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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沃伊 

"传奇豪华"

萨沃伊是伦敦所有最着名和历史悠久的酒店之一。自1889年开放以来，它一
直是劳伦斯·奥利弗（Laurence Olivier）到披头士乐队（The
Beatles）的各种明星的临时家园。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
和他的内阁也经常在餐厅里发现。豪华的客房结合了最现代化的设施，如古
典，美丽的接触，如穆拉诺玻璃吊灯和大理石地板。每个房间都有自己特殊
的个性化的触感，所以没有两个是相同的。对于最好的历史最好的酒店，萨
伏伊不会让人失望。

 +44 20 7836 4343  www.fairmont.com/savoy-
london/

 savoy@fairmont.com  Strand, 伦敦

 by Rocco Forte Hotels 

布朗酒店 

"精致、奢华"

位于梅菲尔区购物中心附近的布朗酒店，建于1837年，诗人拜仁的随从詹姆
士布朗发现在伦敦的高级酒店并不多，因此就建了这家酒店。因此，布朗酒
店就应运而生。这里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乔治王时代的壁画和带有英式庄园风
味的室内装修。布朗酒店还是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经常出没的地方。阿加莎
克里斯蒂喜欢在这里观察各种各样的客人，构想她的推理小说情节。这里的
房间都配有宽敞大床和羽绒被。你既可以选择标准房，也可以选择豪华套间
。

 +44 20 7493 6020  www.roccofortehotels.co
m/hotels-and-
resorts/browns-hotel/

 reservations.browns@rocc
ofortecollection.com

 33 Albemarle Street,
Mayfair, 伦敦

 by Booking.com 

克拉里奇商店 

"一流的奢侈选择"

克拉里奇商店是伦敦最著名的酒店之一，其精致的奢华氛围使得酒店成为喜
爱奢侈享受的游客的选择。房间的装修风格摆放着众多品味的二十世纪三十
年代的艺术装饰。坐落在梅菲尔广场，这里到达西尾区的剧院，商店和其他
旅游区都十分方便。但是克拉里奇浓厚的传统韵味、旧式的周到服务和有礼
待遇是这家酒店的魅力所在。

 +44 20 7629 8860  www.claridges.co.uk/  reservations@claridges.c
o.uk

 Brook Street, 伦敦

 by Booking.com 

诺 

"梅费尔最好的秘密"

康诺特保留了爱德华美丽的空气，营造出一种类似于住在富丽堂皇的乡间别
墅的感觉。这间酒店装饰有手工簇绒地毯和精美的古董，是一间沉浸在优雅
氛围中的酒店，却毫不费力地融合了现代世界的所有风格。红木楼梯，原始
的油画和手工制作的家具与新的健身房一起轻松地融为一体。所有客房都以
英式乡村风格进行了个别装饰。康诺特的主要吸引力仍然是米其林星级餐厅
。

 +44 20 7499 7070  www.the-connaught.co.uk  info@the-connaught.co.uk  Carlos Place, 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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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ooking.com 

伦敦四季酒店公园巷 

"季节最好"

梅费尔豪华豪华的住宿，他们不能比四季更豪华。最基本的套房配有客厅和
卧室（由法式门隔开），棕榈树，鲜花，冰上香槟，以优雅而温馨的方式装
饰。另外，如果你真的想要飞溅，可以选择一个特殊的套房，如Mayfair套房
，装饰有古董和原创艺术品，并设有一个大理石走廊和一个通往俯瞰汉密尔
顿宫的二楼露台的温室。

 +44 20 7499 0888  www.fourseasons.com/london/  Park Lane, Hamilton Place, 伦敦

 by Booking.com 

45 Park Lane 

"陶醉在多切斯特富裕"

位于海德公园的边缘，由多切斯特收集这个住宿设施是商务或休闲旅客的奢
侈品。 45号公园巷以其所在的街道而命名，拥有设计典雅的室内设计，将艺
术和舒适融为一体。整个酒店由Featurinf装饰艺术风格设计，由纽约知名室
内设计师Thierry Despont设计。这家酒店的45间客房和套房都很宽敞，并享
有海德公园的全景。客人可以在45 Park
Lane餐厅的CUT餐厅品尝美味的高级美食，或在酒吧内的Bar 45放松身心。

 +44 20 7493 4545  www.dorchestercollectio
n.com/en/london/45-park-
lane

 Reservations.45L@dorches
tercollection.com

 45 Park Lane, 伦敦

 by UggBoy♥UggGirl [ PHOTO
// WORLD // TRAVEL ]   

都切斯特酒店 

"高雅、著名"

对于那些商务游客、名人和富裕的游客来说，都切斯特酒店是伦敦最好的酒
店之一。这里的服务很个性化，但又不会让人感到唐突，加上这里的传统英
式奢华，使这里经常到伦敦的旅客感觉像家一样。都切斯特酒店也是很多名
人的所爱，像汤姆克鲁斯和诺尔克华德等。这里的设施也很齐全，水疗中心
、理发店、健身中心和幼儿托管都有。

 +44 20 7319 7102
(Reservations)

 www.thedorchester.com/  information.tdl@dorchest
ercollection.com

 53 Park Lane, 伦敦

 by David Hawgood   

兰斯伯瑞酒店 

"传统英伦奢华"

兰斯伯瑞酒店位于大名鼎鼎的骑士桥附近，对面就是海德公园。这家酒店里
有95间客房，其中43间是套房。酒店的宾客都会被视为住在私人住宅里的荣
誉宾客，都会有私人服务助理来服侍。所有的客房和套房都配有最先进的设
备，这些设备为你提供很多辅助服务，像免费无限地线电话，可以连接美国
和欧洲其他国家、互联网、预定电影、报纸、矿泉水、水果、茶或咖啡，还
有电话闹钟。餐厅让顾客可以感受到现代意大利餐饮体验，品尝最新鲜的当
季食材。好好享受享誉盛名的茶室里的下午茶，茶店有新鲜出炉的圆饼、味
道浓厚的凝结奶油和自制的水果饯，这可是被英国茶叶协会评为“2008英国
最佳下午茶”！

 +44 20 7259 5599  www.lanesborough.com/  info@lanesborough.com  Hyde Park Corner, 伦敦

 by Booking.com 

伦敦圣潘克拉斯铂尔曼酒店 

"别致和迷人"

这家铂尔曼酒店以其豪华而闻名，是豪华连锁店的典型代表。位于卡姆登，
靠近大英博物馆和圣保罗大教堂。这家酒店是商务旅行或度假期间的完美之
选，努力保持高标准，为所有客人提供最好的服务。拥有丰富室内设计的隔
间和隔间是Pullman的商标，而服务仍然毫不费力地完美无暇。这是一家现代
化的精品酒店，它为您呈现了一流的技术和设施。在这个别致的酒店预订自
己的房间，沉迷于提供的盛大款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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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
https://cityseeker.com/zh/london/82-都切斯特酒店
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Lanesborough_Hotel.jpg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2.0/deed.en
https://cityseeker.com/zh/london/1099-兰斯伯瑞酒店
http://www.booking.com/hotel/gb/bernardshawhotel.html
https://cityseeker.com/zh/london/841021-伦敦圣潘克拉斯铂尔曼酒店


 +44 20 7666 9000  www.accorhotels.com/gb/
hotel-5309-pullman-londo
n-st-pancras/index.shtml

 H5309@accor.com  100 - 110 Euston Road,
伦敦

 by MarchieCTID   

The Hoxton 

"快线上的生活"

如果只能走马观花地游览伦敦的话，那居住在这家便捷而实用的市郊宾馆的
话就是不错的选择。这里的舒适客房都配有羽绒被，还有简单早餐，包括酸
奶、果汁和水果。而充满活力的酒馆式餐厅Hoxton Grille则有各种休闲美食
，如牛排等。如果精力充沛的话，还可以到与酒店有约定的Market体育健身
室，就在酒店附近，非常方便。

 +44 20 7550 1000  thehoxton.com/london/sh
oreditch/

 info@hoxtonhotels.com  81 Great Eastern Street,
伦敦

 by Photograph by Mike Peel
(www.mikepeel.net).   

里程碑酒店 

"贵族豪华"

Milestone Hotel酒店位于繁华的肯辛顿大街（High Street
Kensington），坐落在肯辛顿宫（Kensington Palace）对面，酒店的历史可
追溯至19世纪80年代，由两间卧室的豪华公寓，豪华客房和套房组成，均设
计独特。无论您选择传统公主还是狩猎套房，您都会发现自己置身于优雅的
环境之中，融合了高科技设备和无与伦比的服务。里程碑酒店将竭尽全力为
您提供24/7管家服务和款待，让您感觉像皇室。尽情享受浪漫之旅，享受水
疗护理，或在配有司机的宾利游览城市。酒店专门为满足他们的需求量身打
造，让孩子和宠物感到特别。期待只有最好的里程碑！

 +44 20 7917 1000  www.milestonehotel.com/  bookms@rchmail.com  1 Kensington Court, 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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