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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莎房产

丽莎律师行提供所有住宅和商业房产转
让的法律业务。无论您是出售、购买还
是重新抵押您的物业，我们都会一步一
步地协助您，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指
导。

我们在房产交易方面的价格是极具竞争
力的。我们经验丰富的员工也会以最细
心的态度来处理您的案件。

可靠，卓识，负责 



住宅房产 商业房产

o	 永久物业
o	 公寓房
o	 物业二次抵押贷款
o	 物业拍卖
o	 新建物业和楼花买卖
o	 购房援助计划
o	 产权转让
o	 公寓年期更改或延长

o	 永久产权买卖	
o	 新租约
o	 租约转让
o	 租约延期
o	 租约更改	
o	 放弃租约
o	 企业收购

丽莎房产

我们的使命是通过专业的商业房
产服务来协助您的公司进行拓展

扩张。我们致力于提供高质量的服
务。我们经验丰富的团队时刻站在

您的这一边。

和您一样，我们也是一个企业。我
们深知时间就是金钱的道理。我们
的服务是精简而有效的。从接受您
的最初委托开始，一直到房产交易
和注册完成，我们的服务迅速而彻

底。

无论您是卖方还是买方，是租户还
是房东，我们都能为您提供帮助。
竞争力强、速度快、反应敏捷，我

们懂您的语言。

我们非常自豪我们能够以一种充满
人性化的方式来处理您的案件。我
们的房产团队是由知识渊博、平易
近人的房产律师组成的。他们不是
一群机器人。我们细心聆听并且理
解您的心声，因为我们的使命是要
确保您的交易尽可能顺利而迅速地

完成。

我们房产买卖服务是固定收费的，
费用标准清晰而且明确，没有任何
隐性收费。无论是购买、出售还是
重新抵押贷款，我们都能够即时报

价。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可以随时拿起
电话与我们交谈。您也可以通过微
信或者电子邮件与我们联系。您的

律师愿意随时与您沟通。



李依玲
公司董事/房产部主管

Felix Otouke
公司董事/律师

高明岩
律师

Lavinder Kaur 
律师

罗紫琟
律师

杜淑微
律师

高律师于2010年获得律师资
格，自2016年10月起在丽莎
律师行工作。

高律师在房产转让方面有着丰
富的经验，曾成功进行过许多
住宅和商业地产的买卖。她处
理的案件既包括永久物业，
也包括公寓和租约转让以及延
期。

高律师精通英语和普通话。

Felix于2008年获得律师执业
资格。他还拥有动物学和国
际人权方面的学位。Felix于
2014年加入丽莎律师行。

Felix拥有扎实的房产交易经
验，并进行过许多住宅和商业
地产的买卖。他曾处理过许多
新租约的购买以及租约的更改
和延期。

Felix精通英语、意大利语和伊
波语。

李律师于2015年获得律师资
格。她于2013年开始在丽莎律
师行工作。	

作为我们房产交易团队的负责
人，李律师拥有丰富的房产法
知识，并拥有大量成功案例。
从购买和出售所有类型的物业
（商业或住宅），到股权转让
和再抵押贷款，她都有卓越全
面的经验。

李律师精通英语、普通话和广
东话。

Lavinder于2017年在马来西亚
获得律师资格，并于2020年在
英国获得律师执业资格。她从
2018年9月起在丽莎律师行工
作。

Lavinder在房产法方面有非常
深入的知识。她的案件包括商
业租约买卖，民宅永久产权和
公寓的买卖。

Lavinder精通英语、国语、广
东话、马来西亚语和客家方
言。

杜律师于2020年获得律师资
格。她自2018年9月起在丽莎
律师行工作。

杜律师在房产法方面有丰富的
经验。在住宅转让方面，她处
理过永久产权和公寓的购买，
二次抵押贷款和销售，包括新
建房和二手房。在商业地产转
让方面，杜律师曾代表租户和
业主处理新租约的授予，租约
转让，变更和延期。

杜律师精通英语、广东话、普
通话和马来语。

罗律师于2019年获得律师资
格，并在2020年6月加入丽莎
律师行。

罗律师非常了解房产法，她成
功处理过许多住宅和商业物业
的销售和购买案件。她的经验
涵盖再抵押贷款、政府的住房
购买计划、新建和拍卖房产案
件。

她精通英语、普通话、广东
话、马来西亚语和客家话。

丽莎房产团队 丽莎房产团队



郭怡童 
见习律师

李维丝 
房产交易顾问		

林茂月
海外注册律师
（澳大利亚执业律师） 

Mandy Ma
见习律师

谢立智 
房产交易顾问	

林律师于2012年获得澳大利亚
律师资格，并于2019年8月加
入丽莎律师行，成为我们的注
册外国律师。

林律师在房产法方面知识渊
博，成功进行了不少住宅和商
业地产的销售和购买，处理过
在购房援助下的新住宅房的购
买、有抵押和无抵押的物业股
权转让。

林律师精通英语，并能熟练地
讲普通话。

Mandy拥有苏塞克斯大学的
法律和商业学位。她在2015
年取得该学位，并在2018年
完成LPC课程。她于2019年
2月加入丽莎律师行。

Mandy十分熟悉商业房产
法，并成功完成各种物业的
买卖，包括新租约，租约的
转让，更改和延期等。

Mandy精通英语和普通话。

郭 律 师 于 2 0 1 9 年 完 成 了 法
律大学的研究生文凭。她于
2018年加入丽莎律师行。

郭律师在房产法方面经验丰
富，并成功地进行了不少商业
租约转让以及住宅产权转让。

郭律师精通英语和普通话。

谢顾问于2016年取得BPP法
律大学的法律研究生文凭。
他于2018年5月加入丽莎律师
行。

谢顾问成功处理过许多不同种
类的住宅和商业物业的买卖，
对物业法有很深入的了解。

谢顾问精通英语、普通语、广
东话和马来语。

李顾问于2016年获得伦敦玛丽
女王大学银行和金融法专业的
法学硕士学位，并于2011年在
中国取得法律硕士学位。她于
2017年加入丽莎律师行。

李顾问在中国有4年的公司法
律顾问经验，并在我们的房产
部门工作了2年多。李顾问已
经成功处理了200多起住宅和
商业地产、租赁权和永久产权
的案件。

李顾问精通英语和普通话。

丽莎房产团队 丽莎房产团队

王嘉潞
律师

王律師于2020年获得律师资
格，并于同年加入丽莎律师事
务所。

在房产法方面，王律師在住宅
和商业物业案件方面都有丰富
的经验。她曾成功完成过许多
抵押贷款申请、买房出租和现
金购买的案件。此外，她还处
理过多起租赁转让和购买企业
的交易。

王律師精通英语、粤语和普通
话。



丽莎房产团队

“丽莎律师行在我购买公寓的整个过程中，为我提供了一致的专业建议。 他们知识渊博，热情
洋溢！！如果你考虑在伦敦买房，我强烈推荐“丽莎律师行。 如果你正在考虑在伦敦买房，我
会强烈推荐“丽莎律师行。“	-	Jerry	(2020年7月)

“我们要对丽莎律师行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你们对我们的关心和照顾。也感谢你们为确保法律对
我们有利而努力不懈。如果不是你们的分析能力和知识，这件事现在也不会得到解决。 “ 

-Triple 4 Co.Ltd. (September 2020)

Lisa’s Law, 13 London Road, London, SE1 6JZ
: 020 7928 0276         : 020 7904 3982 

www.lisaslaw.co.uk

趙晓晴 
房产交易顾问

何翠云 
房产交易顾问

何顾问是一名自学成才的房
产交易顾问。她在2017年9
月加入丽莎律师行之前已经
在其他律师行从事房产业务3
年多的时间。

何顾问在处理物业交易方面
有超过6年的经验，已成功处
理了数百宗商业和住宅物业
的买卖，新建物业永久产权
或租赁权的延期、变更或转
让。

何顾问精通英语、普通话和
广东话。

趙 晓 晴 在 2 0 1 8 年 取 得 肯 特
大学的法学学士学位，并在
2019年完成了伦敦BPP大学
的LPC课程。她于2019年11
月加入丽莎律师行。

趙晓晴在房地产法方面拥有丰
富的知识，并成功进行了许多
有关住宅和商业物业的购买和
销售的案件。这包括永久物业
和公寓，新房和二手房。	

趙晓晴精通英语、广东话和普
通话。

丽莎房产团队

邹燕葶 
房产交易顾问

邹顾问在2016年取得西英格
兰大学布里斯托尔分校的法学
学士学位，并于2018年5月加
入丽莎律师行。

邹顾问十分了解房地产法。她
曾进行过许多成功的住宅和商
业地产的买卖。她可以就政府
的购房援助和住房购买权计划
提供专业法律意见，并且处理
过抵押贷款和再抵押贷款。邹
顾问也曾经管理过拍卖、公寓
和租约转让和收购的房产交易
案件。

邹顾问精通英语、普通话和广
东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