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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莎移民

丽莎律师行的移民律师团队拥有多名移
民律师。我们的专业知识涵盖移民，国
籍和庇护法的所有方面。无论是申请，
上诉还是司法审核，我们经验丰富的
移民团队都能够为您提供专业的解决方
案。

专业，体贴，可靠 



商业 个人

o	 雇主赞助资质的申请

o	 雇主赞助资质系统的管理

o		 国际公司员工内部互派

o	 	海外公司首席代表签证

o		 工作签证	

o		 毕业生签证

o		 初创签证

o		 创新签证

o		 全球人才签证

o		 运动员签证

o		 投资签证

o		 工作签证

o		 企业家移民签证

丽莎移民

我们可以帮助您在英国业务发展的
每一步。无论您是想从海外招聘人
才，还是想把海外员工调到英国的
子公司、分公司或办事处，或者是
计划派代表来英国拓展市场，我们

都能满足您的需求。

我们相信没有一个签证申请是容易
的。即便是一个小小的错误，也有
可能对一个人在英国的学习、工作
或生活计划产生致命的影响。我们
认真处理所有的签证申请。丽莎的
专业团队能够协助您办理以下签证

申请。

家庭和人权签证 上诉，司法审核和行政复议

o		 毕业生签证

o		 初创签证

o		 创新签证

o		 全球人才签证

o		 运动员签证

o		 投资签证

o		 工作签证

o		 企业家移民签证

o		 移民/庇护上诉

o		 司法审核

o		 行政复议

丽莎移民

我们完全理解与亲人分离是一种怎
样的痛苦。我们也清楚知道一个人
应享受的基本人权。我们会尽一切
努力，确保您能与家人团聚，或者

确保您的人权不会被无理侵犯。

我们的移民诉讼团队有能力处理从
初级移民法庭，高等移民法庭到
直至上诉法院的移民/庇护上诉。

同时，在处理司法审核或内政部的
行政复议方面，我们也有丰富的经

验。



丁传礼
律师

Felix Otouke
公司董事/律师

高明岩
律师

杜淑微
律师

秦韵
移民客户经理

秦经理拥有中国矿业大学的法
学学士学位和伦敦大学学院的
法律硕士学位，于2018年7月
加入丽莎律师行。

秦韵在移民法领域有着丰富的
经验。她曾成功处理过许多商
业移民案件，如企业家签证、
投资移民签证和Tier	 2雇员签
证，以及Tier	2赞助资质申请。
不仅如此，她在家庭移民、永
居和多种类型的签证续签方面
也有卓越的经验。

秦韵精通普通话和英语。

杜律师于2020年取得律师资
格。她自2018年就开始在丽
莎律师行工作。

在移民法方面，杜律师已经成
功处理过不少司法审核，人
权，逾期居留申请和上诉案
件。她在处理配偶签证和其他
家庭签证类型，以及商业移民
案件方面也有丰富的经验。

杜律师精通英语、粤语、普通
话和马来语。

高律师于2010年取得律师资
格，2016年10月起在丽莎律
师行工作。她拥有英国法律
大学的学位，并在法律大学
完成了法律研究生文凭和法
律实践课程。

高律师已经成功为数千件移
民案件提供咨询，从最初的
签证申请、续签、转永居到
入籍，当中更包括上诉和司
法审查。

高律师精通英语和普通话。

Felix毕业于法律大学，并于
2008年取得英国执业律师资
格，并同时拥有动物学和国际
人权方面的学位。他于2014
年加入丽莎律师行。

Felix拥有大量的移民法经验。
他曾成功处理过配偶签证申
请、人权申请、欧盟法和庇护
申请。Felix还处理过移民法
院、高等法院和上诉法院的上
诉和司法审核。

Felix精通英语、意大利语和伊
波语。

丁律师于2009年获得律师资
格，并于2012年开始在丽莎律
师行工作。

丁律师目前是丽莎律师行移民
部的负责人。他处理移民案件
已超过14年，专长包括家庭
团聚、欧盟法、人权、商业移
民和庇护申请，无论是申请，
上诉还是司法审核或者行政复
议。

丁律师精通英语和普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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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移民法方面，王律師对于配
偶签证和延期申请、特许签证
和延期、10年定居申请等等都
有丰富经验并成功处理不少相
关案件。

王律師精通英语、粤语和普通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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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冰儿
见习律师
 

罗嘉琪
移民顾问

郭怡童
见习律师

Stephanie Shi
高级移民顾问

李维丝
移 移 移 移

郭律师于2019年完成了法律
大学的研究生文凭，目前正在
完成她的法律实践课程。她自
2018年9月起在丽莎律师行工
作。

郭律师在移民法方面有很好的
经验，曾成功办理过各种案
件，包括配偶签证申请、英国
公民身份申请和家庭团聚签
证。她在人权上诉、保释申请
和入籍方面也有丰富的经验。

郭律师精通英语和普通话。

陈律师于2017年取得雷丁大
学的法律硕士学位，在2018
年通过了法律研究生文凭，
并在2019年通过了BPP法律
大学的法律实践课程。她于
2019年7月加入丽莎律师行。

在移民法方面，陈律师在处理
各种类型的家庭签证以及访问
签证方面有丰富经验。她成功
完成许多永居申请、庇护申请
以及多种类型签证的续签和上
诉。她在协助欧盟法方面的申
请也有卓越的经验。

陈律师精通英语和普通话。

Stephanie于2003年获得法律
硕士学位，2009年获得中国
律师资格。她自2015年1月开
始在丽莎移民团队工作。

Stephanie是一名高级移民顾
问，并获得了律师协会的专业
认可。她已经办理了1000多
个移民案件，其中包括家庭团
聚申请、庇护申请、欧盟法申
请和人权申请。Stephanie在
移民和庇护上诉以及司法审核
方面也有丰富的经验。

Stephanie精通英语和普通
话。

罗顾问于2016年取得伦敦大
学学院英语语言学硕士学位，
并于2020年通过了法律协会
移民和庇护认证。罗顾问于
2019年8月加入丽莎律师行。

罗顾问曾经为来英国工作，学
习或创业的个人以及海外公司
成功办理过许多商业签证申
请。罗顾问还成功处理过不少
配偶签证、子女签证和许多其
他基于家庭和人权的移民申
请。

罗顾问精通英语，普通话和粤
语。

李顾问拥有伦敦玛丽女王大学
银行和金融法专业的法学硕士
学位。她还在中国取得了法律
硕士学位和学士学位。她自
2017年11月开始在丽莎律师行
工作。

李顾问拥有丰富的移民法经
验。她成功完成了许多个人
和企业签证申请，包括Tier	 1
、Tier	 2签证和担保人资质申
请；并帮助很多人在各种特殊
情况下成功申请到家庭签证。
她还完成了诸多入籍和永居申
请。

李顾问精通英语和普通话。

Renaldo Da Costa
见习律师

Renaldo于2018年取得纽卡
斯尔大学法学学士学位，并于
2019年在曼彻斯特BPP大学法
学院完成法律实践课程。他于
2019年7月开始在丽莎律师行
这里工作。

Renaldo在移民法方面有非常
卓越的知识，处理了许多成功
的庇护案件以及人权申请。此
外，他还完成了许多移民上诉
案件和欧盟定居计划申请。

Renaldo精通英语、粤语和普
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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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珊珊
移民顾问

袁旌
移民顾问

陈顾问拥有纽卡斯尔大学国际
商法专业的法律硕士学位以及
法律学士学位，并于2017年5
月开始在丽莎律师行工作。

陈顾问在移民法方面具有丰富
的经验，曾办理过许多成功
的案例。她的业务领域包括配
偶签证、永居（ILR）、英国
公民身份申请、续签和特许签
证。

陈顾问精通英语和普通话。

袁顾问拥有SOAS大学商法硕
士学位，目前正在BBP法学院
学习法律研究生文凭。她于
2017年11月加入丽莎律师行。

袁顾问具备良好的移民法知
识。她曾多次成功办理过各种
签证续签，不同种类的家庭移
民，如配偶和子女签证以及永
居申请。

袁顾问精通英语和普通话。

蒋凯雯
移民助理

蒋凯雯在香港学习商业管理，
并于2015年毕业。

蒋凯雯于2018年4月开始在丽
莎律师行这里工作，主要协
助高律师处理案件。她对各种
类型的签证申请都有丰富的经
验。

蒋凯雯精通英语、粤语和普通
话。

Leanne Zhu Zhou
移民顾问

Leanne于2012年毕业于拉夫
堡大学通信和媒体研究专业，
并在2018年获得了BPP大学的
法律研究生文凭。她于2019年
10月加入丽莎律师行。

在我们的移民团队中，Leanne
在许多领域都有经验，如配偶
签证、访问签证和永居申请。
她也成功处理过不少首次签证
申请、续签和欧盟定居计划申
请。

Leanne精通英语、西班牙语、
中文普通话和上海话。

谢智立
移民顾问

谢顾问拥有BPP法律大学的法
律学位，于2018年5月开始在
丽莎律师行工作。

谢顾问在移民法方面有丰富的
知识。目前他的案件主要包括
特许签证、英国公民身份申请
和庇护申请。

谢顾问精通英语、粤语、普通
话和马来语。

丽莎移民团队 丽莎移民团队



“我的案子是与民事配偶和进一步签证有关的。我清楚的记得那天我想联系这家事务所，他们为
我开门到很晚。他们对细节的服务让我深感放心，所以我马上就和他们签了合同。他们对不同
种族、不同客户文化背景的客户都很热情，还能用双语接待客户。“ - Liang (2020年8月)

“非常满意丽莎律师行办理雇佣签证的服务。我们的问题得到及时和满意的回答。丽莎过预计
了下一步的应处理的步骤，并探讨有关的应急措施，以防过程中有任何延误。” 

- Sonia (201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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