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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2) 国际知名旅游物业开发和管理集团开发世界高档旅游休闲度假物业的合

作 

World class hotel and holiday resort developer and management company seek Chinese partner 

该酒店管理集团在国际上享有盛名. 有一个发展和管理物业的团队, 经验丰富, 三十多年的客户数据库, 有

现成旅游物业可合作，也可帮助业主的物业增值发展，酒店的外包管理合同.  

实例： 

地处风景如画的英国牛津郡， 国际市场上罕见的五星级酒店，拥抱在自然保护区的绿化带中，是典型英式田

园庄园中, 被 300 多亩(60 多英亩)属于酒店的土地(英式草地和农地)所环绕, 天然错落的酒店环境中有小河

流过(属于酒店产权). 

酒店历史悠久, 部分有六百多年, 古色古香, 深受英国人喜爱的. 英国历史上的著名首相丘吉尔为其常客. 

周围的村庄住着名人政客. 现房 61间的五星级乡村酒店, 酒吧, 餐馆, 小河, 网球场, 农用地约 375 亩产权 

（包括土地永久产权）， 已报建获批, 新增加 6套临河客房, SPA(水疗), 游泳池, 健身房及日光浴房 

被英国知名的物业管理集团于 2010年购买之后, 大力投资, 迅速成为奢侈消费的酒店品牌, 专营婚礼, 上市

公司和大企业董事, 高管会议及到牛津的游客. 被英国旅游协会和汽车协会评为五星级乡村酒店. 价格翻了

百分之百. 酒店的餐厅被授予英国旅游局的质量红花奖(Red Rosette) 

酒店靠近牛津市和牛津大学(15分钟), 旁边是联合国世界遗产境点(英国第四大景点), 世界级品牌购物村

(每年 3 百万游客). 离伦敦只有一小时. 

现在的酒店管理集团的经营模式十分成功. 除在婚礼, 大企业会议活动和培训上成为品牌之外, 利用其独特

优势的大自然环境, 设置和提供在酒店的 300多亩(合 60 多英亩)田园内的各种活动: 垂钓, 阳台, 草地球, 

水疗, 健身, 网球, 蓝球, 散步小道, 排球等活动. 并组织远足, 越野, 寻宝, 访古, 高尔夫等活动. 酒店

离牛津机场不远, 可停私人飞机. 

发展潜力:  规划中尚未报批的 5-10 棟別墅及 300 多亩土地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潜在市场: 酒店在欧洲和世界其他旅游市场, 包括中国大陆来英的游客和购物, 访学(牛津大学和牛津布鲁克

大学),休闲和经商. 

独一性:  被英国奥运会开幕式作为英国国家名片的英国的田园风光举世闻名, 而英国对于环境的保护十分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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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要在绿化带里建一家五星酒店难上加难. 离牛津, 伦敦, 世界文化遗产奢侈品牌购物村不远却享尽英式

香格里拉美景和六百多年文化的浸染。 

(B43) 符合英国和欧洲市场准入标准的汽车和交通测试研发实验室  

Transport Research Laboratory 

英国先进的交通研究实验室。这家实验室成立已超过 75年，在交通创新、对各种交通方式进行实证研究和提

出公正评估等方面居于领先地位。我们的工作涵盖了交通运输的各个方面，从基础设施、道路工程、设施养

护到软件开发、模拟与建模、可持续性、态度与行为等均有涉及。我们还通过自己的工作帮助制定有关运输

性能、车辆技术、安全和保障的国内和国际标准与规范。实验室配备有世界级的检测设施，为我们的工作提

供支撑，这些设施包括试验台、结构与路面测试设备、模拟驾驶设备、噪音与空气质量测量设备、碰撞测试

设备、以及运输设计与操作软件等。我们的目标是在中国开展业务，能够借助自己在交通方面的综合专业知

识，提高中国交通运输业的安全性、降低事故发生率、保护环境以及提高交通运输体系的运行效率。公司的

专业水平获得了世界范围内的认可。 

这家英国实验室已经与中国方面建立了合作，并将寻求在交通领域进行进一步合作和开展业务的机会。 

我们正在寻求与地方政府、应用研究机构以及私营交通经营者和供应商建立合作，寻求在测试、标准、安全

和基础设施等方面 

的交通业机遇的商机。 

(B44) 英国著名学校合作   

Well-known public school 

这家公学总部位于伯克郡。学院下设有许多学校：包括位于本部的预科学校和位于天津的一所新学院，以及

即将在上海开设的一所新学院。 

学院是一所世界一流的优秀学校，在过去 150多年里为历代男生（现在也有女生）提供了杰出的教育。学院

凭借其学术成就跻身于英国顶级的综合（男女同校）寄宿学校之列。预科学校开设有普通中等教育证书

（GCSE）、国际文凭组织的中学课程、高等中学课程（A Levels）和国际预科证书课程等国内和国际课程。 

(B45) 希思罗机场的西线铁路连接项目   

Western Railway Approach to Heathrow airport 

目前希思罗机场的铁路线只有单一向通向伦敦，而未能连接希思罗西部的英国 2千万民众。建议案中的“希

思罗西部铁路连接”项目将使泰晤士谷区到希思罗的路程减少 70%，而此地区是世界上生产力最强劲的地区

之一，每年为英国经济贡献 300亿英镑的收入（占英国经济产出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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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思罗机场年吞吐量为 6700 万人次，但目前没有直接通往英国西

部的铁路交通。“希思罗西部铁路连接”项目需求已经被英国政

府在以系列的铁路工业计划文件中认可。经济效益分析和商业可

行性研究表明此项目技术上可行，乘客需求的确存在。这条铁路

线连接大西部干线，每年可接待 6600 万乘客。在进入连接希思罗

机场 5 号航站楼现有站台的 5千米隧道前的两个平台建设已经完

成。这条路线穿过大面积的农业地，对居民区和商业区干扰较

小。 

该项目符合政府和企业的急需，将减少英国最拥挤的道路 100 万

汽车行车次数，减少碳排放，并支持英国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招商

引资。该项目得到泰晤士谷、南威尔士和英格兰西部当地政府和

商界的支持，泰晤士谷伯克郡当地经济伙伴关系已经被列为他们

的优先交通投资项目。 

建设成本现阶段预计不超过 5亿英镑，回报期有吸引力。此项目

投入要求不高，预计 2017 年可以完成和投入使用，对于私有界的

投资商，是一个有吸引力和高曝光度的项目。 

(B46) 伦敦南部网球学院和建康休闲村经营管理项目   

Tennis Academy and Sport Village 

靠近温布尔顿网球场，通伦敦中心极便利的这个体育培训公司，具有多年经营经验以培养职业网球青年选手

和培训职业选手而知名，曾培养出超过 50名进入世界网球排名 100 名内的选手。是英国草地网球协会的高级

技术中心，是奥大利亚网球队的欧洲培训基地，共有 1万 1千平方米的训练场地面积，全部土地面积共 6英

亩（36亩）。 

有意投资国际网球选手的培训和健康休闲中心的管理中国公司或个人。 

(B47) 创新技术开放中心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孵化器（英国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委

员会国家实验室园区） 

Chinese high-tech business incubator in UK 

英国是经商的理想之地。它为中国的高科技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潜在商机。 

通过英国科学技术设施委员会（STFC）的创新技术开放中心（I-TAC）孵化器，企业能够获得有针对性的世界

先进技术、设备、业务支持并分享位于牛津郡牛津市哈维尔的实验室的流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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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设施委员会在支持高科技企业发展方面有着良好的记录。除了它的创新技术开放中心孵化器以外，

科学技术设施委员会还管理着欧洲航天局和欧洲核子研究委员会在英国的企业孵化中心，并且已经运用其自

有知识产权孵化出了近 20家公司。 

牛津的哈维尔是高科技企业的梦之谷。是英国两大国家级科技园区之一.，这里是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先进科学

家和技术人员之家，他们在这里从事学术研究，开展业务，开发各种各样的创新产品和服务。 

在牛津哈维尔的中心园区，坐落着科学技术设施委员会的卢瑟福·阿普尔顿（Rutherford Appleton）实验

室，一些世界级的先进科研设备正位于此。研究人员正利用这些设备以及科学技术设施委员会位于英国其他

地方的设备，不断推动扩展研究领域，帮助解决工业面临的挑战（详见第 7章）。 

(B48) 环保型无污染生物除油污技术（土地，水体，海洋油污） 

Environment friendly Oil-Spill Clean-up Technology (Land, Water, and Sea) 

我们是这一技术或这一系列独特, 面向产业、政府和最终用户的创新性绿色产品的，除美国和俄罗斯以外的

全球独家代理。 

专门提供陆地或水上漏油清理的环境应急响应服务。这种产品能够对被污染的土壤、地下水和海洋进行

修复和清洁。 

这种产品以天然细菌制成，用来将石油（碳氢化合物）分解成无毒的脂肪蛋白（可以用来喂养鱼类）。

它们并非基因工程产品。 

在美国和俄罗斯，这种技术仅在很小的范围内使用，如加油站和严重的海洋溢油。 

我们诚邀中国的合作伙伴共同开发这一新技术在中国、英国、欧洲和其它市场的潜力。 

清理污染区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产业。对于绿色清洁技术的需求正不断增长。我们的产品新颖、环保且安全。

由于建筑开发企业的需求不断增加，环境修复和清理服务产业也将不断发展壮大。政府面临的压力也在加

大，迫切需要绿色技术和环境清理方案。 

我们寻求的合作方: 已经具备了合格的技术人员和清洁设备、有承办清理合同经验的;中国产品代理; 环境修

复与清理工业公司; 愿意将这一绿色解决方案引入当地以及需要我们提供培训和资源以满足实施要求的政府

机构; 愿意在英国开展业务向中国和其他市场提供这一解决方案的投资者. 

(B49) 英国家具制造商寻找高端家具零售商代理商或经销商 

UK furniture manufacturer seeks agent or distributor already selling to high end furniture 

retailers (SR-DN-T2-120328-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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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成立于 1965年的公司出产几种世界上最好的沙发，为英国和欧洲的高端零售商供货。这家公司的家俱

设计全部来源于经典的英式传统，他们的设计师在英国市场上享有盛名。他们收购了一个高端品牌，为公司

增加了新的产品，使他们的产品外观更具现代感。这也使得他们多年来一直是哈罗德的供应商。 

公司制造的所有家具（包括山毛榉）都使用了最好的材料为框架，对细节的重视是他们一直引以为傲的。纺

织面料则来自欧洲一些最负盛名的纺织厂，这些材料不仅具备完美的品质，使每一件美丽的家俱均给人期待

的豪华感觉。 

他们正在寻找一家配有英语工作人员的代理商或经销商，要求要具有向大城市高端家具零售商进行销售的经

验，对于欧式家具具有鉴赏力，在大城市（尤其是北京和上海）拥有展厅的高端家具零售店集团，且具备从

欧洲采购的经验。 

(B50)寻找中国制造商欲进口起重机的英国公司  

UK company  imports cranes seeks Chinese manufacturer (SR-DN-T3-120330-066) 

这家公司成立于 1975 年，早期业务主要是收购和出售厂房设备。直到现在，它的业务有很大一部分仍然是二

手履带式起重机交易。多年来，这家公司不断发展壮大，已经收购了英国两家主要的起重机制造厂。目前公

司在世界范围内生产和供应零配件，最新的业务拓展是建立了一家起重机租赁企业。目前他们出租起重能力

为 40-250吨的起重机。他们可供出租的起重机组由 RB，NCK，利勃海尔（Liebherr），森尼伯根

（Sennebogen），日立-住友（Hitachi–Sumitomo），神户制钢（Kobelco）和抚挖（Fuwa）等品牌的产品组

成。 

这家公司正寻求从中国进口起重机，因此正在试图与起重机制造厂商建立联系。 

他们所要的起重机的基本数据和价格： 

起重能力 90吨的液压桁架臂履带起重机。起重机必须装配以下部件： 

a) 柴油发动机（美国康明斯牌的优先）， 

b) 牵引式起落架 

c) CE 标志 

2. 不带支臂或平衡重的如上主机。这些机器将由公司配备自己的品牌零部件来完成组装。 

3. 液压可伸缩履带式起重机 

a) 起重能力 30-80吨 



 

UK Business Bulletin (Issue 7) 
英中企业汇刊 （第 7 期） 

 (UK business opportunities)  

（英国企业项目对接机会） 

 
 

 

 

 

 

b) 起重机必须装配有最新型的柴油发动机（美国康明斯牌的优先） 

c) 装配有牵引式起落架的起重机优先 

d) CE 标志 

(B51) 英国高档制服品牌服务公司寻求中国合资   

UK high end uniform brand and service (SR-T0-ST-CD-110700-010) 

英国知名的公司制服品牌公司, 联续五年盈利, 为酒店旅游行业, 奢侈品零售商, 化装品公司和娱乐等行业

提供高级制服.目前不在中国生产，也未在中国销售．寻中国合作伙已入股和共同经营的形式发展在欧洲和中

国的品牌市场.并将其英国服务和经营经验传授给中方合伙人.可考虑长远全盘分步专让英方股权. 

(B52) 全球商业地产公司提供位于伦敦和英国的物业  

Global commercial property company offers properties in London and the UK (SR-LD-021-T3-111124) 

成立时间最久，遍布欧洲、中东、非洲、亚洲和北美与当地合作覆盖面最广的全球独立性顾问公司。我们帮

助亚洲的企业和投资者在英国和欧洲谈判收购高效高规格的商业物业。他们已经为中国置业（Chinese 

Estates）、和记黄埔（Hutchison Whampoa）、丽新发展（Lai Sun Development）、东京银行（Bank of 

Tokyo）、松下（Panasonic）、国民投资公司（Permodalan Nasional Berhad）和班伯里投资（Branbury 

Investments）等企业进行了代理。 

作为在欧洲出售和收购住宅物业的市场领导者，他们销售了伦敦新开发物业中的大部分，包括塔桥一号、海

德公园一号、巴尔的摩码头、切尔西湾等。公司有一个部门协助国际高管们在伦敦内外寻找合适的住宅。还

有一家独立公司为购房者搜寻更广泛的、常常是市场以外的信息，并为获得最优价格进行谈判。 

通过与个人、开发商、投资者、银行和商业住户合作，他们提供一系列代理、投资和专业服务，这些服务得

到了公司内部住宅市场研究部门的支持。他们的其他咨询服务包括建筑物、设施管理、商业房产税、开发与

规划、资产和项目管理、评估、酒店、学生公寓、租户代理、全球企业服务、工作场所可持续性、零售和休

闲物业、工业和物流物业、农村和农业用地等。另一个部门则寻找并评估所有类型的物业，执行资金管理策

略，以使投资组合的收益率最大化。 

(B53)英国中小型企业实业并购和合资企业服务平台   

M&A for SME services (SR-TO-ST-CD-110600-012) 

位于英国伦敦的国际专门服务公司, 具有多至上百家可供投资合作和并购的英国企业的信息渠道. 公司具有

深知英国市场操作及中国投资者和企业的要求的团对, 已物色一批适合于中国投资的中小型实业项目. 



 

UK Business Bulletin (Issue 7) 
英中企业汇刊 （第 7 期） 

 (UK business opportunities)  

（英国企业项目对接机会） 

 
 

 

 

 

 

寻中国合资伙伴在英国设立合资企业, 建立和完善诚信评估及谈判, 促进和支持服务的中小型企业并购和合

资平台. 

(B54) 国际设计集团 

International design group (SR-LD-079-T2-120831) 

这家公司是一家为全球多家重大品牌进行品牌、运输、环境、产品和包装设计的设计集团。从最初的战略和

概念设计一直到为生产进行细节设计，为客户提供创造性的、有效的和创新的设计方案，以帮助提高业绩。

公司在伦敦和中国青岛都设有分部。最近的项目包括为一家全球家电制造商、电信公司和快速消费品品牌产

品的设计。 

.我们的项目还包括为土耳其航空公司设计客舱内饰和地面服务，以及为英国机场集团 5号航站楼设计包

括自助服务在内的所有内部设计。 

我们有兴趣与目前处于以下行业的企业进行接洽：小型电子设备/小型电子产品白色家电业, 快速消费品

包装业, 零售业, 酒店业, 机场, 铁路, 航运业, 航空业, 汽车业 

(B55) 英国护肤产品   

UK Skincare products (SR-SE-073-T2-120531) 

这家公司在 2010年开始开发一系列以植物提取物为关键活性成分的特定皮肤护理和身体护理产品。这家公司

通过英国的保健品店和一家大型零售商的子公司来销售其产品。 

这家公司两个主打产品中的玫瑰果提取物被证明是消除妊娠纹和疤痕的天然活性因子。护肤产品的系列产品

能治疗其他特殊皮肤病。芦荟提取物则是身体护理产品的主要活性成分。 

这些产品是由位于英国和香港的几家实验室合作开发出来的，并在香港生产。 

这家英国公司的规模小，它通过自己的产品系列在英国树立起了品牌声誉；目前正在寻找一家中小型规模的

中国经销商来进行合作，经销商要有兴趣、有能力在中国经营这个品牌，并提高其销量 

(B56) 英国航空、航海港口有业务关系的全球货运代理商   

A Global Freight Forwarder with operations at all UK Air, Sea Ports (SR-SE-076-T2-121022) 

一家与英国所有航空、航海港口以及中国有业务关系的全球货运代理商；寻求需要专业伙伴来满足您货

运需求的公司——进口，出口，公路，速递。 

公司是以希思罗机场为基础建立的，成立 32年以来我们在安全、风险管理和质量方面一直坚持国际公认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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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货运代理标准 DfT，ISO9001，IATA和 FITA认证。无论您是最大的进口商还是刚刚从事出口业，我们都

将深入了解您，提供满足您的需要/预算的方案。我们知道关键的当地见解和关于实际情况的知识至关重要。

这正是我们选择中国代理商作为合作伙伴的原因，我们已经造访中国并在诚实、信任、可靠和尊重的基础上

建立起了人际关系。 

从危险品、机械零件到易腐食品，只要告诉我们您的需求——剩下的就交给我们吧。 

我们提供的服务包括专业包装、在我们的著名仓库里的免费仓储、领事文件、ATA 单证、进口许可申请和保

险。此外，还有专业的白手套服务、项目/展示管理、报关和振动敏感设备等。我们能够处理所有类型的危险

品。为低装载、部分/满装载货物提供小型货车，我们有车辆可以为您运输货物。 

作为一家私营公司，我们为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深感自豪，我们是一支经验丰富、充满活力的团队，以对客户

的要求没有二话的方式来从事复杂的货运工作。我们提供常常为大型跨国公司所忽略的个人服务；只是我们

从不承诺我们做不到的事情. 

(B57) 海外健康保险 

Expatriate health insurance (SR-SE-094-T2-121211) 

这家公司为位于世界各地的海外工作人员提供保险支持，他们愿意与更多的中国外派人员进行对话以帮助为

他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健康服务，无论他们身处何方。 

他们可以为中国合作者提供专家咨询论坛，以回答关于海外健康保险的问题，并对国际医疗保健进行介绍。 

尽管众多企业正开始考虑向海外扩展，但至关重要的是他们没有忘记他们最为重要的资产——他们的员工。

向海外扩展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机会，但也需要周密的规划。考虑向海外扩张的企业应始终确保他们有恰当的

国际私人医疗保险到位，这样员工们才能没有后顾之忧。这家公司 30 年的经验教给了他们很多教训，更重要

的是他们的专家在这方面能够给他们带来多少生死攸关的帮助。 

(B58) 英国礼宾服务商寻找中国合作伙伴   

British event management and hospitality company seek Chinese partner (SR-T3-ST-111103-017) 

地处伦敦的该英国公司专门为公司企业组织礼宾娱乐,运动日, 礼宾专项服务, 派对, 招待酒会, 宴会. 希望

与有需要在英国为客户提供礼宾招待的中国公司和个人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不论是为重要客人安排去伦敦西

区的影剧院，还是去世界著名的圣.安德鲁球场打高尔夫，或是定订到皇家阿斯特赛马场私人包间看赛马，该

公司均可以按要求安排。这家礼宾公司可以为客户，重要的是客户的客人设计、组织和全程负责这些活动。

不管是在商务访问中用自己的个人时间去温布里顿看网球比赛，还是想在一级方程式英国区汽车大赛时组织

在看台上的礼宾活动来招待英国公司客户，我们均可以提供个性化周到服务。我们还提供大型体育赛事的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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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招待服务，包括 2012伦敦奥林匹克。 

我们还提供大型体育赛事的礼宾招待服务，我们可以按你的要求量身定做＂按排独特的礼宾服务项目. 例

如： 

Royal Ascot hospitality 参加皇家阿斯特赛马会 

Interserve and Rowan and Partners Construction Consultants.国际服务和罗文与合伙建筑咨询公司。 

Monaco F1 GP – Knauf.摩纳哥 F1大奖赛——可耐福站  

Football Hospitality观看足球比赛 

Silverstone Driving Day,银石赛道驾驶日 

Top Gear Live hospitality 观看汽车特技现场秀 

Cheltenham Festival Hospitality,参加切尔滕纳姆赛马节  

Chelsea Flower Show hospitality 参加切尔西鲜花展 

 BBC Sports Personality of the Year hospitality 出席 BBC 体坛年度风云人物颁奖礼 

Golf Days 高尔夫日  

British Superbikes,观看英国超级摩托车比赛等等。 

(B59) 英国的商业律师事务所提供的法律服务   

A freight forwarder from Northern England seeks Chinese partners in freight forwarding in 

Shenzhen, Guangzhou, Hong Kong and Chongqing (SR-T2-ST-1111-018) 

这家事务所是一家历史悠久、声誉甚高的律师事务所，在伦敦、牛津、斯温顿和巴思都有办事处，它正在寻

求与需要英国律师的中国企业和个人合作，这些企业和个人需要英国律师帮助他们处理有关以下事项的法律

事务：（1）与现有的英国公司建立新的业务；（2）投资于或收购现有的英国公司；（3）与英国公司订立供

货协议；（4）收购或许可知识产权；（5）购买位于英国的物业用于占有、投资或开发. 

(B60) 英国的物流和货运代理企业寻求中国的货运代理  

A British logistics and freight forwarding agent seeks a Chinese freight forwarder (SR-T3-FT-

NE-110919-007) 

英国英格兰东北部的物流公司, 提供从全球各地到英国和从英国到全球各地的陆, 海和空货物运输服务. 我

们代表英国出口商, 把各种类型的货运物品运到亚洲. 同时, 我们也代表英国进口商, 提供英国海关的结关

手续, 发货, 储仓和送货服务. 

本物流公司是一间正在扩展的公司. 作为发展中的一部份, 我们须要建立在中国的代理以便为我们的出口商

客户和我们的进口供应商客户更好的服务. 我们也很乐意为中国的货运代理公司提供英国的代理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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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英国项目的英国公司名,联络人和联络办法可以从中国贸促会和英国英中企业中心获取: 

Please contact CCPIT (in China) or the BCC LinkToChina head office for the ID and contact 

details: 

 

中国: 中国贸促会信息部 

 

英国: 英中企业中心 
BCC LinkToChina Programme,  
British Chambers of Commerce,  
150 Edinburgh Avenue, Slough, Berkshire, SL1 4SS  

电话: 0044 -1753 870 500  

直线: 0044 -1753 870 571 direct 

传真: 0044 -1753 870 671  

电子邮箱: info@LinkToChina.org.uk  

网页: www.linktochina.org   
 www.linktochina.org.uk 

 

英国 - 英中企业中心 2013年度活动安排 LinkToChina Events 2013 

 

请查看英中企业中心网页: www.LinkToChina.org  

 

关于英中企业对接项目 

 

 参加英中投资项目交流 

 “快速通道”对接服务 

 获得英国招商具体项目材料 

 先知英国企业的兼并机遇 

 英国落地支持 

 享受投资经商服务一条龙 

 成为英国商会会员/合作伙伴 

 政府支持 

 

英中企业对接项目 (Linktochina),直接将英国企业引资项目, 合资项目, 合作意愿具体地,定期地和快速地

转给中国投资者. 亦将中国”走出去”的企业的项目要求和意愿直接转给英方的企业, 形成”英中企业对接

项目”平台. 另设”快速通道”为紧急项目合作开绿灯. 

 

参加对接的项目均为两国商会或贸促会会员或经过商会了解的企业, 形成”信用圈子”, 减少项目对接中的

风险. 

mailto:info@LinkToChina.org.uk
http://www.linktochina.org/
http://www.linktochina.org.uk/
http://www.linktochi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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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商会中的政府机构会员, 服务英中贸易和投资的专业服务会员, 包括银行, 进出口单证, 律师, 会计,企

业注册, 人力资源, 货运, 房地产等将与平台合作, 形成服务一条龙. 

 

英中企业对接项目英国战略合作伙伴企业和政府 

 

泰晤士谷商会集团 Thames Valley Chamber of Commerce 

汇丰银行 HSBC plc 

思劳市政府 Slough Borough Council 

威恳会计师行 Wilkins Kennedy Accountants and Business Advisors 

Blake Lapthorn 律师事务所 

Segro PLC (贸易开发区) 

MEGATREND 大学 Megatrend University 

牛津郡政府 Oxford County Council 

布乐乃尔佛勒思德政府 Bracknell Forest Council 

外汇公司 PURE FX 

英国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基金会 Sciences and Technologies Facilities Counci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