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驻英国大使郑泽光曾在 1986-1987 年就读于英国卡迪夫大学法学院。卡

迪夫大学中国学联于 2021 年 7 月致信郑泽光大使，欢迎郑大使赴伦敦履新。7月

23 日，郑大使回复卡迪夫大学中国学联。这封回信不仅是对卡迪夫大学中国留

学生的勉励，更体现了对全体在英中国留学生的关心和期待。希望同学们牢记留

学初心，不负青春韶华，立志以自身所学，为祖国发展和中英友好作出贡献。 

 

卡迪夫大学中国学联： 

    感谢你们热情洋溢的来信，我从信中感受到了拼搏奋进、团结互助、志存高

远、心系祖国的新一代留英学子的精神风貌，感到由衷高兴。我谨向你们，并通

过你们向卡迪夫大学 3500 多名中国学生学者致以诚挚的问候！ 

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

话，专门强调“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希望同学们继续弘扬留学报国

的光荣传统，刻苦学习、练好本领，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为祖国发展、为中英

友好作出积极贡献。     

新冠肺炎疫情再次表明，人类命运相连、休戚与共。不同文化背景和社会制

度的世界各国必须携手合作，才能化危为机、共创未来。教育合作和人文交流是

各国人民着眼未来深化理解、跨越分歧增进共识、分享知识共同创新的重要渠道。

广大留学人员是中外教育文化科技交流与合作的生力军，在后疫情时代、在人类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事业中必将大有可为。 

疫情期间，广大在英留学人员在各校中国学联带领下，守望相助、共克时艰，

同时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促进中英抗疫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看到同学们不仅没

有被疫情打垮，反而逆风飞扬、奋发有为，我十分欣慰。请大家记住，中国驻英

国大使馆、总领馆代表祖国亲人，会永远守护在你们身边，做大家的坚强后盾。 

    我期待疫情结束后，有机会重返卡迪夫以及英国其他地方，同你们和其他在

英留学的兄弟姐妹们面对面交流。当前英国疫情仍不容忽视，请大家切勿掉以轻

心，继续做好自我防护，让自己安心，让家人放心。 

    祝大家平安健康，学业有成！ 

                               

                        中国驻英国大使 郑泽光 

                                                   2021 年 7 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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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学在英伦 

中国驻英国使（领）馆教育处（组）简介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教育处、驻曼彻斯特总领馆教育组、驻贝尔法斯特总领馆

教育组分别负责各自管区内教育相关事务，具体包括：促进中英两国在教育领域

的交流和合作，宣介中国教育发展情况，为中国留学人员及社团提供指导和服务，

协助开展来华留学、汉语推广、教育调研、高层次人才工作等事务，以促进中英

人文交流。驻英国大使馆教育处负责管区包括伦敦、英格兰南部及中部、威尔士

地区、苏格兰，驻曼彻斯特总领馆教育组负责管区主要为曼彻斯特及周边地区， 

驻贝尔法斯特总领馆教育组负责管区为北爱尔兰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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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教育处（组）网站汇集了各类有关中英教育交流与合作信息，及与留英学

生相关的项目申请信息，包括:国家优秀自费生奖学金项目、在海外自费生中选

拔国家公派研究生项目申报信息、国家公派留学人员报到及回国信息、留学回国

人员证明开具、国内单位招聘信息等。新冠疫情期间，驻英使馆教育处开设了全

球首个防疫抗疫专栏，第一时间发布英方疫情防控政策、健康包发放、搭建中国

学生学者联谊会守望互助群等各类重要通知。欢迎广大留学人员经常浏览相关网

站，获取最新实用信息。 

留学人员报到登记信息管理系统请登录:（http://hr.csc.edu.cn/commoner/uklogin）

  

 

 

 

 

 

 

 

中国驻英国各使领馆网站和联系方式：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  

 

地址:49 Portland Place, London W1B 1JL, UK 

网址: http://www.chinese-embassy.org.uk      

领事侨务及中国公民证件：   

办公地址：31 PORTLAND PLACE, LONDON, W1B 1QD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中英节假日除外）上午 9:00-12:00，下午不对外办公  

证件咨询邮箱：zj_uk@mfa.gov.cn 

中国驻英国使馆教育处联系方式:

地址: 50 PORTLAND PLACE，LONDON W1B 1NQ, UK 

电话: （0044）20 76120250 

传真：（0044）20 75804474 

Email：jiaoyuchu@edu-chineseembassy-uk.org 

驻英使馆教育处网站: http://england.lxgz.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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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照咨询专用邮箱：passportlondon31@gmail.com   

领事保护与协助咨询邮箱：lsfw_uk@mfa.gov.cn 

24小时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020-74368294 

中国公民证件服务咨询专线电话：020-72994020 （工作日 09:30-12:00 和 14:00- 

16:30） 

官方微信公众号： 

 

 

 

 

 

 

·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 

 

  

 

 

  

 

 

地址:CONSULATE-GENERAL OF P.R. CHINA IN BELFAST，75-77 MALONE 

ROAD, BELFAST, NORTHERN IRELAND  

网站: http://belfast.chineseconsulate.org/eng/     

地 址 : DENISON HOUSE, 71 DENISON ROAD, RUSHOLME, MANCHESTER 

M14 5RX, UNITED KINGDOM 

联系方式：chinaconsul_man_uk@mfa.gov.cn 

网址：http://manchester.chineseconsulate.org/chn/

·中国驻贝尔法斯特总领事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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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55 Corstorphine Road. Edinburgh EH12 5QG 

中国驻爱丁堡总领馆：+44-131-3374449（24小时领事保护与协助） 

 

 

英国报警、急救电话：999（非紧急情况报警拨打 101） 

外交部全球领保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电话：+86-10-12308或+86-10-59913991 

 

 

 

 

 

 

 

 

 

 

 

 

领事证件咨询电话：（0）7745881538 

领事证件咨询邮箱：visainfo2018cn@gmail.com 

领事保护热线：0044-7895306461 

领侨事务电子邮箱：chinacnbft@gmail.com

·中国驻爱丁堡总领事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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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 疫情期间特殊注意事项 

一、留英须知  

（一）时刻关注疫情信息 

由于英国疫情数据及相关政策时刻在变动，同学们可根据指南中提供的网址

及其他官方媒体渠道自行查阅有关信息。 

各类相关信息可查阅以下网站（包括但不限于）： 

BBC News：https://www.bbc.co.uk/news 

英国政府网站：https://www.gov.uk/ 

NHS 官网：https://111.nhs.uk/covid-19/ 

中国领事服务网：http://cs.mfa.gov.cn/gyls/lsgz/ztzl/lsbhyfwyjzx/  

中国驻英国使（领）馆官网：http://www.chinese-embassy.org.uk/chn/  

中国驻英使馆教育处官网: http://england.lxgz.org.cn/ 

（二）认真做好防疫措施 

同学们应在知晓最新英国疫情及政策等相关信息，充分了解可能会面临的困

难并提前做好面对困难的准备后，赴英留学。 

1. 去往英国前，尽量在国内接种完疫苗并携带旅程中足够的防疫物资。 

2. 牢记我国领事保护热线 12308 等，可用于困难情况拨打的联系方式，以

免不时之需。 

（三）如遇问题如何处理 

如果感染了冠状病毒 （COVID-19），如何在家照顾自己： 

1. 出现高温：多喝水，或服用扑热息痛 paracetamol或布洛芬 ibuprofen； 

2. 出现咳嗽：避免仰卧，尽量侧卧或坐直；或喝蜂蜜水； 

3. 联系 NHS 的志愿者，他们可以帮助你采购物资或者是药品； 

联系方式： 

1. 致电 0808 196 3646 (8am to 8pm, 7 days a week). 

2. 登录网站 https://nhsvolunteerresponders.org.uk/services#_ga=2.25563454. 

2036239927. 1611582141-504823594.1602869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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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出现以下情况，请向 NHS 111寻求建议： 

1. 你逐渐感觉更不舒服或更喘不过气来 

2. 站起来或走动时呼吸困难 

3. 你感到非常虚弱、疼痛或疲倦 

4. 你在颤抖 

5. 你已经没胃口了 

6. 你无法照顾自己 

7. 一周后你仍然感觉不适 

联系方式： 

1. 前往 NHS 111 的官方网站，寻求在线帮助 https://111.nhs.uk/covid-19/ 

2. 拨打 111 电话 

如果出现以下情况，请立即前往急诊室或拨打 999： 

1. 你气喘吁吁，在休息的时候连短句都说不出来 

2. 你的呼吸突然变得更糟 

3. 你咳血 

4. 你感到寒冷和出汗，皮肤苍白或有斑点 

5. 你有皮疹，看起来像皮下的小瘀伤或出血，当你把玻璃杯滚过它时不会褪

色 

6. 你崩溃或昏倒 

7. 你感到烦躁、困惑或非常困倦 

8. 你已经停止小便或小便比平时少得多 

9. 登录网站，寻找离你最近的急诊室 https://www.nhs.uk/service-search/other- 

services/Accident-and-emergency-services/LocationSearch/428 

10. Reference link： https://www.nhs.uk/conditions/coronavirus-covid-19/self- 

isolation- and-treatment/how-to-treat-symptoms-at-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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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政策信息可能随时会有调整，更多具体详细内容请查看各地区链接： 

英格兰：https://www.gov.uk/guidance/covid-19-coronavirus-restrictions-what- 

you-can-and-cannot-do  

苏格兰 https://www.gov.scot/coronavirus-covid-19/ 

威尔士 https://gov.wales/coronavirus  

北爱尔兰 https://www.nidirect.gov.uk/campaigns/coronavirus-covid-19  

二、各地区抵英隔离政策 

如果您正计划前往英国读书或生活，请务必查阅最新的旅行和入境政策，并

与您的大学保持联系。 

英 格 兰 https://www.gov.uk/uk-border-control?step-by-step-nav=8c0c7b83- 

5e0b-4bed-9121-1c394e2f96f3  

苏格兰 https://www.gov.scot/news/levels-and-travel-restrictions-update/  

威尔士 https://gov.wales/coronavirus-travel  

北 爱 尔 兰 https://www.nidirect.gov.uk/information-and-services/coronavirus- 

covid-19/travel-advice-and-guidance  

三、入境前需完成的各项准备工作 

入境英国 

 
 

1. 填写信息：入境英国的同学均需在抵达英国前 48小时线上填写入境登记

表（Passenger Locator Form），具体措施参见英国政府网站：https://www.gov.uk/ 

provide-journey-contact-details-before-travel-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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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效护照（最好复印 2-3 份备用） 

 
 

3. 签证（最好复印 2-3 份备用）。目前中国境内的 15 个英国签证申请中

心全部开放，因疫情期间工作堆积的原因以及社交隔离的考虑，申请速度可能较

之前放缓。 

4. 学校录取通知书（Confirmation of Acceptance for Studies, 即 CAS） 或在

读证明。 

5. 资金证明。 

6. 健康证明：《国际旅行健康检查证明书》（小红本）、《国际预防接种证

书》（小黄本）和肺结核证明等。 

7. 住宿证明（英国的租房合同等能证明住所的文件）。 

8. 国内外的毕业证书、成绩单。 

9. 机票（电子行程单）。 

10. 一寸及二寸的白底照片（建议多备防止不备之需）。 

11. 钱：建议大家带一张双币信用卡和 1000-2000 磅的现金。关于现金的数

额，由于国家有明文规定出境不能携带超过 5000 美元的外币，请同学们认真思

考，酌情处理。另外在抵达英国，请同学们尽快预约本地银行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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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入境英国前完成填写工作的具体措施，请查看： 

https://www.gov.uk/uk-border-control  

关于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官网的提醒通知，请查看： 

https://www.fmprc.gov.cn/ce/ceuk/chn/lsfw/lsxz/t1806019.htm  

关于中国公民核酸检测证明申报常见问题的解答，请查看： 

https://hr.cs.mfa.gov.cn/help_two/help-two/h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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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 出发前 

一、行前准备  

（一）防疫物资  

1. 可在飞机上随身携带的个人防疫物品  

■ 电子体温计:如果电子体温计含有锂电池的额定能量不超过 100 Wh 或锂

含量不超过 2 克;在做好防止短路措施的前提下，是可以随身携带乘机的。 

■ 医用口罩、N95口罩  

■ 外科桶帽、浴帽、护目镜、普通防护服、橡胶一次性手套 

■ 对于密封于独立小型包装内的醇类消毒棉片、醇类消毒棉棒和碘伏消毒棉

棒，如果液体已被完全吸收，没有游离液体，且包装完好，旅客因医疗需要必须

在航空旅途中自用时，经安全检查后方可随身携带。 

2. 不可随身携带但是可以托运的个人防疫物品  

■ 免洗洗手液:市面上大多数免洗洗手液均含有高浓度酒精，以达到消毒的

作用，一般浓度在 60%-80% 之间。如果酒精浓度小于 70%，不能随身携带登机， 

可以托运，托运时应放置在零售包装内且每瓶不超过 500 mL。  

■ 水银体温计:将水银体温计放在特定保护盒，包装符合规定，可以托运一

支。  

■ 酒精的体积百分比含量≤70%的消毒湿巾  

医用碘伏通常浓度较低（1%或以下），不能手提或随身携带登机， 但可以

托运，托运时应放置在零售包装内，每瓶不超过 500 mL，允许托运个人自用的

合理数量。 

3. 绝对不可以带上飞机的个人防疫物品  

例如 75 度医用酒精、双氧水消毒液、过氧已酸消毒液、84 消毒液、含氯

消毒片、消毒泡腾片、漂白粉、高锰酸钾消毒片，以及酒精的体积百分比含量>70%

的消毒类产品。  

详情请见中国民航局颁布的《旅客携带个人防护用品安全运输指南》网址：

http://www.icscc.org.cn/upload/file/20200319/20200319105645_6305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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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类物品，可以在入境英国之后来购买。英国市面上的抗菌消毒产品一般

都会标明 Anti-Bacterial（抗菌的）、Sterilising（消毒的）、Disinfectant （消毒

水）等，这类产品在 Boots 和亚马逊上通常都能买到。因此，大家可以去 Boots 

的官网查看离自己最近的店铺，或直接在 Amazon 和 Boots 的网上商店下单。 

 

在购买口罩时，请注意 Medical Face Mask 的标识。如果购买 N95口罩，请注

意 N95口罩标准对应到英国，就是 FFP2 口罩。  

 

 

 

 

 

 

以下为可购买到口罩的购买网址或地址! 

 

 

 

 

 
（更多药品推荐，请查看药品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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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人衣物  

■ 可以准备一些自己常用的的贴身衣物，鞋子等  

■ 英国的品牌选择众多，价格区间广泛，可以带一些自己喜欢的衣物， 日

后可在英国补充采购  

■ 英国日夜温差较大，适宜随身携带一件薄外套  

■ 因为英国下雨时风一般较大，雨伞可酌情考虑，并可根据个人情况携带 一

件带帽子的防水户外冲锋衣或雨衣。  

（三）电脑软件及个人电子资料 

笔记本电脑不管在哪个学校都是经常使用的学

习工具，可以落地后在英国购买笔记本电脑。如果

有专业需求的人，可以在国内购买笔记本电脑带过

来。 同时将重要的电子文档，重要照片和视频等进

行备份，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损失。  

（四）文具用品  

文具用品可在英国购买，例如 WHSmith，或大学内的超市和文具店都可以

买的到，对于专业要求所需的特殊文具用品可以自行携带。  

 

 
 

（五）药品  

一般的药品如消炎药、止痛药、维他命、感冒药、及外伤急救药物可以在一

般药店买到。若不清楚该购买哪种类型的药物，可请教该店的药剂师。英国常见

药店:Bo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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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也可自行准备一些应急的药物带来英国例如胃肠药、感冒药、风油精

等。所有日用品皆可在英国一般商店或者超市购买，建议不必携带大量药品。  

英国对于药品的管控也相当严格，具体请参考： 

https://www.gov.uk/guidance/controlled-drugs-personal-licences 

 
 

在 Home office 发布的常见管制药物清单中，标记了所有禁止携带的药品成 

分，其中不同成分具有不同的管制级别。一般来说 Schedule 1是不允许携带的， 

若携带有 Schedule 2，Schedule 3或者 Schedule 4标记的药品，同学们需要做到:  

■ 证实证明这是医生处方中开给你的药（需要从医生处开证明信，包含你的

名字、你的旅行国和目的国、携带药品的清单包含用药量、剂量和药性强度，和

医生的签名）  

■ 如果你的旅行日期至少 3个月，或者需要携带足够 3个月的药量使用，则

需要拿到许可。申请许可需要提前至少 10 个工作日需要填写申请表连同医生的

处方寄到申请表上的地址。 

具体请参考：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controlled-drugs-list--2/list-of-

most-commonly-encountered-drugs-currently-controlled-under-the-misuse-of-drugs-

legislation  

（六）日常用品  

比较在意烹饪工具功能的同学可以自行携带相关产品。电饭锅一般都可在当

地的中国超市购买，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超市的电饭锅通常价钱较高且功能较少。 

英国也有很多特殊的烹饪工具，如小型的油炸机（mini fryer），慢炖锅（slow cook）

等，但并不一定适合中式烹饪使用，要酌情考虑。如对洗衣皂有需求的同学，可

考虑自行携带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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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个人必需品  

■ 照相机、手机、常用化妆品护肤品等  

■ 转换插头和插线板，相应产品可在国内各大超市或电器城购得，只需说明

是国标转英标插头即可。  

■ 个人证件照 ，建议携带多种尺寸及样式的个人证件照，以备不时之需。  

■ 其他个人常用物品，例如:隐形眼镜/美瞳、片状面膜等。  

以上信息来源: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05507119700870048&wfr=spider&for=pc 

二、办理签证  

 
 

（一）在线申请  

请访问 www.gov.uk/apply-uk-visa 在线提交签证申请表，支付医疗附加费（如

适用）和签证申请费并预约签证申请中心。完成在线申请流程后，您将收到一封

包含有您的申请号码（即“GWF参考号码”）的电子邮件。请记录好这个号码。 

1. 在线填写签证申请表  

您完成在线申请后，需要打印申请表格并签名。签证申请表一经提交便无法

修改所填内容。提交前请检查表格，确保所填信息正确无误。如果填表时无法使

用打印机，可以之后登录并打印申请表。 

2. 预约签证申请中心  

您需要在线预约前往签证申请中心的日期和时间。如果您是 ADS 旅行团成

员或冬/夏令营团组成员，将由您的中介联系签证申请中心安排团组预约。您的

预约日期必须在您完成并提交在线申请表之后的 90 天内。 请访问（VFS Global）

网站 https://ukvisaorigin.vfsglobal.co.uk/cn/zh 获取在中国的 15 家签证申请中心

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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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线支付签证费  

您可以访问签证申请费 https://visa-fees.homeoffice.gov.uk/ 页面查询签证申

请费。您必需使用人民币通过 VISA 或万事达（Mastercard）信用卡或者借记卡

在线支付签证申请费。完成在线支付后，您将收到来自我们的付款提供商 

WorldPay 的确认电子邮件。如果您希望撤签并获得退款，请使用我们的退款申

请表。如果已提交生物信息并且/或者已开始审理您的申请，签证申请费用将不

予退还。  

4. 在线支付医疗附加费 （Health Surcharge）  

申请赴英工作，学习或和家人团聚超过 6 个月的非欧洲经济区公民需要支

付医疗附加费。支付了附加费的申请人可以与英国永久居民享受同等的国家医疗

服务（NHS）。医疗附加费为每年 400 英镑，学生每年 300 英镑，随行家属通

常需要支付和主申请人相同的费用。签证申请人需要预先支付覆盖整个英国签证

有效期的附加费。请使用医疗附加费计算器  https://www.immigration-health- 

surcharge.service.gov.uk/checker/type 计算所需支付的金额。医疗附加费是强制性

要求，申请人必须在递交签证申请前在线支付附加费。在英国以外的地区递交申

请的申请人，如果签证申请被拒签或者行政复审被驳回，已经支付的医疗附加费

将自动退还。  

如果您符合以下条件则可以获得免费的国家医疗服务并且不需要支付医疗

附加费:第二层级公司内部调动申请人或家属;受到本地当局照顾的未满 18 岁的

儿童;英国军队成员的家属;不受出入境管制的其他国家军队成员的家属;北大西

洋公约组织（NATO）或澳大利亚国防部在英国的平民雇员（或其家属）请注意，

您仍需要完成附加费支付流程并获得附加费代码。  

如果您符合以下情况，则不需要支付附加费或获得附加费代码:您申请访问

者签证;您（在海外）申请不超过 6个月的签证;您申请永久居留;您是不受移民控

的外交官或访英武装部队成员;您是享有欧盟条约中规定的权利的欧洲公民的家

属 https://www.gov.uk/apply-for-a-uk-residence-card/elig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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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信息请访问医疗附加费: 

https://www.gov.uk/healthcare-immigration-application  页面获得详细信息。  

（二）前往签证申请中心  

签证申请中心针对特定签证申请类别推出数字化流程，扫描支持材料并发送

至英国签证及移民局。这项新流程将允许部分申请人在签证审理过程中保留其支

持文件。该流程从 2017年 3月底正式开始实施。新流程适用的签证类别:普通和

使用加急服务的第一层级、第二层级和第五层级签证、普通第四层级签证、普通

定居类签证。 所有使用英速签和 24小时超级优先服务的第四层级签证继续提交

纸质申请。 

注意事项:  

为了方便扫描并避免延长在签证申请中心的等待时间，我们建议您按照以 

下指导操作:提交的所有文件需为 A4 尺寸  

请将所有非 A4 尺寸的文件使用 A4 尺寸的纸张进行复印。这也包括您递

交的旧护照页。破损或褶皱严重的文件无法进行扫描，因此请将此类材料使用 

A4 尺寸的纸张进行复印。文件不可使用订书钉或夹子装订。文件不可以压模。  

如多人共享同一份文件，例如，一家人同时申请，请为每位申请人提供一套

完整的复印件。  

用条形码分类纸将不同类型的文件进行分类。例如，资金类文件和英语语言

证明。使用带有操作说明的条形码分类纸将文件进行分类是申请人的责任。  

（三）领取护照  

签证申请受理结束后，您可以选择直接前往签证申请中心领取护照，或支付

额外费用通过快递方式领取。如果您选择亲自取回护照，威孚（VFS Global）将

发电子邮件通知您领取材料的时间。领取时需要携带收据和本人护照复印件。您

可以请他人代领您的材料。代领人领取材料时需出示您签名的委托书、您的收据

以及他们本人的身份证明。  

1. 签证审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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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签证服务需要额外收费并且有使用资格要求。  

2. 拒签  

如果您被拒签将收到我们的拒签信。拒签信会列明您被拒签的理由，并说明

上诉权。如果您被拒绝签发计点积分制系统中的签证，那么您将没有完整的上诉

权，但是您可以申请行政复审。除非您申请计点积分制系统中的签证类别，否则

我们将不会对行政复审的请求给予回复。  

更多内容请访问: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apply-for-a-uk- 

visa-in- china/--2     

（四）生物信息卡  

2015 年 4 月 15 日开始，英国向申请赴英 6个月或更长时间的中国公民实

施生物信息卡政策。 显示完整赴英停留期限的签证将被有效期 30天的临时签证

页代替。申请人需要持该临时签证前往英国并在抵英 10 天内前往指定邮局领取

生物信息卡。生物信息卡是持卡者在英国工作、学习和使用公共服务的凭证。  

请务必在签证申请表中提供准确的英国邮编以及赴英日期。英国签证及移民

局将根据签证申请表上的信息指定邮局和 30天赴英期限。 任何持有生物信息卡

的个人均可在生物信息卡有效期内出入英国。如果您获得临时签证后无法在 30 

天内出行，则必须申请新的临时签证。  

如果您申请持普通访客签证赴英度假，进行短期商务访问或参加短期游学课

程，则不需要生物信息卡。成功获得签证的申请人将收到一封说明抵英后生物信

息卡领取流程的信函。生物信息卡包含您签证的完整有效期和信息，进行国际旅

行时请务必携带。如果不慎遗失或损毁生物信息卡，请立刻通知您的学校并向内

政部报告。内政部会联系您并告知接下来需要采取哪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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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确认携带物品入境英国的要求  

（一）携带食物入境英国规定  

 
 

肉类、牛奶、奶制品、马铃薯或其他动物产品，这几类都不允许携带入境。 

处罚与上诉:如果您从欧盟、列支敦士登、挪威或瑞士以外的国家返回英国，且您

未对禁止入境的食品进行申报，您的食品将会被没收。同时您会面临严重的延迟，

并可能面临罚款与诉讼。如您认为您的物品不应被没收，您可上诉要求赔偿。  

（二）携带商品入境英国规定 

从不同的国家携带物品进入英国有不同的规定，旅客需要在行前详细查阅此

规定。如果您来自以下地区，且仅出于您个人使用的目的，您可由境外携带某些

商品进入英国且无需支付税款或“关税”（报关费）。  

    来自欧盟以外的国家，仅可以携带一定数量产品，且在低于免税配额的情况

下无需支付关税或税款。当您到达英国边境时，您必须向海关报告（申报）任何

的其他产品，以及任何英国禁止入境或限制入境的物品。如果您有需支付的关税

或税款，您需立即支付。  

（三）由欧盟以外的国家入境 

您的免税配额意味着您由欧盟境外可以携带一定数量的仅供您个人使用的

商品，并无需支付关税与税款。  

当您携带商品入境时您必须:自己运输商品，商品为您自己使用或赠送他人

作为礼物。您不得与他人的配额合并以携带超过您个人配额的商品;如果您不满 

17岁，您无法获得酒精与烟草配额。  

1. 酒精配额  

如果超过了您的配额，您需申报超过您的配额的酒精，如果您未进行申报，

您所携带的任何酒精都将被查封。您需为申报的酒精支付消费税与进口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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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携带下列物品：每人只能携带 4升的静葡萄酒（still wine），不能是起

泡酒；16升的啤酒；或者 1升的烈酒（酒精含量超过 22%）；2升的强化葡萄酒

（fortified wine），起泡酒或者其他酒精含量低于 22%的酒精饮品。 

2. 烟草配额  

您可携带以下商品中的一种，200 根香烟、或者 100 根小雪茄、或者 50 根

雪茄、或者 250 克烟草。 

 

请注意:如果超出了您的配额，您需申报超过您的配额的烟草产品——如果

您未进行申报，您所携带的任何烟草产品都将被查封。您需为申报的烟草产品支

付消费税与进口增值税。  

 

3. 其他商品配额  

您可携带其他价值不超过 390 英镑的商品（或者，如果您乘坐私人飞机或

船只入境，商品价值不超过 270 英镑）。如果单一商品的价值超过您的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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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需按其总价值支付关税或税款，而不是仅按照超出配额部分的价值。如果您超

出配额您需为超出配额的物品支付关税。  

4. 进口增值税  

您需按照商品总价值与关税支付增值税。增值税税率为标准英国税率。  

（四）禁止与限制入境商品 

某些商品禁止携带进入英国——此类商品会被海关查封。此类商品如下:  

1. 濒危动植物: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不能将部分濒危动植物带回英国。

这也包括任何由它们制成的产品，包括鱼子酱（任何数量的邮递或超过 125 克在

您的个人行李），象牙，皮革和贝壳。  

2. 管制药品:例如可卡因、海洛因、二亚甲基双氧苯丙胺（摇头丸）、大麻、

巴比妥类药物、苯丙胺与甲基苯丙胺。  

3. 攻击性武器，例如弹簧刀、折叠刀、匕首、腰刀、镖、内藏刀剑的棍棒、 

非金属类暗器）、伪装成日常物品的刀具、指节铜套、喷射筒、警棍以及某些武

术器材。  

4. 其他武器:自卫防身用的喷雾器、电枪等电击设备。  

5. 淫秽物品:如黄色书籍、杂志、电影、视频、DVD 以及软件等。包括:以

儿 童为特色的物品，包含极端暴力内容的物品;以及其他法律规定不得携带进入

英国的色情书刊。  

6. 威胁知识产权的产品:假冒产品、盗版和侵害专利产物如 CD、DVD、服

装、 鞋类与非欧盟国家的名牌商品。  

7. 以下商品同样禁止，但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您获得相关许可或执照，可以

携带进入英国:枪支、爆炸物和弹药，包括可以转换以发射子弹的无弹药或复制

品枪支。仅在具有授权目的或作用的情况下才可进口实际的人造枪支，例如参加

历史重现。仅在具有授权目的或作用的情况下才可进口带有卷刃、长度超过 

50cm 的武士刀，例如参加武术比赛或宗教仪式。  

（五）向海关进行商品申报 

如果您携带的商品出现以下情况，需要向海关申报：携带超过等值 1万欧元

的现金/支票；有要在英国销售的物品；英国海关限制的物品；超过免税限额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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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如果您有物品需要申报，请使用海关红色通道。如果无红色通道，请使用红

点电话向海关申报商品。必须进行申报的物品检查您与您的行李。  

您可能会被要求:支付税款或关税、放弃禁止入境的商品、获得限制性商品的 

文件，例如许可与执照。  

（六）携带违法商品进入英国 

携带被禁止的商品或您未取得必要许可或执照的商品是违法的——如果您

因走私遭逮捕，您将面临严厉的惩罚，包括监禁。因此你需要遵循以下建议。不

携带任何违禁物品进入英国。  

不为他人携带任何物品进入英国。如果您在驾驶，确保您的所有乘客均了解

禁止与限制的商品。如果您使用车辆走私商品，我们将查封您的车辆。不向英国

走私动物。即使是可被驯化的宠物，它可能会携带狂犬病，这会导致灾难性的后

果。  

参考来源请查看: 

https://www.bangli.uk/post/27465    https://www.honglingjin.co.uk/2825.html   

四 、住宿房型的选择  

（一）学生宿舍  

英国学生宿舍一般有学校经营宿舍和非学校经营两种，学校宿舍一般可以在

学校官网进行查询及预定，非学校宿舍可以咨询到大学住宿管理处 

（Accommodation Office）。  

英国的学生宿舍房型介绍: 

1. Studio Room:一般称作单人套房或单间公

寓，提供床、书桌、衣柜、卫生间、浴室、厨房等

设施。有的地方会提供 Deluxe Studio（大型的单人

套房），可以供两人（通常是夫妻）一同居住。  

2. En-suite Room:也称作套间，类似于 Studio, 

每个人有自己的房间，每个房间有自己独立的卫生间和洗澡间。通常 4-8个 En-

suite Room合在一起，称作 Cluster Flat,或 Flat。每个 Flat 有一个公共的门，多人

共用客厅、厨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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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One Bedroom Flat:单一卧室公寓，它与 Studio 的差别为其厨房与卧室是有

墙分开的，因此不会担心油烟影响卧室，但其价格会比 Studio 高一点。  

4. Twin Room/Shared Room:双人间，即两人共享一间寝室，如果不介意私密

性的话不妨考虑一下这种房型。一般而言双人间在所有房型中是最便宜的。  

5. 有的学校会提供 2 Bedroom Unit 的选项，注意这种跟 Twin Room是不一

样的，不是两个人 share 一间寝室而是有各自的卧室，share 厨房和洗手间。  

6. 有些学校提供的 Standard 房型则是在 En-suite 的基础上取消独立的洗手

间，跟厨房一样和其他 Flatmates 公用，价格会介于 Twin Room 和 En-suite之间。  

一般学生宿舍分为网上签约和宿舍接待处签约两种，条约宿舍公司早已写好。 

有些宿舍会提供折扣，签约越早折扣力度越大。至于押金，不是所有宿舍都收取

押金，具体收费情况请参考宿舍官网。学生公寓合同到期前一般会提醒学生搬走

时间和注意事项。  

（二）自行租房  

很多同学觉得宿舍限制太多或者房型不尽如人意会选择和朋友合租或者自

己出来租房。  

自行租房的话一般有几种选择:（注意事项） 

1. 单人 studio、单人公寓、和朋友合租整个公寓、和朋友合租整个 House 或 

自己租单间等。  

2. 但自己租房存在一定的风险，有可能遇到骗子房东（比如支付定金后，房 

东不给钥匙并且消失等）。  

3. 或遇到不良房东，不良二房东（东西坏了不给修、定金不予退还）。  

4. 找中介的话也需要注意中介资质是否齐全（一些不良中介可能会收取高

昂 的中介费用）。  

5. 合租/自租时，室友（邻居）也很重要，大家在挑选室友的时候一定不能

草率。 

Tips:  

英国租房网站有很多，建议大家一定要通过正规中介寻找房源。在私人发布

租房广告的网站上找，安全性会相对难判断。甚至有的中介会明确要求不接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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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或者不能养宠物，这些信息需要大家自己去问中介，看看自己的条件是否符合

租房要求。一定要注意在签合同前，详细阅读合同条款是非常重要的。  

（三）寄宿家庭  

寄宿家庭可以通过学校申请或者自己联系，具体每个学校是否提供合作寄宿

家庭的情况不同，如果你想通过学校联系寄宿家庭的话，可以咨询学校的

International Office获取相关信息。或者可以通过朋友介绍入住寄宿家庭，这种可

能可以找到相对便宜的选择。 

注意:  

申请寄宿家庭可能考察的因素比较多，要看你是否满足申请条件，尤其是对

于直接来读高中的学生以及未成年人，你需要有担保人才行。如果大家选择住在

Home Stay，请在申请时仔细查看要求，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经济损失。另外，

寄宿家庭因为是和英国家庭住在一起，就会有一些家庭里的规矩需要遵守;同时

需要注意在生活方式、饮食习惯和作息时间上的差异都可能会存在。  

以上房屋信息参考来源:  

http://www.chinesejourney2uk.cn/after/2015/rent_dormitory   

五 、常用航空公司介绍 

（一）中国航空公司  

1.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http://www.airchina.com.cn/index.shtml   

2. 国泰航空 

https://www.cathaypacific.com/cx/sc_CN.html   

3. 中国东方航空  

https://uk.ceair.com/zh/?C3VK=246cf1｜   

4. 中国南方航空 

https://www.csair.com/cn/   

（二）英国航空公司  

1. 维珍航空 | Virgin Atlantic Airways  

https://zh.virginatlantic.com/cn/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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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英航 | British Airways  

https://www.britishairways.com/travel/home/public/zh_cn｜   

（三）欧洲航空公司  

1.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 | Lufthansa 

    https://www.lufthansa.com/cn/zh/homepage｜   

2. 法国航空 | Air France 

https://www.airfrance.com.cn/en  

3. 荷兰皇家航空 | KLM Royal Dutch Airlines  

https://www.klm.com/home/cn/cn｜  

4. 芬兰航空 | FINNAIR 

https://www.finnair.com/cn/cn/｜ 

（四）中东航空公司  

1. 阿联酋航空 | Emirates Airlines 

https://www.emirates.com/cn/chinese/  

（五）注意  

疫情期间很多航空公司停航，虽然目前在陆续复航，但航班数量并不算多，

大家选择的时候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购票。另外平时各个航空公司淡季会有

特价票，虽然退改签附加费用高、里程数积累少，但机票本身非常便宜。截止 2021

年 5月，受英国疫情影响，国航、东航、南航均已取消 5月的中英直飞航班。 

维珍航空从 5月 21日起恢复伦敦希思罗机场至香港的客运服务，英航和国

泰航空也已经复航香港，但香港前往中国内地的转机或过境服务仍然暂停，整体

来看中英直飞的航班变数仍然存在。考虑从中国来英国的小伙伴，则可以通过在

阿姆斯特丹、赫尔辛基、法兰克福等地区转机的方式赴英。建议大家提前了解当

地转机场的相关要求。 



全英学联官方微信公众号: CSSAUK    � 网站:cssauk.org.uk         微博：全英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 

 

 29 

第三节 —— 初抵英国 

一、海关入境 

入关文件是在异国他乡唯一能够证明你身份的东西，其重要程度绝不容忽视。

机场海关入境处的工作人员，特别是伦敦西斯罗机场都是非常严格的，切勿存有

侥幸心理。文件证明不全可能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因此出发前，请确认所有入

境所需文件已办理齐全。 

二、入关文件 

■ 已签证的有效护照 

■ 赴英机票 

■ 体检证明：《国际旅行健康证明书》和《国际预防接种证书》（英国机

场海关代理体检服务，如果此项文件实在没有时间办理，可在落地后如实向机场

工作人员反映，他们会安排你去做体检。强烈建议大家做好所有的准备以防万一。） 

■ 学校录取通知书 

■ 经济证明文件：银行存款证明、学费已付的证明（如果提前已经交清或

部分交清学费及住宿费）、经济担保信、奖学金证明  

■ 学位 / 资格证书正本（或者加盖公章的副本） 

■ 在英国住宿的相关文件（只是你在英国有地可去的证明。出关时海关会

要求你填写入境登记卡，一般放置在专门位置以供自取。表格上要求填写包括申

请人自然信息，来英目的以及在英地址等。如果此时还没有分配到学校宿舍，或

打算到英国之后再开始找房子，则可以填写你所要就读的学校的名称。） 

由于中国目前被列入“琥珀色”名单，所以目前入境需要以下文件和信息： 

■ 赴英航班的前 3天之内新冠检测呈阴性的证明，无论您是否注册过疫苗。

（例如：如果您的航班是周五直飞英国，您可以在周三周四做新冠检测并确保可

以在登机前拿到检测报告。如果您的航程中涉及中转航班，请确定可以拿到最后

一程入境英国的航班起飞前 3天内的检测报告。报告可以是纸质文件，也可以是

邮件或短信。如果您没有携带检测报告，可能面临无法入境英国的情况和 500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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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罚款。具体检测报告需要包含的信息详情见：https://www.gov.uk/guidance/ 

coronavirus-covid-19-testing-for-people-travelling-to-england 

■ 预约入境英国后的两次检测（第 2天和第 8天，入境当日为第 0天，4岁

及 4岁以下儿童不需要此检测。 预约网址为：https://www.find-travel-test-provider. 

service.gov.uk/test-type） 

■ 不同地区的入境规则 

苏格兰： https://www.gov.scot/publications/coronavirus-covid-19-international- 

travel-quarantine/ 

威尔士： https://gov.wales/rules-foreign-travel-and-wales-coronavirus-covid-19 

北爱尔兰：  https://www.nidirect.gov.uk/articles/coronavirus-covid-19-travel- 

advice 

■ 填写 Passenger Locator Form  

填写网址： 

https://provide-journey-contact-

details.homeoffice.gov.uk/passengerLocatorFormUserAccountHolderQuestion 

 

三、入境过程 

入境官员和卫生官员会要求出示以上文件，因此请将其放在随身携带的行李

中，以方便取出。入境常问问题包括：去哪里读书，就读什么专业。回答问题时

不必紧张，也不要因为担心英语不好无法交流。只需要用最简单的语言把自己的

情况表达清楚即可，过分紧张反而会引起怀疑。此外，请记得填写入境登记英国

入境卡。流程大可分为五步：办理入境手续、准备入境文件、回答问题、提取行

李、海关检查。 

（一）办理入境手续 

出机场旅客应跟随“Arrivals”（到达）标志牌往入境检查（Immigration Control）

处，循“All Other Passports”（所有其它护照）通道进入英国边境（UK Border）查

验区域，排队办理入境手续。如您扶老携幼或行动不便，可请工作人员协助使用

快速通关通道（Fast Track或 Special Assistance）。边检官员会检查您是否持有效

护照和签证，相关文件是否齐全，如认为有必要，还会对您来英情况（如来英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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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打算停留多久等）进行简单询问。查验完毕后，边检官员通常会在您的护照

上盖章。 

（二）入境所需文件 

下面按入境目的不同列举入境可能需要的文件供您参考。相关文件包括但不

限于以下内容，请以英方要求为准。 

1. 留学：有效护照、签证、资金证明、学校录取通知书（Confirmation of 

Acceptance for Studies，即 CAS）或在读证明、最近的《国际旅行健康证明》、

住宿证明、Passenger Locator Form、新冠检测报告。 

2. 工作：护照、签证、资金证明、最近的《国际旅行健康证明》、住宿证明、

雇佣证明（Certificate of Sponsorship, 即 COS）、

Passenger Locator Form、新冠检测报告。 

3. 访问（旅游）：护照、签证、返程机票、

酒店预订单、最近的《国际旅行健康证明》、旅

行计划（行程安排）、资金证明、Passenger Locator 

Form、新冠检测报告。 

4. 探亲：护照、签证、亲友邀请函、返程机票、最近的《国际旅行健康证明》、

资金证明、住宿证明（提供亲友住址或酒店预订单）。一般来讲，只需提供护照、

邀请函（原件或复印件）即可、Passenger Locator Form、新冠检测报告。 

（三）常规询问问题 

办理入境手续时，边检官员提问使用英语。如您无法用英语交流，可以示意

边检官员，他们可能协调周围旅客帮助或提供翻译。一般来说，边检官员的问题

都与入境目的有关。 

（四）温馨提示 

1. 接受入境检查需要排队，请按秩序通行，

不要插队，也勿阻碍他人正常行进； 

2. 办理入境手续时请勿喧哗、嬉闹、拍照，

不要使用手机； 

3. 如遇边检官员问询，应如实回答，切勿捏

造事实，否则可能被拒入境或遭检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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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不懂英语或不能准确理解边检官员问题，无需紧张，可请同行懂英语的

其他旅客协助，或请求英方提供翻译； 

5. 如果持有效中国护照在入境英国时受阻或

受到不公正对待，首先应保持冷静，尊重边检官员，

并如实说明情况。并注意收集和保存证据，以便日

后通过正当渠道申诉。同时可要求与中国驻英国使

领馆联系。如您不懂英语或不能完全理解边检官员的表述或英方要求签署文件的

内容，应要求英方提供翻译服务，确保准确领会英方信息和文件内容，对不确认

的情况不作认可，不签署不明内容的文件。 

根据国际惯例，即使当事人合法取得一国签证且入境时签证有效，该国也有

权拒绝当事人入境而无需说明理由。因此，中国驻英国使领馆领事官员的交涉并

不能保证您被放行。如交涉未果，您应理智接受英方主管部门的决定。 

（五）提取行李 

办妥入境手续后，您就可以去行李领取区提取托运行李了。这个区域通常有

电子显示屏，根据航班号、出发地显示行李所在的传送带标号，循提示往相应传

送带提取行李即可。如果行李较多，不便拖行，可就近使用机场提供的行李推车

（Trolley）。传送带上通常行李较多，请仔

细辨认，防止拿错，并小心搬运行李。如果

发现行李不齐，可在传送带周围寻找，也可

能因为行李规格超标而被统一发往超标行李

（Oversized Baggage）提取处。如遇此类情况，

可向机场工作人员问询。如行李确有缺失，

应向航班所属航空公司服务柜台反映，并按

要求填写遗失行李登记表（lost luggage form），向航空公司提供可靠的联系方式，

并记下航空公司客服联系方式，以便后续跟进。 

（六）海关检查 

提取行李后，您还须通过海关检查（Customs Control）。英国海关通道分为

红色、绿色和蓝色。有需申报物品者，应走红色通道；自非欧盟国家抵英、没有

需申报物品者，走绿色通道；自欧盟国家抵英、没有需申报物品者，走蓝色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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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携带的物品超过英方有关限额，就必须选择红色通道进行申报。需要注意

的是，即使您选择走非申报通道，海关官员也有可能查验您的行李。如携带违禁

品、超标物品被查获，物品将被罚没，当事人可能遭检控。通过海关后，您就走

完了入境流程，顺利进入英国。 

 

（七）附：英国入境移民官常规询问问题 

在入境时，海关的移民官会用英语进行提问，如果您不会英语，可以示意移

民官，他们将会提供翻译。一般来说，移民官的问题都与入境目的有关。 

留学： 

对于前来英国上学的中国公民，移民官一般的问题为： 

Where do you study? （您在哪里上学？）  

What do you study? （您学习的专业是什么？） 

How long are you going to stay in the UK ? （您打算在英国待多久？根据签证

的期限回答。）  

Where are you going to stay? （ 您 会 住 在 哪 里 ？ 请 回 答

At school’s accommodation或者 rented accommodation, 并提供详细的住址）。 

商务： 

对于来英国进行商务活动的中国公民，移民官的问题一般为： 

What will you do in the UK? （您来英国的目的是什么？请根据商务活动的

实际情况回答）； 

Where are you going to stay?  （您在英国住在哪里？请回答 in the hotel或其

它居住地，并出示酒店预订单等文件）； 

Who will pay for your expenses? （由谁来支付您的开支？请回答 by company

或由英国某公司支付，并出示资金证明和邀请函等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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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驻英使馆教育处留学登记报到 

    在英国正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进修、学术访问、攻读学位，连续居留六个

月以上的留学人员，抵达英国并在所在院校正式注册后，可通过中国驻英国大使

馆教育处官网，或联系曼城总领馆教育处及驻贝尔法斯特总领馆完成登记报到。 

驻英使馆教育处于 2018 年开始启用“留学人员报到登记信息管理系统

（http://hr.csc.edu.cn/commoner/uklogin ）处理在英留学人员国外报到登记等事宜，

旧版“留学生报到登记管理系统（srs.moe.edu.cn）”已停用。 

自 2020年 11月 1日起，教育部取消《留学回国人员证明》。新版管理系统

适用于所有来英自费留学人员、单位/地方公派和中国科学院公派留学人员。 

 

（一）注册流程： 

 

 

在新版管理系统注册，并通过“国外报到”模块登记并提交来英学习或进修的

信息。已在旧版系统注册报到的留学人员，需要登陆新版管理系统，并重新进行

报到。用户名（本人护照号码）和密码不变,如忘记登录密码，可在主页点击“找

回密码”按钮并填写相关信息，进行密码找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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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院公派留学人员进行报到登记后，还需向驻英使馆教育处提交书面

报到材料，有关要求详见“国家公派留学人员办理报到手续须知”。其他类别留学

人员进行报到登记时，无需提交书面报到材料。 

（二）申办证明： 

自 2020年 11月 1日起，取消《留学回国人员证明》。自 2020年 10月 1日

起，驻外使领馆不再受理开具申请。2020年 9月 30日前已提交申请的，驻外使

领馆根据留学人员意愿提供相应服务。已经受理、使领馆开具时间晚于 2020 年

11月 1日的，《留学回国人员证明》仍然有效。 

相关文件： 

教育部关于取消《留学回国人员证明》的公告： 

http://www.edu-chineseembassy-uk.org/publish/portal132/tab6750/info143730.htm  

教育处《启用新版“留学人员报到登记信息管理系统”的通知》： 

http://www.edu-chineseembassy-uk.org/publish/portal132/tab6690/info137710.htm 

 

五、BRP（Biometric Residence Permit）  

对于在英停留时间超过 6个月的中国公民，签证办理成功后会收到一封确认

函和一张允许在英停留 30天的临时签证 Vignette ，就是护照上的签证页，其实

叫做 vignette sticker，是一个入境许可。显示的有效期只是可以入境的日期，到

了英国之后十天内必须领取 BRP 卡，一般是去就近的邮局领取，以后出入境英

国的时候就必须携带并且出示 BRP卡了。 

BRP所呈现的内容： 

个人的 BRP 卡上会呈现卡片持有人的证件照、姓名及重要个人信息、卡片

有效期、卡片签发地和签发时间、所持签证类型、签证包含权益及限制、卡号、

关联持有人的指纹和照片的生物信息芯片和持有人的签名。如果有 NI 的同学卡

片上也会体现你的 National Insurance Number。 

BRP 卡通常用于证明你的身份和证明你有在英国学习或工作以及享受权益

的权利。出入境的时候必须出示，买烟酒刀具这种年龄管制类商品的时候或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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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出示 BRP来证明年龄。由于 BRP卡的重要性以及遗失后补办昂贵并且麻烦，

需要将 BRP卡放在安全的地方妥善保管。 

（一）BRP卡的申请及领取 

一般我们不需要单独申请 BRP卡。签证的的时候会采集必要的生物信息的，

所以签证成功的同时就会获得一张 BRP 卡。收到签证时会给你一张来自移民局

用来告知签证结果的 decision letter，信中会有很多重要的注意事项，请大家一定

要仔细阅读其中内容。 

领取 BRP：大部分同学都是在指定就近邮局（Post Office）领卡，也有的同

学是在自己的学校领取，这种情况学校会给你一个 ACL （Alternative Collection 

Location）code，decision letter 上依然会有领取地点，领取时间和领取方式学校

会另行通知。领取的时候请务必携带有签证页的护照原件和 decision letter。 

如果是在英国续签，续签成功就会获得一张新的 BRP 卡，续签服务分

Standard、Priority 和 Premium，方便性不同价格也会有所不同，主要差别体现在

生物信息收集的流程上，Premium是最方便也最昂贵的选项。 

（二）BRP卡上的信息核对： 

拿到 BRP卡的时候一定要核对一下 BRP卡上的信息是否正确无误以及检查

卡片是否完好。如果卡有损坏或者信息有误，要在 10 天之内进行在线申报，提

供 BRP卡号、姓名、生日、国籍和电子邮箱或寄信地址，Home Office 会在五个

工作日之内发邮件告诉你下一步该怎么做。10 天之内不申报就需要重新申请一

张新卡并且重新缴费。 

申报网址：https://www.gov.uk/biometric-residence-permits/report-problem 

（三）BRP卡的遗失或者损坏： 

首先强烈建议大家妥善保管 BRP 卡，尽量不要遗失，若卡遗失或在境外遗

失，入英国境时会有麻烦。如果卡片弄丢或者损坏，一定要第一时间联系 Home 

Office进行报备，如果你在英国境内，签证卡丢失损坏后的三个月内一定要补办；

如果你的 BRP卡是在英国境外丢的，在持有“Replacement BRP Visa”返英后的一

个月必须进行补办，否则有可能面临 1000镑的高额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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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可以参考政府网站：https://www.gov.uk/biometric-residence-permits/ lost-

stolen-damaged 

申报链接在网页上也有，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操作即可。  

六、警局注册  

 

依照英国外籍人员管理规定，所有来自需登记注册国家列表中的国家或地区，

并打算在英国停留超过六个月的人员，都要在抵英后七日内向英国当地警察局登

记备案。 

如果同学们是在英国境外申请的签证，护照签证页会标明 ‘Police  

registration ’ 或者 ‘Register with police in 7 days of entry’。如果同学们是在英国

境内申请的新签证，Home Office给的信上会标明你需要警局注册。 

首次注册费用为 34 英镑。 

（一）登记前需准备以下材料： 

■ 2 张近期彩色护照尺寸证件照 

■ 护照及护照签证页原件（如果有 BRP卡需携带 BRP卡） 

■ Home Office寄来带有签证结果的确认信 

■ 现场可领到申请表 , 需要填写一份信息完整的 “Foreign Nationals 

Registration”表 

■ 地址证明（学校开具的证明信或银行账单等） 

■ 学校开的学生证明信或录取通知书 

■ 注册费用 34 英镑，请自备零钱，不接受刷卡或找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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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信息 

警局注册将会登记以下信息： 

■ 名字 

■ 性别 

■ 婚姻状况 

■ 生日和出生国家 

■ 国籍 

■ 是否更改过国籍 

■ 英国地址 

■ 英国过往居住过的地址 

■ 到达英国日期、入境地点以及交通方式 

■ 护照和其他有效证件的具体信息 

■ 签证允许和不允许做的事情，比如签证允许的

停留时间 

■ 如果你是学生身份，你所读的学校名字和地址 

■ 如果你是工作签证，雇主的名字和地址 

■ 如果你有公司，公司地址和具体信息 

警察叔叔可能会问你更多地信息，你也有可能会被要求在注册前填写申请表。 

注册地点 

伦敦本地（除 City of London），包括首次进入伦敦地区的同学必须去海外

游客登记处（Overseas Visitors Records Office）进行注册。申请表（OCR Version）

不允许手写，必须打印。伦敦 Overseas Visitors Records Office里没有打印服务，

建议提前打印好。 

地址：323 Borough High Street, London SE1 1JL 

最近地铁站：Northern Line（黑线）上的 Borough 地铁站 

时间：周一至周三，周五 9:00至 16:00 

周四，公众假日和 Bank Holidays 不开门； 

电话：020 7230 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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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伦敦地区的同学，可以询问学校具体在哪里注册。通常，新生周的时候，

大部分学校都会组织一起办理。不同城市警察局注册的申请流程存在差异，很多

学校会为国际学生统一安排注册时间，警察会亲自到学校来收集学生资料。如果

你的学校没有这种服务或是你错过学校统一注册的时间，则须要亲自到当地的警

察局进行注册。开学高峰期警察局注册人流量大，等候时间较长，我们建议大家

在警局工作时间（Google Map上可以查看警局工作时间）内提早前往警局，以确

保在 7天内完成注册。  

当注册资料准备完毕，警察局会签发一份“警察局注册证明”。此证明是个人

信息更新，申请续签的重要文件，请妥善保管。如证明丢失，你可以得到一份替

代资料，此时需要再次补交 34 英镑手续费。 

（二）信息更新 

如果以下信息有任何改变，必须在七天内向警察局报告： 

■ 你的住宿地址有改变 

■ 你中学 / 学院 / 大学或职业有改变 

■ 你的婚姻情况有改变 

■ 你的签证有新的限制条件 

■ 你的护照有更新 

■ 你在英国的续签申请被内务部批准 

当你去警察局更改信息时，一定携带“警察局注

册证明”。除证明丢失以外，更改信息是免费的。如

果你的学校统一安排了警察注册时间，参加学校安

排的警察注册，无需前往警察局。 

特别注意：无论出于任何原因，如果你在抵达英国

或发生任何变更 7 天之内不到警察局备案，都是

很严重的违法行为。你不仅将缺少有力的身份和地址证明，还将面临罚款，刑拘

甚至遣送等严重法律后果。特别是如果你有申请永居的打算，千万注意随时更新

登记你的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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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体检和 NHS 注册  

一般在学校体检的时候，都会向你发放本校校医的注册方式，要求你在指定

时间到指定地点注册你的 GP。GP 是 general practitioners 的缩写。GP 不同于

在医院工作的医生，他们只负责最基本的治疗和提供一些日常保健的建议。但在

英国除非严重受伤、重大疾病或是分娩，很难见到医生，GP 负责你日常所有的

看诊要求。一般来说，普通就诊需要预约，凭医生的处方在当地药店免费领取药

品，并在药店支付相应处方费（每张约 9 英镑）。16周岁以下儿童、孕妇和 65

周岁以上的老人可免交处方费。当你到校医院注册的时候，他们会帮你登记一个

NHS 号码。 

英国的国民健保制度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简称 NHS） 是具有社会福

利性质的公共医疗制度。由于中国不是英国所谓“医疗互惠国”，因此受到一项如

何取得家庭医师的名单限制，即对于来自非英国的“医疗互惠国”的学生，NHS 医

疗服务适用对象只限在英学习课程六个月以上的学生及其眷属。至于居住不满六

个月者，则须自费就医或购买医疗保险。 

留学生在英国留学，GP 注册非常重要，因为享受英国政府的公共医疗保障，

是对人身健康的保证。如果你有不舒服，或是想要延迟考试、迟交论文、不上课

的话，需要到校医院开病假条。但一般校医院都需要提前一到两星期预约。实际

上所有的 GP 都需要预约，除非是极特殊情况下。 

拿到 NHS 注册号之后要妥善保存，你所注册的 GP 的姓名和情况也要有

记录，因为日后如果你毕业转去其他城市，想要重新注册 GP 服务的话，工作人

员都会想你查询过往信息。如果信息遗失也可以重新办理， 但可能会被要求进

行必要的解释。 

注：1.虽然 NHS 看病是免费的（但一些项目，如牙科等并不免费），按处方购

买药物还要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自己付钱。不论药品的实际价值，药店为每张处

方收取一定的费用。 

    2.假如学校已设有健康医疗服务中心，可直接在学校注册，但若因住宿地方

较远，或学校无保健中心，则可在居家附近诊所注册。可以通过询问以下单位获

取 GP 地址信息：宿舍管理办公室、当地保健局、当地社区保健委员会、市民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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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局、药房、邮局及公立图书馆等，而这些单位的电话可于电话簿找到，或到您

住处归属的市政局查询。也可以通过 NHS 网站查询。WWW.NHS.UK 

（一）去学校 HEALTH CENTRE 注册 

需要携带： 

护照和无条件入学 Offer 

申请表格（可在医院领取） 

NHS 号码（如果有的话，新到留学生忽略） 

以前 GP 的详细资料（如果有的话） 

如果学校没有 HEALTH CENTRE，则找离住宿最近的 GP，在 http://www. 

nhs.uk/Pages/homepage.aspx页面输入住址邮编可以找到适合的 GP。 

除上述文件以外还须携带住房证明（学校证明，银行对账单，水电账单等） 

（二）学校出具的 GP 申请信 

诊所的接待员（receptionist） 会请您填写相关表格。接着会安排由护士来替

您做健康检查，基于防治的观念，有时护士会建议相关疫苗的注射等，如果同意，

就会替您填写另一张表格，届时可持此表至指定的医院注射；在完成这些手续后，

会在两周内收到 NHS 医疗卡 （NHS medical card），卡上会有您的医疗号码、

当地家庭医疗服务局（local Family Health Services Authority, FHSA）的名称与地

址，卡的背后有一些重要的信息可供参考，例如一旦无法找到医师可注册时，您

的 FHSA 将有义务提供协助。但是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诊所已经登记了注

册信息，不发医疗卡，实际效果一样，没有什么影响。您的 NHS 号码，要保留

好。最后一点要注意：如果大家搬家的话，需到新居住地区的管辖 GP重新注册。 

（三）到诊所 （surgery） 看病/ 请求出诊（home visits） 

去 GP 就诊时， 通常电话提前预约，但若

遇紧急情况时， 亦可于当日打电话至诊所柜台

表示情况特殊等理由要求看诊，有些诊所的政

策会留一时段以供无法预约却又急需看诊者。

GP 看诊时通常会问及有何问题、症状何时开

始、变化情形及过去有无类似情形等，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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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诊所时， 先整理出与病情可能有关的讯息，以供 GP 参考，

GP 会视情形开立处方签（prescription） 或建议，并提醒您若症

状未获改善的话于多少日内回诊。 

一旦因病情无法至诊所看诊时，您可要求您的 GP 出诊，但

最好于早上十点以前（紧急情况则除外）通知医师并告知症状细

节；但若非诊疗时间，有些诊所会有值班人员，可能就您的病情

提出适当的建议；若病情非常紧急且需立即处理，则

可到医院看急诊。 

NHS 预约期较长，有时甚至超过一个月，所以

一定要有合理的计划。 

 

 

（四）急诊情况 

遇有重大伤害或立即威胁生命的状况时，请速拨 999 叫救护车，并报上姓

名、电话及住址。若当事人仍可自行前往医院的急诊

处，可在急诊服务处挂号，而急诊先后处理顺序依病

情严重性分类，由于服务需求量大，不少人有候诊数

小时的经验。 

（五）转介至专科医师 （Specialist） 

由于 GP 是第一线医师，任何的转介均须从 GP 开始，若 GP 认为患者情

况超出其诊治范围时，会将患者转至相关医院，待一切手续排定后，医院会寄给

您一张通知单、相关的细节及预约时间。从家庭医师转诊到专科医师，等候时间

（Waiting list） 较长。 

（六）口译者 （Interpreter） 的需求 

若就诊时，遇上语言沟通有困难且确需人协助翻译，可向 GP 或专科医师提

出此需求，该位口译者的一切费用会由 NHS 支付，由于英国是一个多元民族 与

文化的国家，因此在一些 NHS 的地区健康医疗机构，也招募并训练这些口译员，

而他们具有替求诊者保密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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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NHS 官方应用软件 

NHS APP 适用于 13岁以上，在 GP 完成注册的人员。 

功能： 

获得关于新冠疫情的指导建议 

重新开具曾开具过的处方 

预约或取消预约 

症状查询、药物史查询、注册器官捐献、查询 NHS 对个人健康记录的分享

情况。如果你所注册的 GP或者医院提供其他服务，大家还有可能可以在线咨询

GP 或者医师，或给他们发送在线留言查看你的预约情况查看医师分享给你的相

关链接等。 

八、通讯  

英国主要的移动通信运营商有 O2、EE、Three、

Vodafone、Giffgaff等。此外，中国移动和电信也开展

了海外业务。英国各大移动运营商提供的服务模式繁

多，总体分为“随充随用”（Pay as you go）和“包月合同”

（Pay monthly）两种模式。 

选定一家运营商的“随充随用”SIM 卡后，只需充值就可立即使用通话、短信

或上网等服务。英国各大超市、便利店及移动运营商营业网点均可买到手机充值

卡，您还可以登录运营商官网进行网上充值。 

此外，也可以通过网上申请方式获取“随充随用”SIM卡。填写地址并支付相

应费用（有时免费）后，通信公司会将 SIM

卡寄给您。目前，很多移动运营商都根据市

场需求推出各类“随充随用”套餐，设计多

种通话时长、短信数量和数据流量的搭配

方式，方便顾客按需选择。需要注意的是，

虽然 SIM 卡通常免费，但由于绑定套餐的 SIM

卡里会预存服务所需的话费，因此需要付款购

买。各通信公司的套餐优惠政策各不相同，而且不时进行调整。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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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考各公司官方网站： 

O2：http://www.o2.co.uk         EE: http://ee.co.uk 

Three: http://www.three.co.uk      Vodafone: http://www.vodafone.co.uk 

giffgaff: http://giffgaff.com 

九、英国银行服务概况  

英国金融体系发展较完备成熟，相应的规定也细致复杂。英国主要银行包括

汇丰银行（HSBC）、劳埃德银行（Lloyds Bank）、巴克莱银行（Barclays）、皇

家苏格兰银行（RBS）等。 

英国的银行通常是周一至五 9:30至 16:30营业。在繁华的商业区，有些大银

行周六、周日也开业几个小时，但公共假日（Bank Holiday）则一律关门停业。

英国的银行账户种类大致可分活期存款账户（current 

account）和定期存款账户（savings account）两种。活期

账户存款利率低，但可随时开支票或提领现金。定期账

户一般不能随时提款，但可以通过网上银行和柜台服务

办理转账。 

学生账户（Student Account）属活期账户的一种，利息较高，一般只有在英

国居住满一年的全日制学生（Full-time Student）才有资格申请。不同银行的学生

账户申请资格会略有不同，可在申请时咨询确认.在

英居留的中国公民、尤其是留学生，可考虑将日常生

活开支存入活期账户，以便随时取用，另将大存款存

入定期账户，以获取较高利息。此外，有需要者也可

考虑办理联名账户（joint account，即两人共有的一

种账户），账户共有者均可提款或存款, 较为便利，

当然也需共同负担包括透支在内的账户债务。 

（一）留学生开户 

留学生在到达学校报到后，大家可以根据需要自行选择银行开户。在确定开

户银行后，可在学校办理一封开户证明信，然后和银行代表约定会面时间，去银

行办理开户事宜。开户时需携带学校开具的入学证明、开户证明信、本人护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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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住址信息。申请人需留意各银行的政策细节，选择适合自身情况的银行开户，

并按要求准备开户申请材料。成功开户后，银行通常会在一到两周内寄来银行卡。

为确保收到银行卡前的这段过渡期生活和学习不受影响，同学们应预留一定现金

备用。 

（二）银行对账单 

在英国，银行每月会向客户邮寄银行对账单。这些对帐单用处十分广泛： 

1.资金证明 

当您需要办理签证等重要事务时，银行对账单是您财产情况的有力证明。很

多国家的签证申请材料要求都包含申请人的银行对账单。 

2.住址证明 

在英国办理驾照、警局注册（如个人情况

发生变化后）、NHS 注册等需要核实住址信

息的手续时，银行对账单可作为有效的住址证

明提交给办理机构。 

（三）转账 

1.英国境内转账 

英国境内转账非常方便，只需要知道对方账户的以下信息:  

（1）对方银行卡上的姓名 

（2）六位的 Sort Code，一般会在银行卡的左下方，形式为 xx-xx-xx 

（3）八位数字的 Account Number 

（4）到款日期 

（5）Payment Reference，这个就是备注让收款人知道钱是来自哪里的 

2.国际汇款业务 

从境外转账到英国，需要提供个人的国际账户（International Bank Account 

Number，缩写为 IBAN）和 SWIFT（也称为 BIC），这些账号通常不会在你的银

行卡上显示，但是在网络银行或者银行账单上可以找到，这些信息是从境外往英

国汇英镑时必须要填写的信息。汇款时还需要你的名字以及你的开户银行地址。  

（四）银行账户被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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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银行账户被盗，应立即通知银行冻结包括活期存款、定期存款、网上银

行以及支票在内的所有业务。同时请银行工作人员协助打印出一份账户明细 , 

并且勾出被盗用的消费记录。带着这份由银行工作人员打印并签字处理过的账户

明细到当地警察局报案。所有过程结束之后,妥善保管好警局开具的报案报告, 牢

记警官给出的案件编码 （Reference Number）, 以便日后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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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 在英期间 

一、衣 

英国常见商场介绍（以下商场可通过 Google Maps 

自行查看位置）  

1. Selfridges  

网址: https://www.selfridges.com/GB/en/     

2. Harrods  

网址: https://www.harrods.com/en-gb/      

3. Harvey Nichols  

网址: https://www.harveynichols.com/   

4. Liberty  

网址: https://www.libertylondon.com/   

5. John Lewis & Partners  

网址: https://www.johnlewis.com/   

6. Fenwick  

网址: https://www.fenwick.co.uk/   

二、食 

（一）常见英国超市介绍  

英国的超市有很多不同家的连锁店，不同的地

区超市也有不同的档次。  

（1）Waitrose：这是很多人的最爱，价格中等，

经常出售很多不错品牌的产品。  

 

（2）Marks and Spencer：简称M&S（玛莎百货），

除了出售食品外还有衣服、 鞋子、护肤品、厨房卫

浴用品等。价格相对昂贵，但是质量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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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Tesco：价格非常亲民实惠，面

向普通大众，是最多人使用的超市。  

 

 

（ 4 ） Sainsbury’s：英 国老牌超市，还有

Sainsbury’s Central 和 Sainsbury’s Local两种，Central

大一点，Local小一点，更像是社区形式的。 

 

（5）ASDA：阿斯达（ASDA）货物齐全，价

格比 Tesco 和 Sainsbury’s 都便宜。  

 

 

（6）Morrisons：品种也非常齐全，价格很低很

便宜，性价比非常高。   

 

 

（7）ALDI：是德国一家以经营食品为主的连锁

超市，适合大批量地采购。   

 

以上信息来源: 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86093801/?type=like    

（二）常用线上超市介绍  

随着近年来购物方式的不断多样化，网上购物渐渐盛行，如果你工作、学业

忙，或者不想大包小包拎，可以直接网上下单送货到家。  

1. Ocado：只提供线上服务，没有实体店。非常方便，产品质量也不错。  

2.优西商城  （UKCNSHOP）：优西商城 

UKCNSHOP 是全英最大的华人综合性网上商城，

网站上有很多来自中国的商品。基本涵盖了日常生

活所用到的，包括亚洲流行零食，日韩美妆、生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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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家电生活用品，口罩消毒防疫用品。配送范围覆盖整个欧洲，在英国的话

基本上第二天就能送货上门。  

3.Japan Centre日本超市：在英国的华人/留学生比较喜欢的一家购物中心，

在伦敦有线下实体店。日本的作料、零食、餐具、饮料、酒水等都可以买到。  

 

4.Amazon Fresh亚马逊：最常见的线上购物平台。许多国内的品牌都入驻亚

马逊，可直接从国内发往英国。   

 
 

（三）常用外卖 APP 介绍 

1. Uber eat是打车软件 Uber 的一项新服务，目前在英国的大小

城市几乎都提供服务，而且经常会有打折优惠。 

2. JUST EAT派送服务比较快，快餐，炸鸡类的食物比较多。  

3.Deliveroo 主要是和英国大餐厅合作，可以开通免除派送费的

会员服务每月十五英镑，因为英国的派送费比较高，所以对于经常

点外卖的同学来说开通会员是比较划算的。  

4.Hungry Panda 专门服务于中国留学生的中餐中超外卖 APP，

这个 APP 在一些大城市比较普及，小城市很少会有服务。  

三、住 

（一）整租介绍  

租房可以有很多种方式。可委托房地产中介公司，可到大学住宿管理处 

（Accommodation Office），或自己寻找房屋出租的广告牌 （通常房屋前立有此

牌 To Let，即表示此屋要出租）。房地产中介公司会收手续费，一般是半个月的

租金，另外注意在没有签字成交前不要付任何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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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住宿管理处也会免费提供房源清单，上面列出了房子的具体位置，房

子附近的公交车、地铁车站与房子的价格，还有房东的联系方式。当地报纸都有

租房广告，卖报纸杂志杂货的小店门口的布告板上也有许多出租房子的。看到基

本符合自己要求的就可以打电话联络房东。  

通过上面的渠道，大致确定了房源后，接下来就进入看房环节。建议大家在

看房时，可从房屋本身情况，及所在居住环境两个方面考察。房屋情况包括朝向、

采光、隔音这些自然状况，以及家用电器是否能正常使用等情况。居住环境包括

是否安全，购物、交通是否便利，以及邻居居住情况。以上 2 个方面都满意后，

就能跟中介洽谈签约问题。  

1. 房客背景信息调查  

这是为了保证房东的权益而设定，通常在签订正式的房屋租赁合同前，由房

产中介进行操作的。具体内容包括租客的护照原件、签证原件、银行账单/收入证

明，导师或雇主的推荐信等等，如果有前任房东的推荐信，就最好不过了。一般

这个审查环节需要 2 到 4 个工作日，通过后，就进入正式签约阶段。  

2. 押金  

租房时，租户需要付押金给房东。在签订正式租赁合同时，租客需要支付押

金以及部分房租，具体数额由双方共同商定。为保证租客的押金安全，英国的法

律有着严格规定:中介收到押金 30 天内，必须将押金交到专门的第三方押金保

护机构，确认到款后，再将相关信息寄到租客手中。如果有迟交租金，损坏房屋

或家具等情况，房东可能会扣除部分或全部的押金。所以如果您被要求支付押金，

您应该仔细检查房屋和家具的状态。当租用期结束时，若没有任何损坏，租户应

得到全部押金。  

3. 退房  

（1）将房子打扫干净。中国人平时炒菜油烟较大，在打扫厨房时，把厨房

灶台、墙上、油烟机的油烟都除掉。地毯也要清理干净。最好给房间照相作为证

据。 

（2）记下当天煤气、水、电的数字，打电话请他们将账单到您的新地址（如

果有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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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将钥匙交给房东或是中介，同时将您新的地址告诉他们。  

以上信息来源: http://www.chinesejourney2uk.cn/after/2015/rent_flat     

（二）英国租房单间介绍  

英国除了整租以外，也可以提供单间出租。基本租赁流程跟整租类似。租房

可委托房地产中介公司，作为学生大学住宿管理处（Accommodation Office），

单间房间租赁网站（如 spareroom.co.uk）或自己寻找房屋出租的广告牌（通常房

屋前立有此牌 To Let，即表示此屋要出租）。  

预约看房流程： 

房地产中介公司会收手续费，一般是半个月的租金，另外注意在没有签字成

交前不要付任何费用。大学的住宿管理处 （Accommodation Office）会免费提供

房源清单，上面列出了房子的具体位置，房子附近的公交车、地铁车站与房子的

价格，还有房东的联系方式。当地报纸都有租房广告，卖报纸杂志杂货的小店门

口的布告板上也有许多出租房子的。看到基本符合自己要求的就打电话联络房东。  

租单间房间会涉及到和室友分摊账单的问题，建议在入住前与室友达成书 

面协议来规范每个人需要缴纳的数额。  

以上信息来源:http://www.chinesejourney2uk.cn/after/2015/rent_room  

（三）警惕英国非法二房东 

1. 大多数“二房东”并没有取得房东同意招租新房客，一旦房东发现很可能

将访客驱赶出去。  

2. 房客和“二房东”的合同并没有法律效力，访客交给二房东的押金很可能

会被扣除。  

3. 为了自身安全和利益，建议租房时通过正规渠道，不要图一点利益找非法

“二房东”。  

以 上 信 息 来 源 : http://www.chinesejourney2uk.cn/after/2015/rent_illegal_ 

land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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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英国租房纠纷解决途径 

如果房客在租房期间和房东产生纠纷，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法解决:直接向

房东投诉、向当地地区政府相关人员投诉和向区政府环境健康部门投诉。  

1. 直接向房东投诉  

如果您的房东有投诉处理渠道，您可以使用这个途径进行投诉，比如一些正

规的房屋代理中介，都会有专门处理投诉的部门和人员，您可以打电话询问，或

者在中介网站上找到相应信息。如果您的房东没有投诉处理渠道，或者您不知道

具体到哪里投诉，可以选择进行书面投诉，之后让房东进行调查和询问。同样，

房东也需要书面上回复房客结果及处理方式。如果房客不满意他们的答复或者房

东不进行回复，房客可以向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ADR），进行投诉或者

上法院。苏格兰地区请参考 Shelter Scotland。  

2. 向当地区政府相关人员投诉  

大部分区政府都有专门负责租客和房东关系的人员，称作 Tenancy Relations 

Officer（TRO）。他们的工作就是在房东违反法律的时候协调租客，当您的房东

触犯以下几条的时候，您可以联系 TRO。在没有给您通知的情况下让您搬走，比

如换锁，威胁您搬走，把您赶走等。侵犯您的权益，包括种族，性别及性侵犯和

骂人打人威胁等。拒绝修理家 里坏掉的电器，家具或者房屋。不提供合同或者

租金簿 （Rent Book）。  

当 TRO 收到投诉，会联系房东并向他们解释相关的法律（因为很多私人房 

东可能自己也不了解具体的法律规定），如果他们仍然选择无视，TRO 可以对

他们进行相应的处罚。如果房东确实触犯了法律，他们将会被进行犯罪记录和相

应的罚款，如果严重的话，可能会面临进监狱及赔偿。  

3. 向区政府环境健康部门投诉 

除了TRO，每个区政府也应该有专门管环境卫生的人员，称作 Environmental 

Health Officer （EHO），如果您的住房环境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可以帮助您，

比如:家中有危险的电线，煤气罐或者电器。家中结构危险，常年没有维修。潮湿

漏水或者屋顶漏水，家中电器噪音大。  

以上信息来源: http://www.chinesejourney2uk.cn/after/2015/rent_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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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住房税  

根据英国法律，所有租房者都需要缴纳住房税（Council Tax），延迟或拒绝

缴纳将面临罚款，乃至收到法院传票的后果。在与签约前，要确定住房税是由房

东支付还是由房客支付，如果是房客支付，需要和室友协商每人需出的份额。  

（六）押金  

租房时，租户需要付押金给房东。在签订正式租赁合同时，租客需要支付押

金以及部分房租，具体数额由双方共同商定。为保证租客的押金安全，英国的法

律有着严格规定:中介收到押金 30 天内，必须将押金交到专门的第三方押金保

护机构，确认到款后，再将相关信息寄到租客手中。如果有迟交租金，损坏房屋

或家具等情况，房东可能会扣除部分或全部的押金。所以如果您被要求支付押金，

您应该仔细检查房屋和家具的状态。当租用期结束时，若没有任何损坏，租户应

得到全部押金。  

（七）退房  

1. 将房子打扫干净。中国人平时炒菜油烟较大，在打扫厨房时，把厨房灶台、

墙上、油烟机的油烟都除掉。地毯也要清理干净。最好给房间照相作为证据。  

2. 记下当天煤气、水、电的数字，打电话请他们将账单到新地址（如果有的

话）。  

3.将钥匙交给房东或是中介，同时将您的新地址告诉他们。  

以上信息来源及更多信息请查看:http://www.chinesejourney2uk.cn  

四、行 

（一）英国常用的火车票订票网站及 APP 

1. The TrainLine  

英国最大的火车票查询和预订网站，也可以手机直接下载 

APP，支持电子票的情况下可以直接用 APP上的二维码刷码进

站。所有英国铁路公司的路线都能预订，提前预订可以查到非

常便宜的特价票，除了支持银行卡支付外，还支持 Paypal 支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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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National Rail  

National Rail可以查询当天或以后的详细列 车时刻及票

价，预订的时候会自动转到该铁路运营公司的官网。  

（二）火车票打折卡  

英国的火车票价格并不便宜，但如果合理利用各种优惠政策，也能节省一定

的开支。以下是关于火车票打折卡的介绍:  

 

1. Young Person Card（学生打折卡）  

针对学生的优惠，学生年龄在 16-25 岁之间的在校全职学生，包括研究生，

持护照以及学校的证明信就可以办理，可以在网上申请，可直接购买电子版，手

机 APP 出示即可。一年费用一般是 30镑，也可以在火车站办理，需要携带 ID、

学生证明和一张证件照（护照照片尺寸，贴在优惠卡上）。  

2. 26-30 Railcard （青年打折卡）  

无需是全职学生，只要是 30 岁以下就可以购买，享受和学生票一样的优惠，

不过这个票在上下班高峰期不能使用。  

3. Two Together Railcard（双人同行打折卡）  

条件是 16 岁以上，两个人同时出行（时间和目的地必须一样）就能省 1/3 

的钱。  

其他更多类型打折卡可以直接在官网查看办理: https://www.railcard.co.uk/   

注意:乘坐火车时必须携带所办理的打折卡，查票的时候需同火车票一同出

示给检票员，若被查到未携带或打折卡过期会被处以很高的罚款。  

（三）车票种类介绍  

英国购买火车票相对比较灵活，类型也是多种多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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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nytime”可以乘坐当天任何时间的火车，最方便的车票，一般价格是固 

定的。  

2. “Off-Peak”一般分为三种，分别是 Off-Peak Single（单程票），Off- Peak 

Day Return（当天往返票）和 Off-Peak Return（一个月有效的）。  

3. “Super Off-Peak”这种票是 Off-Peak 的一种，Super Off-Peak车票可以乘坐

车票日期内 Super Off-Peak 时段内的任意一班车，但对时间的限制比较大。  

4. “Advance”特价票，但是乘车时间是固定的，错过火车该票就不能使用，

而且只能改签（需要交改签费）、不能退票，行程若有不确定因素需谨慎购买。  

5. “Day-Return”一天之内往返车票。“Open-Return”往返票的一种，在一个月

内返回即可。  

信息来源，更多具体信息请查阅: 

https://www.honglingjin.co.uk/45257.html?highlight=贝   

五、学生兼职  

（一）就业指导中心（Career Centre）  

一般大学会有自己的求职网站或者就业指导中心（Career Centre），在上面

列有很多工作机会。包含校内和校外的工作。  

1. 检查你的签证状态若持有效的 T4 学生签证，每周会有工作时间的限制，

一般来说是 每周工作不超过 20 小时，并需将你的签证状态告知雇主。在留学

期间学生应多以学业为重，不需要每周一定要工作满 20 小时，更多的工作量可

能会干扰学业。  

2. 银行账户需要一个英国的银行账户收取工资，开通银行账户后，要注意账

户安全等问题。  

3. 获取国民保险号码 （National Insurance Number）  

若要在英国工作，你需要获取 National Insurance Number，简称 NI Number。  

申请流程如下:  

a. 拨打英国就业中心电话，会询问一些个人的基本信息，获取个人 Reference 

Number。电话为 03456000643，工作时间为周一至周五上午 8 点至下午 6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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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不同城市的 Job centre Plus，申请流程可能不同，可能为电话面试或面对

面询问。 

b. 约一周后，会收到 Application Form，填好后寄回。注意，尽量将信息填

写详细，否则，可能造成申请失败等问题。  

c. 如顺利，大约一个月后会收到 NI 号码和 National Insurance Card。注意，

如有个人信息变更，需及时打电话更新。  

4. 平衡工作和学业  

来到英国的主要目的是获得学位并享受大学生活，因此兼职工作要适度。千

万不可因为其他兼职工作，或社交等耽误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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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 法律援助特别提醒 

一、基础提醒 

英国是一个安全的国家。当地的生活便利，居民热情友好，但是这并不排除

在一些特定区域有偶发事件。安全问题可分为两类，居家安全和户外安全。以下

问题请多加注意。  

 
 

（一）注意防盗、防骗、防抢 

l 在住处不要给陌生人开门  

l 出门时尽量不要随身携带贵重物品或大量现金，也不要在居住地存放大 

量现金  

l 不要在私车的明处摆放贵重物品，如车胎被扎，修车时务必要先锁好车门  

l 不要将文件、钱包、护照等重要物品放在易被利器划开的塑料袋中  

l 不要在黑暗处招呼出租车  

l 避免夜间单独出行，尽量避免穿越无人的街道  

l 不要轻易让陌生人搭乘您的车  

l 不要和陌生人一起行走  

l 在公共场合要表现平静，不要大声说话，避免突出自己  

l 不要在公共场所参与他人的争吵  

l 避免与酗酒的人发生争执  

l 不要在街上乱捡东西，以防被敲诈 

l 不要在黑市、朋友圈、微信群、或与不认识的人换汇  



全英学联官方微信公众号: CSSAUK    � 网站:cssauk.org.uk         微博：全英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 

 

 58 

l 如警察检查您的护照等证件，应先请他出示证件，记下他的警牌号、警车

号  

l 交友要慎重，要有自我保护意识，请勿轻易透露个人家庭情况、财产情况、

人际关系等 

 

如发生被抢、被盗、 被骗事件， 应立即向当地警方报案，并要求其出具报

警证明，以便日后办理保险理赔、证件补发等手续。将护照、银行卡和支票号码

进行备份，以便在遗失后可以及时、准确地挂失、报案。  

（二）交通出行  

l 驾车必须遵守交通规则，请勿夜间长途驾车、酒后驾车。疲劳驾车。  

l 当穿越马路时，要特别小心，因为英国的机动车都是右舵左行的。要切

记，穿越主要路口，需留意地面上 “注意左边和注意右边”的提示。有些

主要路口有人行横道指示灯控制按钮， 过马路时按此装置可出现提示，

示意过往车辆停车等候。  

l 特别提醒各位同学，近年来在英留学生已发生多起交通事故，酿成了不

可挽回的悲剧，希望引起各位同学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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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关证件/财物注意事项  

1. 护照更换 

A. 如果你的护照有效期少于 12个月 

B. 签证页少于 2 张 4页 

C. 你的样子发生了较大变化 

D. 护照被严重损坏或护照已过期 

E. 以上情况都应及时去大使馆申请更换新护照。 

 

具体请查看：http://cs.mfa.gov.cn/zggmzhw/hzlxz/  

因受疫情影响，中国使（领）馆领事部（签证组）工作时间可能有变更，请

注意查询。 

2.护照丢失  

留学生护照丢失、被盗、被抢事件时有发生，这就需要到中国使（领）馆领

事部（签证组）办理护照补发手续。如果同学们不幸遗失了护照，请及时前往警

察局进行报失，同时保留报失的单子。 

需要准备以下材料:  

■ 当地警察局出具的报案证明  

■ 当地报纸刊登的护照作废声明  

■ 3 张照片  

■ 最好提供原护照复印件到使馆填写有关补发护照表格后等待使馆通知。

一般需要 1 - 2 个月的时间。  

3.财物证件遗失如何处理: 钱包及钱包内重要财物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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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同学们的钱包或装有大量资金银行卡的包裹不幸遗失。第一步，请各位

同学前往离自己最近的当地警察局报案。查询附近的警局可以进入 

http://content.met.police.uk/Home 中，在网站的最下方 Find a police station点击进

入，将自己目前所处地址的邮编信息输入后即可找到离自己最近的警察局。 

如果在苏格兰地区丢失了自己的钱包等贵重物品，请进入 scotland.police.uk，

输入自己所处地区的邮编进行查询离自己最近的警察局的位置。 

如果在南威尔士地区，可以查 south- wales.police.uk。在北威尔士地区可以查

询 north-wales.police.uk。在北爱尔兰地区，可以查询 psni.police.uk。 

选择你所在的区域后，找到 Your Local Station。同学们也可以选择报警电话

的方式进行报案:101 和 999，如果没有遇到非常紧急的情况，请各位同学拨打 

101 向警方叙述遇到的问题。（紧急情况请拨打 999） 

（1）如果你的钱包在丢失后被人捡到，或者并非遭遇盗窃，仅仅是遗漏在

了 某个地方，警察将会通知你前往领取。  

（2）如钱包或者包裹内含有一些重要财产，如信用卡等物品，建议同学们

第 一时间联系银行，将卡停用。  

4. 在英国遗失 BRP  

（1）BRP 的全称是 Biometric Residence Permits，上面会包含你的指纹、相

片、签证类型及有效期。如果 BPR 丢失，请各位同学务必在三个月之内补办。  

（2）首先请各位同学申请挂失。挂失申请完毕后，同学们将需要重新申请

BRP。填写申请表，准备好所需要的文件，缴纳申请费用，去指定地点录入指纹，

提供照片即可完成申请。如果想要及时拿到你补办的BRP卡，可以选择加急服务。  

详情请见：https://www.gov.uk/biometric-residence-permits/lost-stolen-damaged  

5. 在英国境外遗失 BRP：  

（1）请各位同学在遗失 BRP 时，保持冷静，同时前往当地附近的警察局报

失，保留警察局出示的 report。参照英国境内遗失 BRP 的方法对 BRP 进行挂

失，将你给 Home office挂失信和 Home office 发给你的 BRP回复信及时保存。  

（2）完成申请后请准备好相关申请材料前往你申请签证的使馆所在地递交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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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回到英国后需在一个月之内补办新的 BRP，补办方式参照境内丢失 

BRP。并带上在遗失 BRP 地区的警局的 report。  

（4）带上新的 BRP 去警察局重新完成注册。  

6. 在英国境外遗失护照：  

（1）在英国境外丢失护照的同学请第一时间报警，挂失并取得所在地警察

局开具的护照丢失证明，妥善保管好原件并记录下

reference number。  

（2）按照所在国大使馆官网的要求，准备好相应的

旅行证申请材料。前往大使馆完成旅行证的申请办理。  

（3）完成旅行证办理后回到英国，按照在英国境内

遗失护照方式重新申办护照。  

（4）如 BRP 和护照同时遗失，请优先办理旅行证，再申请补办 BRP。  

（四）留学生如何防范绑架、抢劫等危险事件。  

1. 在外保持手机电量充足，外出时尽量结伴而行，不携带大量现金  

2. 不在黑暗处招呼出租车，不轻易搭乘陌生人的车 

3. 在外如遇到警察等执法人员检查询问，您有权要求其出示证件（work card）

以免不法分子伪装成警察实施抢劫。确认身份后，应配合执法，避免发 生争执

或采取过激行为导致对方误解。  

4. 熟记当地火警，急救，警察等应急电话。不轻易跑到人烟稀少的地方，对

周围人员环境时刻提高警惕。若前方有行为怪异人员聚集，做到不直视对方，并

绕开此路线保障自身安全。  

5. 注:含北爱地区在内的英国报警、急救电话:999（非紧急情况报警拨打 101）  

二、房屋租赁提醒  

临近开学，许多同学会选择校外租房。相较于入住学校宿舍和学生公寓，校

外租房涉及到的内容会更为复杂繁琐，大家需要多多注意，避免自己的合法权益

受到侵害。 

特别提醒来英中国留学生，谨防不法机构或个人借租房之机非法行骗。请同

学们在租房前，仔细了解英国当地出租和租住房屋的相关法律规定，查询大学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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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的租房信息等，也可通过各校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了解当地租房情况，务

必要通过合法渠道租房;签署住房合同一定要慎重，并注意保护好个人银行信息

等。如不慎受骗，请及时向当地警方和所在大学报案，寻求帮助，并向驻英使馆、

所在大学中国学联等机构通报情况。 

在租房或者接受转租时，大家需多加注意以下几点： 

1. 租房时如果需要通过中介协商，务必提前审核该中介是否有合法资质、提

供的信息是否准确无误等，避免被不法中介欺骗钱财。 

2. 租房或接受转租时要仔细阅读合同的内容，如违约、退租、Bills 等一系

列条款，确认无误后再签字，并保留双方签字后的原件。 

3. 支付租金或者押金时，务必核实付款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支付成功

后，要保留付款凭证，方便日后有迹可循。 

4. 建议寻求正规的渠道，不要轻易选择私人转租。如果选择私人转租，务必

确认对方是否可以合法转租，是否有房东或者公寓方的许可，避免产生违法行为。 

5. 由于照片和视频的局限性，建议有条件的同学先看房再签约。看房时尽量

不要一个人前往，注意个人安全。 

6. 由于疫情和开学临近，许多诈骗团伙会盗用他人身份信息（例如盗用 BRP/

护照）等进行房屋租赁诈骗。在英国租房或转租涉及到汇款这一步骤时，请先核

实当事人信息准确无误，尽量避免使用微信等中国转账平台进行交易，以免日后

无法留下直接证据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7. 入住时需要仔细检查房内所有设施的完好程度，可以采用拍照、录像等方

式做好备份，避免之后陷入屋内设施损坏责任纠纷。 

8. 遇到不能解决的问题一定寻求使领馆、全英学联法律援助部及各地中国

学联的建议和帮助，不要自己冲动解决。 

由于疫情在英国还未结束加上临近开学及毕业，有许多同学选择回国，并在

各个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消息，试图将英国的空房间转租给别人。也有些同学因

其他个人原因需要进行租房或短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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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虑转租空房时，大家需多加注意以下几点： 

1. 在英国擅自转租房间是违法的，如果需要转租，务必要拿到中介、房东或

公寓方的许可。 

2. 避免和没有收入保障的人接触并转租房屋，接触之前务必要走正规程序。 

3. 在转租前检查房间内所有设施的完好程度，可以采用拍照、录像等方式做

好备份，避免陷入屋内设施损坏责任纠纷，及避免为别人造成的损坏担责。 

4. 转租时请注意保护好个人的信息，避免不法分子滥用。 

5. 遇到不能解决的问题一定寻求使领馆、全英学联法律援助部及各地中国

学联的建议和帮助，不要自己冲动解决。 

三、电信诈骗提醒 

犯罪分子利用网络电话和电话号码改号软件，假冒驻外使领馆，国内执法机

关人员，DHL 工作人员，谎称当事人涉嫌贩毒，洗钱等重罪，以执法人员身份

威胁恐吓，诱骗当事人将个人资金转至骗子指定的银行账户，使当事人造成了巨

大的经济损失。 

若有同学不幸上当受骗，应及时向当地警方报案，并同时向国内公安机关报

警。受害人无法直接向国内公安机关报案的，可通过国内近亲属及时报案，并拨

打 110 向报案地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寻求帮助。在此提醒广大学生学者，使领

馆和中国公检法等机关不会以电话方式通知当事人涉案，更不会以电话方式要

求汇款转账。  

请注意： 

1. 诈骗分子给留学生打电话最常见的就是冒充大使馆、移民局、海关、DHL、

国内公检法的工作人员等对留学生进行威胁恐吓，要求其断绝与外界的联系，从

而实施诈骗。 

2. 身份证号、护照号等个人信息切记不可轻易透露给他人或其他第三方。 

3. 中国驻外使领馆不会以电话方式通知当事人有涉及国内的案件需要处理，

也不会直接参与处理公民财物，包括处理资金账户、信用卡、邮件包裹等事宜。

在任何情况下，更不会以电话方式要求当事人转账汇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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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内公检法等机关按程序办案，不会以电话方式通知当事人涉案。在任何

情况下，不会以电话方式要求当事人转账汇款。 

如果被骗了，你应该： 

1. 尽快报案：尽快向 Action Fraud、当地警方报案并委托国内亲友就近向国

内公安机关报案，并向报案地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请求帮助（拨打 110 即可）；

联系报告本人账户开户行，要求采取止付、冻结等相应措施。  

2. 保护自己免受更多风险：在任何时刻，如果你感受到威胁，马上拨打 999

报警。如果诈骗者打电话给你或者向你发消息，请勿忽略他们，可以记录通话的

情况以及对话内容，方便日后进行举报。 

3. 尝试追回钱款：如果你是通过银行转账，请立即与你的银行联系，让他们

知道发生了什么，并询问是否可以退款。己方银行应该是最有能力追回款项的部

门，银行知道你的汇款去了哪里。如果这笔汇款不是你亲自操作、而是别人偷了

你的银行账户，一般银行有偿还机制；如果你因诈骗而将钱转给诈骗者，大多数

银行应向你提供补偿。就算不能把钱追回，也应及时把此事上报给警方。 

四、留学生失联/心理不适问题  

从以往案例看来，留学生失联大多为暂时性失联，最终找到当事人并证实平

安。留学生失联常见原因多为手机关机、没电、欠费或丢失。所在地区偏远失去

通信信号，故意或无意与家人失去联系，心理压力或心理疾病等。  

留学生学者应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保持通讯设备信号畅通，牢记当地报警电

话，急救及使领馆联系电话，以防遇到紧急情况。平时应与家人，朋友保持畅通

联系，让家人与朋友放心。建议留学生将国外住址、手机号码、同学或室友，房

东的联系方式等必要信息告知父母，以便于紧急情况时联系。如遇紧急情况，应

及时拨打当地报警电话，并向当地校方，中国驻当地使领馆寻求帮助。  

如遇心理不适问题如何处理： 

学生在外留学，因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产生心理负担。课业紧张繁重，导致

压力加重，产生孤独感，这些情况都容易引起心理不适。  

一旦出现心理问题： 

A. 当事人应尽早与学校的留学生主管部门和心理顾问约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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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多参与学校活动，可寻找当地中国留学生社团多进行社交活动。 

C. 培养兴趣爱好及乐观的心态。 

D. 当事人应与国内家人保持联系，告知他们真实情况，商议办法妥善解决。 

E. 另外还可以联系当地留学生组织及中国使领馆，使领馆和留学生组织将

在 力所能及范围内提供协助。  

五、仇恨犯罪  

近年来，留学生安全事件频繁发生，这其中绝大部分属于仇恨性犯罪。仇恨

性犯罪（Hate Crime），源于保护特定少数群体的意识形态，指的是由针对某一

特定社会群组的歧视性犯罪行为。这些社会群组包括种族、性倾向、身心障碍、

族群、国籍、年龄、性别、性别认同及政党等等。而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行为则

大多是部分人群针对与其本身不同的种族、种族特征、国籍、语言、性别、性取

向、性别认同、性别特质、政治立场等由于歧视仇恨而引致包含但不限于凌辱、

攻击甚至是等罪行。（来源:维基百科）  

而英国政府的解释为:仇恨事件和仇恨犯罪是因为受害者的身份或者受害 

者在他人眼中的身份，针对其实施的暴力或敌对行为。因为种族所遭受的羞辱、

攻击等只属于仇恨性犯罪的一类。但它是大部分华人及留学生在英国遇到仇恨性

犯罪的最普遍原因。  

全英学联法律援助部在此提醒大家，一定要增强风险意识，事先做好“海外

留学安全课”:  

1. 将校方公共安全部门（校警等）的联系方式以及中国驻英国各使领馆的联

系方式及时存入手机;  

2. 尽量结伴出行，独自出行要提高警惕，避免夜间单独出行;  

3. 如发现有人尾随，立即改变路径，避免与尾随人同边行走，并走到安全区

域（人多的地方或他人住宅门口），择机电话求助同学和朋友;  

4. 莫做“低头族”:切莫边走路边玩手机、听音乐，时刻观察道路两边的情况;  

5. 独自在外租房的留学生们，时刻谨记锁门锁窗，不要把钥匙随意给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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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尽量避免在陌生场合过度饮酒或接受他人单独出行的邀请，哪怕对方是

你的同校同学;尽量避免在人烟稀少、灯光昏暗的区域滞留，如停车场，狭窄的巷

子或者偏僻的小路等;  

7. 如果你常一个人回家，最好时常变改一下路线，以免被他人盯上;  

8. 尽量避免在学校过分暴露自己的财富，包括穿着或佩戴夸张的衣服或首

饰;  

9. 一旦遭遇抢劫等袭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立即拨打 999，或者联系学校

的公共安全部门;尽可能多的记住可疑人物的体态特征，包括大致年龄、身高、性

别、衣服、肤色、发色、纹身、伤疤等;记住对方要求你做的事情，尽可能详细地

汇报情况;  

10. 如遇到因戴口罩而遭人辱骂甚至袭击的情况，请及时与当地警方和校方

进行联系反馈。尽可能在类似场景中保障个人的人身安全。  

11. 向校方反映，校方普遍会对学生的人身安全、在校体验非常重视。当我

们遇到相关问题时，可以和周围的同学一起投抗议。英国政府和学校同时也鼓励

举报周围人所受到的 hate crime/ hate incidents，哪怕这件事没有发生在你本人身

上。  

六、骚扰 

不论是否留学，不论男生女生，同学们都有可能会经历一些被骚扰的情况。

那么如果在英国遇到此类事情，同学们该如何处理。（本部分将列举几类较为特

殊情况） 

首先，根据不同的骚扰，会有不一样的做法。 

1. 写恐吓信或是用其他法子要挟他人生命安全的；屡次发送侮辱或威胁信

息，扰乱他人正常生活的； 

（此类型多与诈骗相结合，不法分子通过各类手段盗取当事人信息，并以短

信/邮件等方式向当事人发送恐吓信，威胁并要求当事人进行转账）。如遇到类似

情况，请同学们务必保持冷静，保存所有书面证据或者录音及时报警维护自身安

全，并时刻监控自身银行卡账号是否有异常情况。必要时须及时联系银行冻结账

户。 



全英学联官方微信公众号: CSSAUK    � 网站:cssauk.org.uk         微博：全英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 

 

 67 

2. 侮辱他人或者编造事实造谣他人的；假造事实污蔑别人，意图使别人受到

法令追究； 

若同学遇到此类问题，请务必保留充分证据。严重情节可报警或联系当地律

师，直接采取法律措施维护自身名誉。 

3. 性骚扰/强奸等 

若遇到类似情况，请同学们保持冷静。应立即报警及报告大使馆，并及时配

合相关法医鉴定，取证。（许多同学在受到类似侵害后，在心理层面可能受到创

伤，不愿意报警或维权，但在日后想追究此事时，由于证据不够充分，最终无法

维护自身权益）。 

七、私下换汇提醒 

据了解，有部分留学生通过社交软件如学校微信群等，与可疑人员相识，从

而被骗。私自换汇不仅可能会造成自身银行账户冻结、经济受损，更是违反中英

两国法律，容易卷入洗钱犯罪案件中。全英学联法律援助中心在这里提醒各位同

学们，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务必通过正规合法渠道换汇，必要时联系有关部门举

报。 

1. 遭遇经济诈骗：  

诈骗份子往往以“汇率比正规渠道低、无手续费”为由，冒充同学、警察等身

份，潜伏在各社交软件对留学生进行诈骗，导致留学生遭受其经济损失。如有同

学曾经参与过私下换汇，后被冒充国内公安人员的不法分子，以接受国内公安调

查为由，被骗百万。 

2. 涉嫌洗钱犯罪： 

往往私下换汇最大的隐患就是无法确定对方资金的来源，因此极易成为洗钱

链条的一环、犯罪分子的帮凶。即便在相关案件的侦破中，换汇者并不清楚此事，

也会被牵连在内，轻则罚款，重则坐牢，这无疑直接影响学生在当地的学业、就

业、个人征信。另外英国高度重视洗钱类的犯罪行为，它是世界上最早通过刑事

立法对洗钱行为予以惩治的国家之一。 

其中，为了加强对银行转账的监控，英国的金融监管局制定了一系列监管手

册。一旦学生的账户在资金往来和来源上有可疑之处，银行就很有可能采取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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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无理由销户等手段。《泰晤士报》和《金融时报》就曾报道，有 95 个中

国学生、涉及 360万英镑（近 3200万人民币）的账户被冻结，接受调查。 

3. 违反中国法律法规 

如今，个人的外汇违规行为处罚信息被纳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违规个

人还被实施“关注名单”管理。同时《关于办理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非法

买卖外汇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说明，实施倒买倒卖外汇或者变

相买卖外汇等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扰乱金融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以非法经营

罪定罪处罚。 

其中变相买卖行为，是指个人采取以外汇偿还人民币或以人民币偿还外汇、

以外汇和人民币互换实现货币价值转换的行为。简单来说，就是指当双方交易时，

一方让另一方用等面值的人民币通过支付宝、微信、银行卡转账等渠道，汇款至

指定的国内收款账户。因此同学们务必需要注意。如果任何人通过这种方式完成

的非法外汇交易总额达到 500万人民币，或者非法获利超过 10万人民币，将被

定性为刑事犯罪，罪名是非法经营罪，严重者将被判刑。 

换汇的正确渠道： 

1. 现金汇率换汇 

    银行或者建房互助协会（building society）进行英镑人民币的换汇。在银行

或建房互助协会换汇是一种较好的方式，通常来说手续费低、汇率优惠，也可以

自由选择刷卡还是用现金。但是要注意，大部分银行都要求你是它们的客户，才

会为你兑换外币的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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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邮局 

可以进行网上预约、订购款项，然后直接带好护照和支付用的信用卡去邮局。

其次通过旅行中介或者有资格证明的兑换店等实体店，进行英镑人民币的换汇。

一般在各大国际机场、繁华的购物中心都有货币兑换柜台，如 Currency、Travelex、

Post Office、Marks & Spencer等。小编建议，换汇前最好货比三家，因为每个地

方的手续费、佣金和汇率都是有差别的，避免损失。 

3. ATM 

银行卡上带有可以国际消费认证的同学，可以在对应的 ATM机上直接按照

该银行的汇率取外币，如 VISA、MasterCard 和银联等。 

 
4. 通过国内银行购汇转账 

家人朋友通过国内银行购买外汇。同时自 2019年 1月 1日起，个人换汇额

度为每人每自然年 5 万美元。值得注意的是，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红头文件来

看，如果个人 5万以上交易、20万以上转账，可能受到大额可疑监控。同时，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国务院令 2008年第 532 号）个人购汇时需要

按照国家要求如实填写个人购汇申请书。 

八、其他  

■ 平日留意当地报纸、电视等媒体信息，了解当地政治、经济、社会形势，

与邻为善，入乡随俗，尽快适应当地生活，融入当地社会。  

■ 您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应循正当途径解决，不要采取贿赂等不合法方

式，以免问题复杂化。  

■ 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注意在外饮食健康。保持良好心态。  

■ 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等与家人或朋友保持正常联络，以免亲友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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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发生冲突或紧急事件的时候，及时寻求帮助。学校国际办公室会为国际

学生提供一些帮助。  

■ 妥善保管证件财物。护照和生物信息居留许可（BRP）是同学们的重要证

件，要妥善保管，并预留复印件以备不时之需。  

在英国留学期间如果遇到任何问题: 

1. 如遇紧急情况请拨打英国报警电话 999; 

2. 请联系各地方官方中国学联寻求帮助;  

3. 请直接联系驻英大使馆/领事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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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 毕业后 

一、留在英国 

（一）签证类型介绍 

来英国留学，签证始终是一个不能绕开的话题。根据英国边境管理局（

UK Border Agency）移民管理条例，整理汇总了以下留学生朋友可能会遇到

的签证方面的政策。 

目前英国政府对于临时移民，其中就包括了在英的留学生，实施的计分

制签证管理制度，分为5个级别。英国工作签证主要有两种：Tier 2，持有雇

主邀请来填补英国劳动力空缺的技术工人；Tier 5，青年交流人士和临时工。

这几大类每类下面又分了不同的申请条件，获取详细信息，请登录

https://www.gov.uk/browse/visas-immigration/work-visas  查看。 

l 第一级 高价值的移民Tier 1 High-value Migrants其中包括杰出人才，

投资移民，创业创新签证等。 

l 第二级 技术工作者 Tier 2 Skilled Workers 其中包括一般工作签

证，公司内部调动，运动员及神职人员等。 

l 第三级 低技能工作者Tier 3 Unskilled Workers目前暂不实施。 

l 第四级 学生 Tier 4 Student分一般学生签证和儿童学生签证。 

l 第五级  青年流动计划及临时工作者  Tier 5 Youth mobility & 

Temporary. 

Tier 1 （Investor）Visa 

这种签证申请是最快捷但也是花费最高

的，投资金额为200万英镑。来英前3个月申请

即可，提交申请后3周内可以收到结果。具体申

请相关信息，详见：https://www.gov.uk/tier-1-investor  

Tier 2 （General）Visa 

这个就是我们大部分人称的“工签”，但并不是所有公司都有担保资质。

雇主做担保在英国工作5年后，就可以申请永居。官方介绍及申请方式：



全英学联官方微信公众号: CSSAUK    � 网站:cssauk.org.uk         微博：全英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 

 

 72 

https://www.gov.uk/skilled-worker-visa  

 

Tier 5 （Temporary Worker – Government Authorised Exchange） visa 

这一类型的签证仅适用于运动员或演员、舞蹈演员、音乐家或电影拍摄人员

在英国进行不超过12个月的工作。可提前3个月申请，递交材料3周内可得到签证

结果。官方介绍及申请方式：www.gov.uk/tier-5-temporary-worker-creative- and-

sporting-visa。 

如果签证被拒，在满足一定的条件下，有向英国移民法庭提出上诉的权利。

上诉权利会有时间限制，申请人应尽快咨询英国的律师或者移民法律机构，商量

对策。关于能提供移民咨询服务的机构的名录，可以到移民委员专属办公室的网

站上查：www.oisc.gov.uk 这些机构是经过政府审核的，专精与移民法律咨询的

机构。英国的事务所律师机构名录可以在律师协会网站上查询：

www.lawsociety.org.uk  

 

 

 

 

 

 

（二）签证续签 

如在英国续签学生签证，申请续签的时间需要在新CAS下来后的 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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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当前签证过期前——但是不能早于CAS上给出的开课时间3个月前申请

。例如，新CAS在2020年 10月 1日获取（2021年6月1日开课），签证于2021

年4月1日过期。那么，申请续签的时间只能在2021年3月1日到2021年4月1日

之间。 

但是，如果是从其他类型签证转成学生签证，则只需要在现有签证结束前

申请即可。英国境内续签需要满足新课程在28天内开始的条件。根据 Covid-

19期间的临时政策，如满足签证在2020年 7月 31日之前过期以及 CAS标注新

课程开始时间在 2020年 10月 1日之前两个条件，可以豁免遵从开课之前28

天入境的规则。 

详情 请查阅：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points-based- 

system-student-route 

二、回国就业 
（一）办理《留学回国人员证明》 

《留学回国人员证明》是留学人员在国内证明留学身份、联系工作、创

办企业、落转户口、申请国内各类基金等必备的材料。 

来英留学人员应首先在我驻英使馆教育处（或驻曼城总领馆教育处、驻

贝尔法斯特总领馆）办理报到和注册登记手续（ http://hr.csc.edu.cn/ 

commoner/uklogin），在完成学业回国时，按照我驻英使馆教育处（或驻曼

城总领馆教育处、驻贝尔法斯特总领馆）的规定，提供有关材料，申请开具

《留学回国人员证明》。 

《留学回国人员证明》发放对象为持有效学生签证，在获官方认可的英

国全日制高等院校攻读高等教育文凭以上各类中国留英学生、持ACADEMIC 

VISITOR 签证的访问学者和持 WORK PERMIT 签证的在英国高等院校、科

研院所做博士后的研究人员，在英国居住应满 6 个月以上。 

《留学回国人员证明》表的第一联由留学回国人员妥善保存，第二联由

留学回国人员带回国内向海关申报购买国产免税小汽车，第三联由我驻英

使馆教育处（或驻曼城总领馆教育处、驻贝尔法斯特总领馆）留存。请根据

各对应使领馆要求提交办理《留学回国人员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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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才引进政策、留学人员回国的政策优惠 

1.购买免税车 

留学生购免税车可享受免除国产汽车主要进口零部件关税和整车计件 

10%的车辆购置税（购置税 = 市场零售价/11.7）两项优惠，折扣最高可达

到32.7%。 

2.留学生回国落户政策 

只要在国外学习一年以上，并且取得学士以上学位都有机会在大城市（

北上深需要硕士以上学位）直接落户享受福利。其它省会城市按现行规定，

基本海外学习1年以上，海外取得本科以上学位都可以直接落户。而北上广

深福利最好、要求最严。 

 

具体落户政策参见各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

例如： 

中国留学网：http://www.cscse.edu.cn/publish/portal0/tab89/default.htm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http://files.shafea.gov.cn/html/1d13ad3b-4df6- 

466a-a3b3-5c2070327905.htm 

广州留学人员服务中心广州留学人才网：http://wsbs.gz.gov.cn/gz/wsbs/getService 

Guide.action?serviceItemCode=440100-671-FW-23-02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http://www.szhrss.gov.cn/ztfw/rcyj/blrh/zcfgk/ 

201705/t20170527_678608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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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全英学联简介 

全英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英文全称 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Association UK，简称全英学联（英文简称 CSSAUK），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

英国大使馆教育处支持下，留英中国学生学者的官方全国性组织，也是目前英国

最大的华人社团之一。全英学联自 1988 年成立至今，已历经二十七届，目前服

务以中国学生学者群体为主的年常驻留学人员约 22 万人。全英学联作为在英中

国学生学者的联谊和服务性团体，拥有 97 个地方学联会员单位，分布在伦敦、

南部、威尔士、中部、大曼彻斯特、北部和北爱尔兰七个地区，涵盖英国全境。  

全英学联坚持爱国、民主、团结、求实的精神，以维护祖国利益、保障在英

中国留学生与学者的权益为最高宗旨。全英学联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留学生服务

的原则，保护在英学生、学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丰富学生、学者的业余文化生

活，解决学生、学者在英生活的困难，搭建属于在英中国学生、学者的交流平台，

增进中英两国间的学术交流，推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增强中国学生、学者的

爱国热情和凝聚力而不懈努力!  

第二十八届全英学联的组织机构主要包括:全英学联代表大会、全英学联主

席团、全英学联秘书处。全英学联代表大会由全英各校学联会员单位组成，目前

共有 97位会员代表。全英学联主席团目前包含主席和分区副主席一共 10位。主

席团办公室负责传达和编撰主席团有关文件。全英学联秘书处统筹 10 个的全英

学联的执行部门，分别是组织部、外联部、创业就业部、财务部、法律援助部、

宣传网络部、文化推广部、学术科技部、文艺部和体育部。  

赞助与合作:infocssauk@gmail.com  

官方微信平台：CSSA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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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届全英学联主席团 

职  位 姓  名 地  区 学   校 

主  席 张  峰 伦敦区 格林威治大学 

副主席 张瑞华 伦敦区 帝国理工学院 

副主席 张晋华 南部区 普利茅斯大学 

副主席 黄可立 威尔士区 班戈大学 

副主席 臧子龄 中部区 克兰菲尔德大学 

副主席 张  静 曼城区 曼彻斯特大学 

副主席 童  振 曼城区 哈德斯菲尔德大学 

副主席 王铭初 曼城区 利兹大学 

副主席 陈  萌 北部区 斯特灵大学 

副主席 葛  佳 北爱区 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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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届全英学联部门 

• 秘书处  

全英学联秘书处统管 10 个执行部门，在主席团的指导下编纂、发布各部门

的执行文件。  

• 组织部  

组织部负责全英学联架构，章程完善、以及日常人事工作。组织部在完成以

上工作的前提下，同时也是一个加强全英学联内部管理的重要职能部门，旨在建

设良好的学联文化，营造高效率工作氛围。  

• 财务部  

任何需要资金支持的活动都会有财务部的身影，财务部也尽可能地为学联各

大活动保驾护航。 

• 外联部  

外联部作为全英学联对外联络的枢纽部门，外联部积极为全英学联各项品牌

活动筹集赞助资金，策划。重点策划并打造全英学联迎新系列活动。加强联络与

国内政府，高校及企业之间的关系。同时积极联络在英各合作机构，协助并指导

地方学联外联部工作。加大与全英学联各部门之间及企业之间的合作，搭建全英

学联自给自足的赞助和现金流体系。整合地方学联外联部资源，并在有需要时给

予全英学联与地方学联资金上的相互支持。  

• 宣传网络部  

宣传网络部工作以构建网站、微信公众号、微博组成的立体化、多层次的宣

传体系为特色，更好地让同学们及时了解学联和使馆的各项活动及重要讯息，并

鼓励同学们参与到学联活动中。  

• 法律援助部  

法律援助中心为解决在英留学生学者领保安全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广大在英留学生留学期间遇到任何侵犯自身合法权益的问题时可以向法援中心

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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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业就业部  

创业就业部是全英学联最活跃的部门之一，其品牌活动包括全英高层次人才

创业大赛等。全英高层次人才创业大赛是全英范围内影响力最大、覆盖范围最广

的高水平创业类赛事，旨在为参赛选手提供更高层次的创业平台、更全面的创业

经验和更宝贵的创业资源。  

• 学术科技部  

学术科技部负责组织全英博士系列论坛，联系中英著名专家学者。  

• 文化推广部  

文化推广部主要负责与在英华人交流、组织中华文化推广活动，以及《英伦

学人》的编写及发布工作，旨在宣传汉文化并促进汉文化在英的传播与交流，探

寻合作机会。  

• 文艺部  

文艺部以活跃文化气氛，丰富留学生课余文化生活为宗旨，组织、开展大型

晚会及各类文艺活动，为留学生提供了展现艺术才能的舞台，同时培养和提升了

学生、学者的艺术素养，是促进中英文化、艺术交流的桥梁与纽带。  

• 体育部  

体育部以促进全英各地高校间的交流合作及丰富留学生课余生活为原则，发

挥全英学联的桥梁与旗帜作用，举办大型体育赛事，使广大留英学子在活动中结

交来自不同高校的朋友，促进旅英留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的同时，致力于推动中

英体育文化之间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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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常用信息 

机票： 

http://www.expedia.co.uk  

http://www.opodo.co.uk  

http://www.ebookers.com  

http://www.statravel.co.uk  

http://www.studentflight.co.uk/  

http://www.airline-network.co.uk  

http://www.dialaflight.com/  

http://www.deckchair.com  

http://www.travelocity.co.uk  

http://www.majortravel.co.uk/  

http://www.travelmood.com  

http://www.jet2.com  

 

短途航班 : 

http://www.ryanair.com/  

http://www.easyjet.co.uk  

http://www.flybe.com  

 

火车： 

http://www.virgintrains.co.uk  

http://www.qjump.co.uk  

http://www.thetrainline.com  

www.gner.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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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巴（coach）：  

http://www.nationalexpress.com/  

http://www.megabus.com/  

http://www.citylink.co.uk/  

 

电影：  

英国几乎每个城镇都有电影院,连锁电影院有 ODEON, UGC, CINEWORLD, 

VUE, SHOWCASE 等，可以通过相应的网站，查询当地电影院地址，和目前放

映的电影。  

 

戏剧、歌剧音乐等 

http://www.whatsonstage.com/  

http://www.uktw.co.uk/ 

http://www.londontheatre.co.uk/  

 

体育娱乐类订票的网站有如 

http://www.ticketmaster.co.uk/  

http://www.seetickets.com/see/index.asp  

 

求职网站：  

www.chinahr.com  

www.milkround.com  

www.totaljobs.com  

www.realworldmagazine.co.uk  

www.gethobsons.co.uk  

www.prospects.com  

www.timesonline.co.uk  

www.pwc.com/careers  



全英学联官方微信公众号: CSSAUK    � 网站:cssauk.org.uk         微博：全英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 

 

 81 

英国主要网络及移动通讯公司：  

O2: www.o2.co.uk/broadband  

Vodafone: www.vodafone.co.uk  

Virgin: www.virginmedia.com  

EE: http://shop.ee.co.uk/  

3: www.3g.co.uk  

BT: www.bt.com 

AOL: www.aol.co.uk 

Tiscali: www.tiscali.co.uk  

Talktalk: www.talktalk.co.uk  

 

紧急服务:999  

用于报警、火警和急救。告接线员你在哪里、电话号码及你需要何种服务。

英国警方规定在犯罪正在发生，可疑人员近在咫尺，或有人员严重受伤或遭到恐

吓，处于危险状态时才可拨打 999。为应对非紧急情况，英国警方近期开通了新

的报警号码 101。当犯罪已经发生，并非危急情况，或你想要报告手机、财务被

盗、房屋财产受损、花园被人闯入、小型交通事故或你范围内的可以潜在威胁因

素等不需要紧急出警的情况，可以拨打 101。 

关于出租车，英国分为 TAXI 和 CAB 两种。TAXI 在马路上随时可以招手

停车。CAB 则需要打电话到相应的公司预订。建议在确定居住地址后，查询英

国警察局相关网站，通过手机短信，发送你的邮编到指定号码，你就会收到来自

警察局的你所在区域，拥有执照的注册出租车公司联系方式。这些公司虽然收费

较贵，但绝对安全。  

地铁查询电话: 020 7222 1234  

国家铁路: 0345 48 49 50  

Gatwick 机场查询: 01293 535353  

欧洲之星查询电话 :0990 300 003  







英团简介

主营业务

“英团”是一个基于移动 App 的在线英国华

人本地生活服务平台，同时也是英国首家华人

团购平台，如果你体验过国内“美团”的便捷

与美好，“英团”一定是英国的首选。

前期主营业务为华人餐饮美食，后期主营业务包括平

安留学、升学教育、职业发展、学习培训、健身运动

、医疗医美、用车及搬家、休闲娱乐、摄影写真、美

发美甲。同时，英团也将积极投身公益项目的发展。

客人通过英团用户端 App 下单，下单后

会自动生成订单二维码，客人凭借二维

码可到店进行消费。商家通过商户端

App 核销二维码后即完成交易。

为用户带来优质的商家服务；全面省心

的生活方式；健康快乐的社交体验。为

商家带来线上交易，顶峰期引流；无接

触下单；服务涵盖品类多，业务覆盖全

英各个城市。

扫描左方用户端 App 二维码进行下载；

前往 GooglePlay 或 Apple Store 商店，搜

索“英团”后进行下载；浏览器中搜索

官网进行下载：www.yingtuanwang.co

吃喝玩乐 丨 一英俱全

方便全面 丨 省心省钱

商家入驻 丨 广告招商 

www.yingtuanwang.co

YINGTU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