供私人及企业租用。各地游客
可在这里品尝到100多种独具特色的葡萄酒和
美食佳肴。
电话：+44 (0) 20 7940 8300
邮箱：sales@vinopolis.co.uk
网站：www.vinopolis.co.uk

一月
新年大游行
从伦敦W1区的皮卡迪利街至SW1区的国会广场
www.londonparade.co.uk

德利万邦伦敦船展
伦敦E16区ExCel会展中心
www.londonboatshow.com

伦敦艺术博览会
伦敦N1区商业设计中心
www.londonartfair.co.uk

NBA全球巡回赛
伦敦O2体育馆
www.theo2.co.uk

二月
中国新年庆典
伦敦市中心
www.chinatownlondon.org

伦敦Carole Nash MCN 摩托车展
伦敦E16区ExCeL会展中心 
www.londonmotorcycleshow.com

伦敦时装周末
伦敦WC2区萨摩赛特宫 
www.londonmotorcycleshow.com

伦敦儿童节
伦敦各地
www.london.gov.uk

三月
马勒斯尼沙俄罗斯节
伦敦WC2区特拉法加尔广场
www.maslenitsa.co.uk

美好家居展销会
伦敦SW5区伯爵宫会展中心
www.idealhomeshow.co.uk

圣帕克里克节大游行
从伦敦W1区的格林公园至WC2区的特拉法加广场
www.london.gov.uk

BADA古董及工艺品展销会
伦敦SW3区约克公爵广场
www.bada-antiques-fair.co.uk

四月
牛津剑桥赛艇对抗赛
泰晤士河，从伦敦SW15区的帕特尼至SW14区的牛轭湖
www.theboatrace.org

维珍伦敦马拉松赛
从伦敦SE10区的格林威治至SW1区的购物商场
www.virginlondonmarathon.com

圣乔治日庆典
伦敦WC2区特拉法加广场；4月23日左右
www.london.gov.uk

五月
2014年伦敦现场设计展
伦敦E16区ExCeL会展中心
www.granddesignslive.com

印度锡克教丰收节
特拉法加广场；5月4日
www.london.gov.uk

英格兰足协杯总决赛
伦敦HA9区温布利体育场
www.wembleystadium.com

年度主要活动一览
每年在伦敦举办的各类活动总是令人应接不暇，感受精彩伦敦，以下活动不容错过。关
于活动的最新信息，请访问www.london.cn/visit查看活动日历。

皇家园艺学会切尔西花卉展
伦敦SW3区切尔西皇家医院西南街
www.rhs.org.uk

六月
伦敦西区剧院现场演出节
伦敦WC2区特拉法加广场
www.westendlive.co.uk

公园趣味马球赛
伦敦SW6区赫灵汉姆公园
www.polointheparklondon.com

伦敦珠宝周
www.jewelleryweek.com

英国皇家爱斯科赛马会
伦敦SL5区爱斯科赛马场
www.ascot.co.uk

舌尖上的伦敦
伦敦SL5区摄政公园
www.tastefestivals.com/london

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 
伦敦SW19区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
www.wimbledon.org

伦敦古董、艺术及设计大师展
伦敦SW3区切尔西皇家医院
www.masterpiecefair.com

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夏季展
6月-8月
www.royalacademy.org.uk

七月
汉普顿宫花卉展
www.rhs.org.uk

逍遥音乐会
7月-9月
www.bbc.co.uk/proms

八月
伦敦自行车赛
从伦敦E20区的伊丽莎白女王奥林匹克公园出发，穿越整个伦敦
www.ridelondon.co.uk

白金汉宫夏季开放月
8月-9月
www.royalcollection.org.uk

泰特莱英式橄榄球挑战杯总决赛
伦敦HA9区的温布利体育场
www.rugbyleaguetickets.co.uk

诺丁山嘉年华
伦敦诺丁山地区
www.thelondonnottinghillcarnival.com

九月
伦敦市长泰晤士河畔节
www.thamesfestival.org

法茅斯至皇家格林威治桅杆船巡游
www.royalgreenwich.gov.uk/tallships

糕点烘焙展
伦敦SW5区伯爵宫布朗大厅
www.thecakeandbakeshow.co.uk

泰晤士河划船大赛
自伦敦E14的码头区起航
www.greatriverrace.co.uk

伦敦时装周末
伦敦WC2区萨摩赛特宫
www.londonfashionweekend.co.uk

伦敦开放日
www.openhouselondon.org.uk

伦敦设计节
www.londondesignfestival.com

残奥会自由节
www.london.gov.uk

十月
巧克力周
www.chocolateweek.co.uk

伦敦餐厅节
www.londonrestaurantfestival.com

黑人历史月
www.black-history-month.co.uk

斐列兹艺术展
伦敦NW1区摄政公园
www.friezeartfair.com

英国电影协会伦敦电影节
www.bfi.org.uk/lff

国家橄榄球大联盟国际系列赛与粉丝活动
温布利体育场
www.wembleystadium.com

印度排灯节
特拉法加广场
www.london.gov.uk

十一月
市长亲民会
伦敦金融城
www.lordmayorsshow.org

篝火之夜
www.london.cn/visit

巴克莱银行ATP网球世界巡回赛总决赛
伦敦SE10区O2体育馆
www.london.cn/visit

品味圣诞
烟草码头
www.tasteofchristmas.com

冬日仙境
伦敦W1区海德公园；11月-1月
www.hydeparkwinterwonderland.com

十二月
滑冰活动
www.london.cn/visit

英国皇家植物园圣诞节
伦敦TW9区丘园
www.kew.org

挪威国家石油公司网球大师赛
伦敦SW7区皇家艾尔伯特音乐厅
www.statoilmasterstennis.com

除夕夜烟火表演
www.london.gov.uk
www.london.cn/visit

各项活动的具体举办日期与地点，请与主办方进行核实。
未提供举办日期的活动，请您登录www.london.cn/visit
进行查询。

1.厨神工作坊 
   L'Atelier des Chefs

2.伦敦双层巴士
   London double-decker bus

皇家庆典活动详情，请登陆官网 www.royal.gov.uk 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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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希思罗机场
London Heathrow Airport, LHR
电话：+44 (0) 844 335 1801
www.heathrowairport.com

希思罗机场主要负责大部分远程航班以及部分
欧洲和英国国内航班的起降和运营。

乘坐地铁前往伦敦
皮卡迪利线路（The Piccadilly line）将希思罗
五个航站楼与伦敦市中心联结起来。最低单程
票价为5.50英镑（刷牡蛎卡最低票价为3.00英
镑）；运行时间约1小时。
www.tfl.gov.uk/tube

乘坐火车前往伦敦
希思罗特快（Heathrow Express）每小时向伦
敦Paddington火车站发送4趟直达列车。最低单
程票价为20.00英镑，运行时间为15-20分钟。
（交通卡或牡蛎卡无效）
电话：+44 (0) 20 8750 6640
邮箱：heathrowexpresssales@baa.com
www.heathrowexpress.com
希思罗连线（Heathrow Connect）往返于西
伦敦希思罗与Paddington火车站之间，途经五
站，每30分钟发车一趟。最低单程票价为9.50
英镑，运行25分钟。（交通卡或牡蛎卡无效 )
www.heathrowconnect.com

乘坐大巴前往伦敦
国家特快大巴公司（National Express）每小
时向Victoria长途汽车站至少发出一辆长途车。
最低单程票价为6英镑，行车时间为40分钟。
www.nationalexpress.com

乘坐公交车前往伦敦
白天没有通往伦敦市中心的直达公交车。9路夜
班车可抵达Aldwych，途经特拉法加广场和肯
辛顿大街。每20分钟发一趟车，最低单程票价
为2.40英镑（刷牡蛎卡为1.40英镑），行车时
间约1小时5分钟。
www.tfl.gov.uk/buses

交通指南

我们的游客网站 www.london.cn/visit 提

供极有价值的信息源。您只需点击“游客

信息”即可获得有关公共交通的大量信

息，同时，路线规划器还会显示抵达某一

特定旅游胜地的路线。

转至第44-45页查看伦敦地铁、公交及水路

地图。

在这里您将找到有关各种交通方式的详细信息，
包括机场至伦敦市内线路及市内周游线路。

伦敦市内及外围遍布交通网络，无论
是观光还是举办活动，伦敦的交通优
势让一切变得异常便捷。

如何抵达伦敦
如需查看伦敦机场位置图，请参见第44-45

页。

伦敦卢顿机场
London Luton Airport, LTN
电话：+44 (0) 1582 405 100
www.london-luton.com

卢顿机场主要负责欧洲航班与国内航班的起降和
运营。

卢顿机场附近的Parkway火车站与机场航站楼之
间有往返班车，火车票价中已包含该班车费用，
班车行车时间为10分钟。

乘坐火车前往伦敦
首都连线铁路公司（First Capital Connect）每
小时最多向St Pancras International、
Farringdon、City Thameslink方向发出8趟列
车。最低单程票价为13.90英镑，运行时间35分
钟以上。
www.firstcapitalconnect.co.uk
东米德兰铁路公司列车（East Midlands Trains）
定时向St Pancras International国际火车站发
车。最低单程票价为13.90英镑，运行时间23分
钟以上。
www.eastmidlandstrains.co.uk

乘坐大巴前往伦敦
绿线大巴公司（Green Line）每小时最多向
Baker Street、Marble Arch和Victoria方向发
出4趟长途汽车。最低单程票价为10英镑，行车
时间为1小时15分钟。
www.greenline.co.uk
逍遥大巴公司（easyBus）每小时最多向Baker 
Street（1小时10分）、Marble Arch（1小时
20分）和Victoria（1小时20分）方向发出4趟
长途汽车，每小时向Earl's Court发出两趟（1小
时）。最低单程网上预定票价为2英镑。
www.easybus.co.uk

伦敦城市机场
London City Airport, LCY
电话：+44 (0) 20 7646 0088
www.londoncityairport.com

城市机场主要负责欧洲航班与国内航班的起降和
运营。

城市机场在码头轻轨（Docklands Light Railway）
设有专站。最低票价为4.5英镑（刷牡蛎卡最低
票价为2.80英镑）；抵达Bank站需22分钟。

伦敦斯坦斯特德机场
London Stansted Airport, STN
电话：+44 (0) 844 335 1803
www.stanstedairport.com

斯坦斯特德机场主要负责欧洲航班与国内航班的起
降和运营。

乘坐火车前往伦敦
斯坦斯特德特快（Stansted Express）每小时最多
向Liverpool Street发出4趟列车。最低单程票价为
23.40英镑，运行时间45分钟以上。
电话：+44 (0) 845 600 7245
邮箱：customerrelations@greateranglia.co.uk
www.stanstedexpress.com

乘坐大巴伦敦
国家快运公司（National Express）每小时向
Golders Green、Baker Street和Victoria方向发出
3辆长途汽车，每小时最多向Stratford和Liverpool 
Street方向发出两辆长途汽车。最低单程票价为10
英镑。
www.nationalexpress.com
逍遥大巴公司（easyBus）每20-30分钟向Baker 
Street地铁站发一辆车，运行时间为1小时15分钟。
最低单程网上预定票价为2英镑，实时购买票价为
10英镑。
www.easybus.co.uk
特拉视角特快巴士（Terravision Express Shuttle）
每小时最多向Liverpool Street、Victoria长途汽车
站和Stratford方向发出两辆长途车。最低单程票价
为6英镑，55分钟抵达Liverpool Street，1小时15
分钟抵达Victoria，50分钟抵达Stratford。
www.terravision.eu

伦敦盖特威特机场
London Gatwick Airport, LGW
电话：+44 (0) 844 335 1802
www.gatwickairport.com

盖特威特机场主要负责大部分远程航班以及部分
欧洲和英国国内航班的起降和运营。

乘火车前往伦敦
盖特威特特快（Gatwick Express）每小时向Victoria
火车站发出四趟列车，最低单程票价为19.90英镑，
运行时间30分钟。查看发车时间网页。
电话：+44 (0) 845 1722 920
邮箱：customerservices@gatwickexpress.com
www.gatwickexpress.com
南方铁路公司（Southern）每小时向Victoria火
车站发出三趟列车。最低单程票价为14.40英镑，
运行时间约40分钟。
www.southernrailway.com
首都连线铁路公司（First Capital Connect）每小
时向Blackfriars和London Bridge 火车站最多发
出四趟列车。最低单程票价为14.40英镑，运行时
间为35分钟。
www.firstcapitalconnect.co.uk

乘大巴前往伦敦
国家特快大巴公司（National Express Coaches）
每小时向Victoria长途汽车站最多发出两辆长途汽
车。最低单程票价为8英镑，行车时间为1小时30
分钟。
www.nationalexpress.com
逍遥大巴公司（easyBus）每20分钟向Earl's Court
和West Brompton地区发一辆汽车。最低单程网
上预定票价为2英镑，实时票价为10英镑。行车时
间为1小时5分钟。
www.easybus.co.uk

电话：+44 (0) 8432 186 186
邮箱：new.comments@eurostar.com
www.eurostar.com

每天都有从巴黎（2小时15分）和布鲁塞尔（1小时
55分）通往St Pancras International station国际
火车站的列车，与英国国家铁路网（National Rail 
network）和伦敦交通局（Transport for London）
公交车及地铁交通系统相连接。

欧洲之星（Eurostar™）

我们针对旅游消费者的网站
www.london.cn/visit 可以提供
具有实用价值的海量旅游信息。

您也可以
乘坐出租车

往返市内和各大机场
详情可登录机场

网站查询

1.英国航空公司A380客机 
   A British Airways Airbus A380
2.伦敦希思罗机场5航站楼
   London Heathrow Airport Terminal
3.圣潘克拉斯国际火车站驶出欧洲之星
   Eurostar train at St Pancras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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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游伦敦

伦敦拥有庞大的城内交通网和城际运输线连接英
国各大城市，如温莎、牛津、剑桥和爱丁堡，均
可从伦敦搭乘火车或汽车抵达。

出行信息
伦敦交通局（TfL）网站 www.tfl.gov.uk 提供与
伦敦所有交通方式相关的信息，请登陆网站
www.tfl.gov.uk/gettingaround 查询。
出行信息24小时查询电话：
+44 (0) 843 222 1234

伦敦交通局在市内的国王十字车站、尤思顿车站、
皮卡迪里广场车站、希思罗机场、维多利亚站和
利物浦大街站都设有联网出游信息中心。游客可
在这些网点获取所需信息，规划接下来的旅程。
具体地点请登陆下面的网站查询。
www.visitlondon.com/welcome 

行程规划器支持19种语言，是为您计划火车、地
铁、公交或步行最佳出行路线的得力工具。详情
请登陆 www.tfl.gov.uk/journeyplanner 查询。

欲获取更多伦敦景点信息并在线制定旅游路线，
请登陆 www.visitlondon.com/explorer 查询。

地铁
伦敦地铁共有11条线路，以不同颜色区分。多数
线路的运行时间为周一至周六的凌晨5点到午夜
12点30分，周日为7点30至23点30。工作日期
间9点30后乘车，可避开人流高峰期，价格也会
便宜。地铁网分为9个区域，每个区域的收费结
构不同。启程之前，尤其是周末，请查看欲乘线
路在当天是否有线路维修等工程计划。
电话：+44 (0) 843 222 1234
网站：www.tfl.gov.uk/tube

公交
部分线路如8路和11路公交车十分适于沿途观光，
9路和15路在白天都使用马路大师（一种老式双
层巴士）载客。多数公交车的运行时间都是凌晨
5点到午夜12点30，也有一些线路提供24小时服
务。

在伦敦市中心，您必须在上公交车之前到公交车
站的自动售票机便购买车票，票价为2.40英镑；
如果使用牡蛎卡会更便宜一些，仅需1.40英镑。
www.tfl.gov.uk/buses

车票
可通过自动售票机购买单程车票。如果办理牡
蛎卡，几乎乘坐任何交通工具都可享受优惠。
可登录以下网站，提前购买单程车票和交通卡。
www.visitorshop.tfl.gov.uk

牡蛎卡
牡蛎卡是伦敦出行智能卡，无论是乘坐地铁、
公交车、有轨电车、轻轨列车、伦敦地上铁路、
阿联酋航空城市缆车，还是国家铁路列车，牡
蛎卡都是周游伦敦最便宜、最方便的交通卡。

车票类型
牡蛎卡可存储月票（交通卡、公车和有轨电车
票）或者预先充值，实时刷卡支付。该卡可重
复使用。当交通卡、公车或有轨电车月票到期
或余额不足时，可重新添加其它月票或在遍布
伦敦的4,000多家充值网点为牡蛎卡进行充值。
通过随乘随付的车票支付方式，客户可在一天
内尽情游览任何地点，“每日价格上限”是指
客户在一天之内的车票消费如果超出一张“全
天交通通票”的价格，溢价部分将不另再计费。

购买地点
为节省时间，客人可在赶赴伦敦前通过以下网
站购买牡蛎卡，也可于抵达伦敦时，在地铁站
或指定的国家铁路网车站购买。
www.visitlondon.com/oyster

旅游从业人员可通过英国旅游局的官方网店购
买牡蛎卡。
www.visitbritainshop.com

活动组织机构如需为50人以上的团组购买牡蛎
卡，请联系伦敦发展促进署。
邮箱：eventsolutions@londonandpartners.com

请至少于预计抵达伦敦的前两个月提出购买申
请。

码头轻轨
码头轻轨途经Bank、Tower Gateway、
Docklands和Greenwich。运行时间为周一至周
六的凌晨5点30到午夜12点30，周日为早上7点
到晚上23点30。上车前买票，可刷交通卡和牡蛎
卡。
www.tfl.gov.uk/dlr

国家铁路网
火车的好处在于它可以到达地铁线路未覆盖区域。
伦敦市中心的主要火车站包括尤思顿站、滑铁卢
站、维多利亚站、帕丁顿站、国王十字站、圣潘
克拉斯国际火车站、伦敦桥站、利物浦大街以及
查林十字站。目前新增了高速列车（原名为“标
枪列车”），仅需7分钟即可从圣潘克拉斯国家
火车站抵达斯特拉特福德国际火车站。
注：如果通过网络提前预定，英国境内的大部分
火车票价都可优惠。致电：+44 (0) 20 7278 
5240或+44 (0) 8457 484 950。
www.nationalrail.co.uk
www.thetrainline.com

长途汽车
维多利亚长途汽车站负责运营前往英国各地及国
际目的地的长途汽车服务网络。
www.nationalexpress.com
www.eurolines.co.uk
欲了解在伦敦驾驶长途汽车的相关信息和规定，
包括如何停车和收费等，请查看
www.tfl.gov.uk/coaches

水路交通
坐船游览各大旅游胜地的信息，包括价格和路线
等，请查看以下网站，可在泰晤士河沿岸码头候
船登船。
www.visitlondon.com/river
www.tfl.gov.uk/river

阿联酋航空城市缆车
阿联酋航空城市缆车为伦敦城内首条空中缆车，
高度可达90米，乘客可俯瞰伦敦城市风景，获得
独一无二的旅游体验。缆车从氧气体育馆和北格
林威治地铁站附近的阿联酋格林威治半岛站出发，
从泰晤士河上空穿过，最后抵达皇家维多利亚码
头轻轨站和伦敦ExCeL会展中心附近的阿联酋皇
家码头站，全程1.1公里。请登陆以下网站，了
解缆车运行时间和费用信息。 
www.tfl.gov.uk/emiratesairline

计程车
伦敦著名的黑色计程车安全可靠，可以为客人提
供直达目的地服务。计程车黄色车灯亮着时，可
以在街上挥手拦车，或者到指定的计程车候车站
等车。车费采用统一规定价格，所有司机及车辆
都已获得伦敦交通局运行许可。所有计程车都装
有无障碍专用斜坡或者其他无障碍设施，如果有
需要请向司机说明。所有计程车和微型出租车都
免费搭载导盲犬。
www.tfl.gov.uk/pco

微型出租车
所有微型出租车都必须通过电话、邮件或亲自到
公司办公室与授权公司预定。与计程车不同，乘
客不得在街上挥手拦车，微型出租车也不得直接
招揽客人。未经预定的微型出租车是非法、危险
的，而且没有任何保险。使用微型出租车时，请
务必通过授权公司预定，并要求司机确认您的姓
名与目的地，坐在后座，并随身携带电话。如需
预定微型出租车，请登陆以下网站编辑CAB发送
至60385，随后将有两家经伦敦交通局授权的微
型出租车公司的号码发送到您的手机。
www.tfl.gov.uk/findaride
www.tfl.gov.uk/cabwise

城市拥堵费
周一至周五7点到18点（公休假日除外）在伦敦
市中心驾车出行，需缴纳“城市拥堵费”。如预
先缴费或在出行当天缴费，收费标准为每天10英
镑，如在出行的第二天午夜12点前缴费，收费标
准为每天12英镑。如将汽车注册为“拥堵费自动
转账缴费”用户，缴费标准为每天9英镑（每辆
汽车的注册费为10英镑），这样就无需惦记何时
缴费。可以登陆以下网站，在网上缴纳拥堵费和
注册为“拥堵费自动转账缴纳”用户，或者拨打
0845 900 1234，国外用户请拨打+44 (0) 20 
7649 9122。
www.tfl.gov.uk/cc

牡蛎卡的使用
为了确保正确支付地铁、轻轨列车、伦敦地上
铁路及国家铁路网车费，必须在上车和下车时
分别在黄色读卡器上刷一次牡蛎卡。乘坐公交
车和有轨电车时，只需在上车时刷卡即可。欢
迎登陆以下网站，了解牡蛎卡使用的其它信息，
如费用及如何在水路交通、阿联酋航空城市缆
车和国家铁路网列车上使用等，
www.tfl.gov.uk/tickets

绿色伦敦
最环保的城市环游方式是步行或骑自行车。在
过去几年里，伦敦投入了上百万英镑改善自行
车环游城市设施。

如果想在伦敦市中心骑车环游，巴克莱银行自
行车租赁系统可提供便捷服务。只需步行至遍
布市中心的任何一个租赁站，用充值卡或借记
卡租用即可。前半小时免费，之后需按时间支
付使用费用。登录以下网站，了解更多自行车
出行信息。
www.tfl.gov.uk/barclayscyclehire

步行也是欣赏伦敦的绝佳方式。在伦敦中心相
邻地铁站之间行走比乘坐地铁还要快。这也是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好方法。登录以下网站，
了解更多绿色出游方式。
www.visitlondon.com/green

需要地图吗？
伦敦街头随处可见此类（如图）设计醒目的伦
敦指路标识。此类指路标识具有很好的指路引
导功能，请多加留意。请登陆一下网站，了解
更多关于指路标识信息。
www.tfl.gov.uk/legiblelondon

 

1.伦敦地铁
   London Underground

2.巴克莱银行自行车租赁站
   Barclays Cycle Hire

3.阿联酋航空城市缆车
   Emirates Air Line cable car

4.醒目的伦敦指路标识
   Legible London wayfinder

所有价格为本指南2013年11月印刷前的正确适用价格，此后

具体票价可能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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