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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贸国际 L-1 签证-绿卡服务 

智贸国际 

智贸国际是智贸集团旗下的另一个支柱业务，通过整合中美两国资源，搭建中美桥梁，为跨

国企业和人才提供全方面的国际化服务，目的是让中国企业和人才走向美国市场，同时引进

美国企业投资中国。智贸集团以各地智贸中心为基础，以总部智贸中心为平台，融合各类国

际化专家服务，打造最专业的国际化服务链。 

 

L-1 签证-绿卡服务介绍 

美国 L1 签证英文是指 Intercompany Transferee Visas， 这里简称 L-1 visa。此签证是美国跨国

公司申请短期性工作签证，是发给将被派往去美国分公司、子公司、附属公司或合资公司工

作的人员，该人员可以是经理级的管理人员或者是资深的技术人员，另外该外国母公司必须

是在美国(或中国)境外，与其美国(或中国)分公司的关系是母子公司或关系企业，母公司必

须拥有其在分公司 50%以上的股份或控制权。在这里母公司和分公司是指是指同一公司的分

支机构或分部办公室或一个独立性质公司，其股权属于母公司或是指关系企业公司，其上级

控制权属于同一公司或集团或是由两家或多家公司合作的合资企业。 

 

L-1 签证是美国移民局对外国商人和外国专家到美国长期工作的入境许可之一。主要是鼓励

外国企业在美国做生意和投资。美国作为世界经济第一强国，每年都吸引着大批移民和访问

者。作为一个移民组成的国家，美国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中，接纳移民的能力和对移民的仁

厚有目共睹。L-1 签证适合于中国各类企业到美国经商(跨国公司)，需派遣或调动企业的经

历或具有特殊技能的职员到美国工作的情况。中国企业需在美国设立分支机构，被派遣到美

国的工作人员可以用 L-1A 和 L-1B 两种签证，前者签发给赴美国分支机构经理或主管，其在

美国的居留期限最长可达七年;后者签发给其专业人员，其在美国的居留期限最长可达 5 年。 

L-1A 持有人以及直系亲属，法律允许这类申请人的配偶和 21 岁以下子女随行。L-1 持有人

的家属可以在美国工作，子女享受美国免费教育福利。 

 

L-1A 跨国公司经理签证是近年来接受最多的签证之一，申请人的主要条件是必须是中国企

业的领导人或相当于经理级的行政人员(包括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办公室主任、或公司

某部门的经理，如财务部经理、业务部经理等等)。只要这些人员在申请 L-1 签证之时，已在

中国公司内部担任以上职位一年以上，而公司又有意开始在美国做生意，即可开始办理 L-1

的申请。L-1A 签证在申请时为非移民签证，但是，按照美国移民发有关条文的规定，L-1 签

证的持有人以及家属，在一定的期限内可以转换移民身份，直接取得美国的永久居留权。在

领事馆申请签证的过程中，签证官不得以申请人具有移民倾向而拒绝签证，因为 L-1 类别的

签证在移民法中给予申请人有移民或者不移民的自由。L-1 申请人是接受中国总公司的调遣，

前往美国分公司工作。如果在美国没有分公司，总公司需要从设立分公司开始。在美国的分

公司成立一年之后，上述两种公司人员均可依法向美国移民局申请永久居留身份，即人们通

常所讲的"绿卡"，不受任何移民配额的限制。当申请人的申请获得批准后，其随行家属亦可

同时获得绿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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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 签证类型 

L-1A：跨国公司的管理人员，如总经理，市场部经理等 

L-1B：跨国公司的专业技术人才，如会计、工程师，要有相应的证书和文凭 

L-2： 是为 L1 签证的配偶和子女签发的随行签证，并允许子女在美国就读当地学校 

   *注意：无论是 L1A 还是 L1B 申请人都需要在母公司服务至少一年以上 

 

L-1 签证优势 

1. 可多次入境：L-1 签证每次有效期为一年至三年，期间可多次往返入境； 

2. 申请速度快：无需等待配额和排气，第一次申请最快 3-4 个月可以获得签证； 

3. 可长期留美：有效期为一年，每次延期可以拿到两年签证，L-1A 签证人员如不转为绿卡

最长可获得七年留美时间； 

4. 可全家赴美：L-1 签证获得者可携带全家赴美，配偶及子女均享受美国移民福利； 

5. 可申请绿卡：L-1 签证持有者，在美国公司成立且正常运营（3-4 位当地员工，US$250,000

年营业额）一年后，即可以第一优先劳工移民的方式申请绿卡，而不需要经过繁琐的劳

工应聘程序（PERM），也不需要像投资移民那样在美国投入百万资本而前两年只能拿到

有条件的绿卡； 

6. 低风险：对投资完全自主掌控，无虞投资移民被欺诈，而且所获得绿卡即为正式绿卡； 

7. 可拥有“双重倾向”：L-1 签证能允许申请人拥有双重倾向，无需申请者去证明并无移民

企图； 

8. 无国籍限制：L-1 签证适用于在任何国家设立的企业，主要这些企业在美国设立分公司，

就可调派公司的经理主管人员与特殊人员前往美国发展业务； 

9. 无规模限制：美国法律没有特别要求申请 L-1 签证的跨国企业需做多大数额的投资，不

需要雇佣十个员工，也没有特别规定注册资本数额； 

10. 无生意限制：美国法律没有规定申请 L-1 签证的跨国企业与其美国子公司间必须从事相

同种类或相关形态的商业往来，只需保持正式的所有权从属关系即可； 

11. 无学位要求：L-1 签证规定申请人必须在过去三年中至少有一年以上担任高级管理人员

（L-1A）或专业技术人员（L-1B），但没有最低学位及语言的要求； 

12. 无行业限制：美国法律没有对提出 L-1 签证申请的母公司及其子公司做出不能从事某些

类别行业的规定（保险、金融、银行等特殊行业除外）； 

13. 无配额限制：目前，美国对 L-1 签证没有提出配额限制。持有人在申请绿卡期间不必为

漫长的配额排期焦虑地等待。 

 

L-1 签证申请要求 

基本条件： 
 在过去三年中，申请人在国外公司（美国以外）至少连续工作过一年： 

 美国公司是国外母公司的分公司；或 

 美国公司拥有国外公司多于 50%的股份；或 

 国外公司拥有美国公司多于 50%的股份；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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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外公司投资 50%与美国公司（也投资 50%）新成立的合资公司。 

 在 L-1 签证期间，国外公司必须继续在美国以外国家经营； 

 申请人必须在国外公司从事决策或管理工作，或其工作涉及“特别知识”。 

 申请人到美国公司去从事决策、管理或运用企业独特知识。申请人不需具有任何文凭。 

 
L1 签证对申请人要求： 
申请人，即拟派往美国任职之公司职员，应准备下列材料： 

 个人简历，包括姓名、性别、出生年月、出生地、教育程度、工作经历、职务及职责范

围，在母公司工作的详细经历(中英文)； 

 如有护照，则护照复印件； 

 如系大学/研究生毕业，则毕业证书； 

 母公司开具的任职证明，说明何时开始在母公司工作，任何职务，工作职责； 

 母公司出具的调派信，证明公司将其派往美国任子公司的职务，职责内容等等。 

 L-1 员工的一年工资单 

* 任职证明必须说明该职员在过去三年中至少有一年在母公司任经理工作。 

 

L1 签证对母公司要求： 
母公司必须保持年营业额在 300 万人民币以上，并准备以下资料： 

 营业执照(中英文)； 

 公司近一年的财务报告，包括损益表和资产负债表（或其他可以显示公司资料、经营额

和利润的文件）(中英文)； 

 公司简介书、公司组织结构图 (包涵 L-1 员工)、职工人数、国外母公司营业场地照片（办

公楼内外均要)和其他公司产品/服务内容目录。如没有公司简介书或简介书没有充分说

明公司的经营活动，另纸书写公司在国内和国外的经营活动，包括有无其他分支机构 

(中英文)； 

 如与国外公司有商业往来，附上有关文件/合同副本； 

 一年来所有员工的工资记录(包涵 L-1 员工)； 

 数张公司的信笺纸（须有地址、电话、传真）； 

 其他可以证明公司经营情况的文件； 

 说明公司来美国设立分公司的目的，包括经营计划、目标、投资额等等。 

 

L-1 签证申请程序 

 

  

 

 

 

 

 

 

 

 

注册美国分公司 

 

准备分公司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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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注册美国分公司 
美国法律没有要求公司的形式，因此，无论是合伙（Partnership）、公司（Corporation）、有

限责任公司（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或者是其他多种经营形式，都可以成为分公司。 

 

选择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注册分公司，与智贸集团旗下 SBS Development LLC 签约成立合资

公司，然后向州政府登记成立公司。  

 

B．准备分公司材料 
向移民局报送的材料，除前面提到的母公司材料外，还包括分公司材料。分公司材料主要有： 

 公司注册文件； 

 股东协议书或合伙协议书（如果股东不只一个单位或公司是合伙性质）； 

 股权证书； 

 申请表格； 

 申请信； 

 银行开户证明； 

 办公室租约 

 

移民法要求申请人提交银行开户文件，证明其具有在美国经营一年的财务能力。同时移民法

要求申请公司证明其在美国已经有了经营场地。 

 

C. 递交申请 

 

递交申请 

 

申请赴美签证 

 

L-1 签证转换成绿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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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目前情况下，一般约需 2 至 3 个月获移民局答复(若付$1，200 加急费，则十个工作

日答复(补充材料要求))；  

 如果批准，则会收到批准书；  

 如果需要补充材料(大多数情况)，移民局会将需要补充的内容告诉律师，律师在规定时

间内（60 天左右）将材料补上去，移民局收到补充材料后一般在一个月内作出最后决 

定。除非报上去的材料十分明显不合格，移民局一般不会马上拒绝 L-1。 

 

如果美国分公司已成立一年以上，你的 L-1 签证有效期可以是两-三年，期满后可以再延。如

果公司成立不到一年，你的 L-1 签证有效期是一年，到期后再延。一个人可以拿 L－1 签证

的最长期限为七年。只有公司在进行正常的经营活动，延期一般是可以获准的。美国分公司

运作一年后即可替公司管理人员申请绿卡。申请绿卡一般需要 6 至 8 个月。 

 

D. 申请赴美签证 
为避免拒签，申请人在去签证前应作好充分准备。这种准备分为两方面： 

 文件准备。申请人可将母公司有关资料公证，并带上公司任职证明，公司办公室照片，

与国外的生意往来证明，如合同、运单、信件、电传等；  

 申请人要对母公司的情况作全面了解，特别是申请人的业务要熟悉。申请人并要对公司

在美国开设分公司的计划和目标有清楚的认识。要使签证官员相信你真有切实可行的计

划使分公司在美国运作起来，而不是利用 L－1 签证去美国干别的事。 

 

E. L1 签证转换成绿卡 
 分公司在美国连续经营满一年后，如果公司状况良好(3-4 个当地员工，25 万美元年营

业营额) ，且符合移民法的有关规定，就可以替分公司或母公司的经理人员申请美国永

久居留权（绿卡）。 

 申请绿卡的第一步是向移民局提交 I－140 表和相关文件。申请人即可不需排期立即申

请绿卡。  

 如申请人在美国，可向移民局递交 I－485 表和相关文件，一般再等三至四个月可拿到

绿卡；如果申请人在中国，则需等候领事馆通知面谈后持移民签证赴美。 

 
绿卡一旦拿到，便是永久，不是临时的。 
 

L-1 签证费用支付及美国分公司注资流程 

1. 在中国母公司与 SBS Development LLC 签约成立美国分公司后，15 个工作日内，为美国

分公司开设银行账户，同时中国母公司需与智贸集团旗下的智贸中心签定商业铺面租约

2 年；月租 1500 美元。 

2. 美国分公司预付第一年租金，雇请 1-2 名员工，包括总经理本人。3 个月内注入美国分

公司企业账户 5 万美元启动资金，启动资金分配如下： 

a) 公司注册登记费 1000 美元； 

b) 律师会计师费用 4000 美元； 

c) 美国分公司场地 2 年租约预付资金 15000 美元 

d) L1 律师及申请服务费用 150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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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各类商业保险费用、手续费 5000 美元； 

f) 银行开户预存资金（包含初始雇员工资及周转资金）10000 美元 

3. 中国母公司必须在 6 个月内陆续汇入其美国分公司帐号，25 万美元运营资金包含启动资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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