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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ecting the art of travel
                                            入境訂制 / MICE 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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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中旅集团
CTSHK Groups
1928年成立于香港，国有骨干企业，四大驻

港中资企业之一；并在中国有上百家分支，如

今已成为中国旅游产业链条较为完整、旅游要

素较为齐全、经营规模最大的旅游集团之一；

港中旅集团旗下的香港中旅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集结了港中旅集团内旅游资源和业务的精华，

于1992年11月在香港成立及上市，股票代码

308。港中旅集团在全球14个国家开设20多个

分子公司，包含英中旅,德中旅,美中旅,加中旅,

澳中旅,新西兰中旅,日中旅,韩中旅,港中旅和多

家海外签证中心。 2015港中旅并购英国Kew 

Green集团，掌握旗下包含假日酒店，假日快

捷酒店，皇冠假日酒店，宜必思等44家英国连

锁酒店，为中国游客提供更贴心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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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中旅 CTS Horizons
英国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简称英中旅

(CTS Horizons)，为英国优质品牌旅游企业之

一，成立于1986年，系香港中旅集团(China 

Travel Service Hong Kong Limited /CTSHK)

在英国的海外分社。英中旅长期以来和英国主

流媒体有良好关系，与国内各省旅游局积极开

展合作推广中国的入境目的地和景区，向英国

游客介绍中国特有风土民情与历史文化，设计

推广中国特色旅游线路。随着中国出境旅游蓬

勃发展，依托中旅品牌和当地丰富一手资源，

英中旅以优质服务成为中国游客前往英国旅游

接待的首选。

 英中旅2015成功案例

2015 英国顶级汽车品牌中国VIP媒体访问团

2015 中国环境部高层英国切尔西花展考察团

2015 中国排名第一大学EMBA培训团

2015 政府高层法国培训团

2015 跨国电讯领导品牌英国参访团

2015 英国中资企业考察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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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旅游 / 古堡乡村游 Castle&Countryside
乡村，已成为英国人的灵魂和

血脉。英国人觉得，英格兰的

乡村，以某种方式表现了这个

国家的所有的高贵和永恒。习

大大在英国进行国事访问就被

安排下榻在英国官方别墅契克

斯。走在街道上，几乎看不到

招摇的现代建筑，几百年以前

的古堡或教堂几度维修之后，

仍能看到旧时的模样。路两

旁独门独栋的别墅样式十分古

老，门前花园里鲜花长开不

败，空气里飘散着泥土和植物

的芳香。此种置身乡村美景所

深怀的宁静肃然之心，使得英

国人性格中最牢固的美德和最

纯洁的欢乐由此而生。

英国 10 日深度古堡体验之旅

u深入体验古堡的魅力
全程入住英伦乡村4*/5*古堡特色酒店 

u英国王室皇家城堡教堂参观
西敏寺大教堂 、 白金汉宫、 温莎城堡

u造访英国乡村代表
科茨沃尔德、拜伯里、科姆堡、体验正统英式风情。

u亲临世界奇观、人类遗产的悸动
丘吉尔庄园、罗马古浴场、巨石阵、大本钟、伦敦塔一睹前人伟大的创作。

u英国顶级名校游
造访牛津,圆了多少人心目中的象牙塔之梦?

旅游城市： 伦敦、牛津、科茨沃尔德 

科姆堡、巴斯、温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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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镇田园英格兰风情十日游
跟随港中旅,参加精品团,慢游慢品英伦风

u经典之都
伦敦 曼彻斯特 约克

u古堡采风 - 华威城堡
根据季节安排参观霍华德城堡、达西庄园或丘吉尔庄园—见证英国皇家历史的
变迁更迭,贵族生活之奢华 

u美食体验
古堡英式下午茶,体味英式的优雅与惬意;岛国的海鲜大餐—龙虾面,牛排餐

u特别安排
漫步科斯沃德地区,峰区国家公园感受山水间的诗意浪漫;感受村庄的精致优雅

u知识拓展和学院书香
世界最大的博物馆之—大英博物馆,内藏无数艺术珍宝;曼城工业科技博物馆, 
感受世界顶级学府的书香气氛—剑桥大学城

u时尚购物 追赶时尚潮流
牛津街和邦德街,奥特莱斯购物村,名牌云集之地,一定能找到你的最爱

u舒适程度
行程路线顺畅,没有长途拉车,放慢脚步,尽情的享受英国的魅力

u全程国际连锁酒店
酒店地接社港中旅一条龙品质服务

旅游城市：伦敦、伯明翰、切斯特、

曼彻斯特、峰区国家公园、谢菲尔

德、利兹/约克、剑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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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旅游 / 英伦童话婚礼游 Dream Wedding

英国 10 日英伦童话婚礼游

u探访英国皇室婚宴城堡教堂
西敏寺大教堂、圣保罗大教堂、白金汉宫、温莎城堡

u在古堡里举办属于您的英式婚礼
本地证婚人、牧师、全程摄影、丰盛的婚宴…让美好的一切在此定格

u造访英国乡村代表
科茨沃尔德、拜伯里、科姆堡、体验正统英式风情

u轻松愉快的英国蜜月行
边走边拍，让专业摄影师记录你一路的美好

u亲临著名的结婚胜地－逃婚小镇

哪个女人不想在一生一次的婚

礼上当个公主？英国绝对是

童话婚礼的最佳选择，皇室古

堡，历史悠久的教堂，精美的

庭园景致， 在亲友祝福下王

子向你许下浪漫的承诺...来英

国绝对可以给您公主一般的梦

幻世纪婚礼。

旅游城市： 伦敦、牛津、利兹、约克、

温德米尔湖、逃婚小镇、爱丁堡、剑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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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eam Wedding

主题旅游 / 英超足球游 Viva Football

激情英超8日之旅

u观看两场英超精彩赛事
现场感受球迷的欢呼和粉丝的热情

u著名经典球场俱乐部参观
回顾精彩赛事，参观球员的休息室和更衣室，与球星近距离接触

u看球之余，畅游英格兰各大城市，欣赏美丽景色

来到英国，最不可错过的就是足球，大部分职业足球俱乐部分布在工业革命时期的新型工业城市及周边

地区。伦敦以拥有的俱乐部亦为英伦之最，每一家都有其光辉传承及广大支持者，最具代表性如阿森纳,

托特纳姆热刺和切尔西俱乐部．而曼彻斯特到处弥漫着足球氛围，是球迷们向往的足球胜地。其中，老

特拉福德球场是英超所有俱乐部主场里最漂亮也是最大的球场，这里出了众多的足球巨星，被球迷们称

之为梦剧场。来英国看球，绝对是让足球迷激荡心神的难忘体验。

旅游城市： 伦敦、牛津、比斯特购物

村、斯特拉福-曼彻斯特、曼彻斯特-峰

区、剑桥、温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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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旅游 / 高尔夫圣地游 Classic Golf

英伦10日深度高尔夫之旅

u2016年英国高尔夫公开赛
现场观看2016年英国高尔夫公开赛决赛赛事，激情体验

u挥杆3个不同的公开赛球场
挥杆三个不同的英国公开赛举办球场，享用顶级的尊贵体验。

u 参观英国最大的高尔夫博物馆
深入了解高尔夫的发展历史，收藏你向往已久的特色纪念品

u沿途感受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异域风景和特色魅力

身为高尔夫发源地，苏格兰圣安德鲁斯被誉为“高尔夫的故乡”，圣安德鲁斯皇家&古老高尔夫俱乐部成

为公认的高尔夫规则制定者，而圣安德鲁斯球场奠立球场的设计标准，更是每年公开赛，众世界高手齐聚

较量的场地之一。英中旅专为高尔夫爱好者量身打造的朝圣行程，让您在高尔夫的故乡一显身手。

旅游城市： 伦敦、牛津、比斯特购物

村、温德米尔湖区、格拉斯哥、圣安

德鲁斯、爱丁堡、约克、剑桥、温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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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12 日房车自驾游

u全程自驾驰骋英国
舒适高级的3年内新车，车内设备齐全，每车可容纳2-6人

u夜宿设备齐全的房车营地
安全、舒适、充分供应补给

u别样的旅游体验
更自由、时间更充裕、更高性价比、体验更深入

u造访莎士比亚的故居
斯特拉特福孕育了莎士比亚,秀丽风格更入选英格兰小镇前十名。

u造访英国最美丽的自然风景
温德米尔湖被评为”英国最美丽的自然风景”从未让游客失望。

房车旅行，一个看似浪漫而奢侈的旅游概念，仿佛就在时光的流淌间，经过不断进步演变与配套

市场的逐步完备，从之前的遥不可及成为现在的触手可及。 谁不喜欢公路旅行？要充分欣赏英国

乡间、海岸和城市之美，自驾旅游是最好的方式，你可享受骋驰在最佳道路上的自由感受。请看

我们推荐的路线：

旅游城市： 伦敦、 艾温霍 、 索尔玆

伯里、巴斯、牛津、比斯特购物村、 

斯特拉特福、曼切斯特、温德米尔湖 

、 爱丁堡、约克、剑桥、温莎

主题旅游 / 英伦自驾游 Self  DrivingClassic Go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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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三岛 12 日:英国、爱尔兰、冰岛

u探寻英国的过去与未来
伦敦、巴斯、牛津，哪一个不在历史上留下遗传千年的故事
O2、碎片大厦、千禧桥，英国任然在不断引领现代潮流 

u造访爱尔兰的人文、自然奇观的完美融合
泰坦尼克号博物馆、和平墙、吉尼斯啤酒工厂、巨人堤、宝尔势格庄园
将书本上的一幕幕搬到您的旅途中来

u造访英国顶级私人庄园
特别安排前往宝尔势格庄园,观赏被誉为爱尔兰岛最优美的建筑之一。

u造访都柏林著名的吉尼斯啤酒制作工厂
了解地道吉尼斯啤酒的制作过程,专业品酒师带您品味黑啤的魅力!

u冰岛三日深度游
体会那冰与火的独特魅力:泡温泉、极地冰川以及世界奇观-极光。

主题旅游 / 冬季三岛游( 英国.爱尔兰.冰岛)

Winter Special  / England, Ireland and Iceland

旅游城市： 伦敦、巴斯、牛津、 冰岛

金圈 、 蓝湖温泉、雷克雅未克、贝尔

法斯特、凯里尔立索桥、巨人堤 都柏

林、威克洛、都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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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购物旅游 Shopping  and Fashion

英伦8日贵宾之旅

u追赶英国人的购物潮流
牛津街，邦德街，哈罗德商场，以及比斯特购物村 ， 名牌云集之
地，一定有属于您的最爱。

u英国皇家赛马会
亲临一年一度的英国皇家赛马会，体验英国皇室的尊贵和奢华

u音乐舞台剧和歌剧
多个热播的音乐舞台剧和歌剧等你来欣赏

u追随习大大的脚步，前往曼城俱乐部参观

如果奥运设有购物奖项，英国人定必每一届都能胜出。在英国，购物是一件大事，百货公司和购物中心

已将购物的喜悦提升至完美境界。毫无疑问，伦敦是购物行程的必去城市Selfridges,Harrods,Liberty等，

精美货品琳琅满目。牛津郡的比斯特购物村(Bicester Village)汇集了120多间奢华精品折扣店，以特惠价

格出售世界领先时尚精品、家居品牌的上季商品，更是不可错过的景点之一。

旅游城市： 伦敦、 阿斯科特、牛津、

比斯特购物村、 斯特拉特福、曼切斯

特、剑桥、温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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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高端定制旅游 Bespoke Tailor-made

私人高端定制旅游

u独立成团，时间由您掌控

u专业旅游顾问，提供一对一服务

u针对需求规划路线，您的行程您作主

u丰富在地经验，资源完善

欢迎来信或来电洽询！

針對顧客的特殊度假需求，我們也提供私人高端定制服務，由經驗豐富的專業旅行顾问提供量身打造

的”一对一”式的高品质私人定制旅游。包含旅遊的最佳時間，最佳路線與酒店，甚至是特殊需求的頂

級奢華旅遊，我們都能為您辦到。如果你希望享受兩人世界或家庭同遊，甚至是同好深度旅遊，歡迎來

電洽詢。我們提供的不只是旅遊服務，還有您在英國期間的美好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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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E&公務考察- 国际展览会参展及当地路演

国际旅游交易会 WTM

WTM国际旅游交易会是全球顶级的旅游界盛事，每年十

一月在伦敦举行，聚集各国各地旅游局代表、旅游业精

英企业及行业专业人士。为世界各旅游目的地和旅游代

理商建立交际网络、谈判，甚至签订合作的黄金平台。

伦敦旅游商展会 Destination Show

伦敦旅游商展是英国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旅游展

会，每年一月有来自全球70多个旅游局代表和上百家各

国旅游界领军企业聚集在此。伦敦旅游商展会是英国旅

游代理商寻找新型海外旅游目的地，开拓市场的一个重

要平台。同时也是我们国内的兴起旅游目的地进入英国

市场的最佳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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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E&公務考察- 推介会

海外行销推广

英中旅可以为您量身订制海外行销推广计划，并掌握在

地资源，举办发布会及推广会，各式高端场地可以选

择，如伦敦塔，知名博物馆，高端饭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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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令营&冬令营 Summer Capm& Winter Camp

英伦国际夏令营 & 冬令营

u携英伦百年名校联手打造

u英国三大权威机构 British Council, English UK, ALTO 

   最高级别品质认证

u由富有国际生教学经验的英国教师负责教学

    和照料学生日常生活

u老师均持有 CELTA 资格证

u全英语环境浸入式体验,封闭式学习与

   学以致用的伦敦深度体验

u通过英国圣三一(Trinity)英语⼜⼝语测试(可选)

   出具结业证书和成绩报告单

u欢迎会家长随行,享受英伦亲子时光

我们携英国多家优质传统的寄宿名校打造高端特色的体验式英语系列课程,课程设置重在实践,寓教于乐,

让你的TA全方位尝试体验英伦文化,开拓国际视野,快速提升英语水平和交流能力。课上学习讨论,课下与

英国本土学生和其他世界各地非英语国家学生交流实践。除了上课,TA还可以游览皇室城堡TA,领略剑桥

牛津大学城的风采,学习高尔夫、观看经典话剧、参观哈利波特拍摄现场......让你的 TA在收获朋友和成绩

的同时,体验独具魅力的英伦风情。

夏令营与冬令营分别有一周学习＋3

天游览及二周学习+3天游览的产品可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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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游 Femily Tour

英伦亲子游

u护送孩子安全抵达学校

u周一到周五单独安排游览

u由专人解答参观英国各大名校

u周六到周日与孩子一起参加亲子游览活动

u伦敦投资移民实地考察

此行程为你而设,如果你想陪同孩子来到英国接受纯正英式教育,为孩子了解最前沿的英国留学信息,並和

孩子一起探索英国文化和历史传统。親子遊讓您在孩子享受夏令營或冬令營快樂學習之餘，家長也能瀏

覽感受獨特英倫風光，同時還可對伦敦投资移民做实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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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86 010 85909327
graceliuctsuk@aliyun.com

微信公众号
CTSUK-travel

(英国)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
CTS Horizons

www.ctshorizons.com

英  国

+44 20 3750 1655
+44 20 3750 1652

 +44 20 3750 3157
inbound@ctsuk.com

QQ: 2279835983/3174307607

我们的合作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