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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与控制】

新西兰移民政策对我国移民管理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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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 100038)

摘 要: 当前，移民管理作为社会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
已成为衡量各国政府治理能力的标准之一。文章通过梳理分析新西兰移民管理的历史与现状、移民政策及
类别，从推进移民管理法治化进程、服务引才引智、创新移民管理工作机制等方面，为新时期我国移民管理工
作提供一些启示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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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是一个传统的移民国家，在教育、生活、
商业及社会保障等方面具有显著的吸引力，每年都
有大量移民前往新西兰工作与生活。新西兰政府一
直把移民作为一项重要国策，纳入其社会治理体系。
多年来，为确保外来移民符合新西兰经济社会发展
需要，新西兰移民管理部门不断更新与完善移民法
律法规及政策，以规范移民事务顺利推进，吸引世界
各地不同类别、不同层次的人才，促进新西兰经济社
会的发展。

一、新西兰移民管理的历史与现状

新西兰移民法最早制定于 1987 年，现行移民法
于 2009 年推出，并多次进行修订，以顺应时代发展
和移民需求变化。2015 年新西兰通过了移民法修
正案，进一步保护了外籍劳工的利益，加强了移民合
规制度，同时更加重视技术移民，提升了技术移民标
准。新西兰政府历来重视对移民的遴选和管理，已
经形成了一套完整且行之有效的移民法律法规及政
策，引进了大量不同类别、不同层次的人才来新创业
投资。

(一)移民法律体系较为健全，移民管理有法可依
自 2009 年以来，新西兰几乎每年都出版 1 － 3

个移民法新版本，新版本对前版均有不同程度的修

订。最新版移民法于 2021 年 10 月 5 日出版，共包
含 13 个部分，对与移民有关的移民管理、移民类别、
签证甚至诉讼、遣返等各种事宜均有详细规定，使
新西兰移民和公民、外交和商务部等涉及移民事
务的部门处理移民和签证问题时有法可依，也使
有移民意向的人士能够充分了解向新西兰移民的
可能性。

( 二) 实行配额与打分制，使移民结构总体合理
与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传统移民国家类

似，新西兰也是本着“按需引进，量才移民”的原则，
对移民政策实行配额与打分制。近年来，虽然新西
兰移民配额在部分年份有所增减，但总体上保持在
5 万人左右，保证了移民数量和结构的整体稳定和
合理。

( 三) 适时调整移民政策，引进各种人才
近年来，新西兰为了引进各种人才，不断适时调

整移民门槛。从 2009 年开始，为了吸引所需人才，
新西兰移民局调低了创业移民的门槛。2017 年新
西兰移民局又推出了退休养老移民政策。申请人及
其配偶均可获得绿卡，无语言和背景要求。2020 年
10 月，新西兰又宣布了新的入境限制豁免类别，250
名博士和硕士国际学生可以入境新西兰。新西兰工
党和国家党都明确表示将吸引优质的海外投资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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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兰建立科技公司或是吸纳海外高科技人才，其中
包括 IT类、电信类、建筑类等技术人才。

( 四) 保持移民政策特色，吸引国际移民
移民海外，每个国家对移民都有一个居住要求，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移民监”。新西兰现行“移民
监”政策独具特色。2002 年以前，新西兰移民门槛
很低，而且不用坐移民监。新西兰现有的移民政策
下，虽然既有“永居移民监”，也有“公民移民监”，然
而相比美国、加拿大等主流移民国家的“移民监”，
新西兰的“移民监”规定非常宽松。一旦持有永久
居民签证，就可以终身不受限制，自由出入新西兰。
这意味着，“永居移民监”终身只需要坐一次，而加
拿大等国的永久居留移民监却需要一直循环坐下
去，比如“每 5 年坐满 2 年”等。这种相对宽松的移
民监制度，对于不想放奔本国国籍，又想享受新西兰
优厚福利的人士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

二、新西兰移民政策及类别

目前，新西兰常见的外国移民可分为六大类，即
技术移民、投资移民、创业移民、家庭团聚移民、退休
养老移民和人道主义救援移民( 即难民类移民) ，这
六类移民方式基本上适用于各种不同的移民人群，
且无论申请人是通过何种方式取得新西兰绿卡，都
是一人持有绿卡可担保全家移民。

( 一) 技术移民
技术移民是新西兰最主要的移民方式，目前每

年大多数的移民配额都分配给了技术移民。据公开
数据显示，新西兰技术移民占新西兰移民总配额的
60%左右，每年约有 3000—3500 名中国人通过技术
移民方式获得新西兰绿卡。所谓技术移民，是指申
请人的学历、工作经验、专业技能等符合新西兰移民
局的要求而被给予的居民身份。新西兰的技术移民
采用的是打分机制，分数主要是由 5 个方面组成:配
偶、工作经验、学历、年龄和工作邀请。近年来，随着
外来移民数量的增加，新西兰移民局已通过频繁调
整技术移民政策，提高技术［1］移民的硬性条件来达
到限制移民数量和提高移民质量的目的。目前新西
兰的技术移民主要有工作技术移民、留学技术移民、
WTＲ认证雇主类别和 GIV全球影响力签证四大类。

1．工作技术移民
申请新西兰工作技术移民必须拥有一份新西兰

本地的技术工作，技术就业是申请新西兰技术移民
的关键。目前常见方式是通过找到工作先办理技能
工作签证，移民分数达到要求后再递交技术移民申

请。申请条件包括:年龄 55 周岁以下;有一份新西
兰雇主提供的技能工作邀请; 年薪达到 53040 新西
兰元;语言达到雅思 6． 5 分; 体检及无犯罪符合要
求;综合技术移民打分 160 分。

2．留学技术移民
通过新西兰留学后再申请技术移民，可获得额

外加分及后续政策扶持。与工作技术移民相比，留
学技术移民需花费的时间更长，但因为新西兰对于
留学有一系列优惠政策，如硕士以上学历可担保配
偶工作签证，小孩免费就读公立中小学，毕业后一次
性给予 3 年以上开放工作签证，极大地提高了移民
的成功率，因此留学技术移民成为目前比较受欢迎
的移民方式。留学技术移民的申请条件与工作技术
移民基本一致，但需要在新西兰本地先取得一个学
位。申请条件包括: 年龄在 38 周岁以下; 专业和工
作经验符合移民要求;语言达到雅思 6． 5 分;有一定
经济实力，可负担 1—2 年学费生活费( 约合人民币
25—30 万以上) 。

3． WTＲ ( Work to Ｒesidence Policy) ，即工作转
居留政策或专才移民认证雇主类别

名企绿色通道是新西兰移民局对一些企业授予
的奖励认证。在获得此认证前，政府需要从各个方
面审核公司是否是“优质雇主”，需要满足高流水、
高盈利、高纳税等诸多条件，企业通过移民局严格审
核后可随意雇用海外员工，并为其担保移民，无需政
府审批。申请人在全职工作 24 个月后可直接递交
移民申请，无英文、学历、打分要求，直接进入快速审
理通道。申请条件包括:申请人递交申请时不满 53
周岁;品行端正、身体健康; 需持有新西兰移民局认
证雇主给出的工作邀请; 雇主给出的工资不少于税
前 79，560 新西兰元 /年，以每周工作 40 小时为基
础，时薪需达到 38． 25 新西兰元; 如每周工作超过
40 小时，则时薪需至少为 38． 25 新西兰元且所签合
同不少于 2 年;需全职工作，雇主需对申请人的工作
岗位负责。

4． GIV 签证 ( Global Impact Visa 全球影响力
签证)

GIV 签证是新西兰移民局和新西兰希拉里( 非
美国前国务卿) 基金会于 2018 年共同开发的一项
旨在吸引全球精英人才的签证类别和“快速移民通
道”。基金会每年开放两次申请，每次会从申请者
中筛选 50 人进行项目支持，上述人员在新西兰居住
30 个月后便有机会申请永居。该项目计划实施四
年，共计 400 个名额。适宜人群包括: ( 1 ) 创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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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新和可持续发展领域内有相关知识储备和技
能，并且有新的想法想要在新西兰实现; ( 2 ) 企业
家:正在经营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商业项目，想要在
新西兰拓展商业网络或在新西兰探寻新的发展;
( 3) 投资人: 在创新和可持续发展领域内有投资经
验，并且希望在新西兰进行相关项目的投资。

( 二) 投资移民
投资移民是新西兰政府为吸引海外资本，同时

促进本地经济发展而设置的移民类别，适用于有一
定资产和投资经商能力的海外成功人士。主要分为
两种类别，即高额投资移民和普通投资移民，两种类
别在条件要求和申请流程方面有较大区别。高额投
资移民需要在当地投资超过 1000 万纽币 ( 约合
5000 万人民币) 并持续 3 年，移民监的要求是在投
资的三年中后两年在新西兰每年居住满 44 天。普
通投资移民需要在当地投资 300 万纽币并持有 4
年，投资者需有 3 年以上商业经验，提交打分表后进
入邀请名单，被邀请后四年内的最后三年每年在新
西兰住满 146 天。新西兰投资移民属于移民新西兰
的主流方式，相比于创业移民需要申请人以申请工
作签证的方式，先去新西兰进行创业再获取移民身
份，申请周期相对更短，所以更受到海外高净值人士
和商业成功人士的欢迎。

( 三) 创业移民
新西兰创业移民是针对想在新西兰做生意的创

业者，在生意经营满 2 年后，持有创业工作签证者可
申请创业居民签证 ( 如持有者满足特定条件，最快
可在获得工作签证 6 个月后申请创业居民签证) 。
长期商务签证持有者，也可在创业居民类别下申请
为新西兰居民。

近年来，创业移民成为新西兰移民的热门途径。
2009 年新西兰移民局调低该类别的移民门槛，通过
创业移民方式移居新西兰的人数大幅增加。创业移
民的明显优势就是资金和英语能力要求较低，其中
资金为 20 万—50 万纽币，雅思 4 分。新西兰的创
业移民分为高额创业移民和普通创业移民两类，除
创业投入的资本不同以外，申请条件、名额、周期等
方面都有很多不同之处。

1．高额创业移民申请条件: ( 1) 投资至少 50 万
纽币到固定资产中，解释其合法来源并雇佣 3 名当
地全职员工，如果入股现有企业，持股不少于 25% ;
( 2) 评分满足 120 分，雅思 4 分; ( 3) 管理经验: 5 年
高管经验或持股 25%以上的股东经验，递交与管理
经验相关的商业计划书; ( 4 ) 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

须满足健康要求; ( 5) 无犯罪记录; ( 6) 申请人及其
家庭成员须满足其它临时类别签证的一般要求。满
足条件者可获得创业工作签证并且公司运营 6 个月
后可以申请新西兰永久居民身份。投资 50 万纽币
以下或雇用人数少于 3 个本地居民的创业移民申
请，需在获得创业工作签证并产生两年的销售业绩
后，才可申请新西兰永久居民身份。

2．普通创业移民申请条件: ( 1) 投资至少 10 万
纽币的固定资产，如果入股现有企业持股应不少于
25% ; ( 2) 评分满足 120 分; 雅思 4 分; ( 3 ) 管理经
验: 5 年高管经验或持股 25%以上的股东经验，递
交与管理经验相关的商业计划书; ( 4 ) 申请人及其
家庭成员须满足健康要求; ( 5) 无犯罪记录; ( 6 ) 申
请人及其家庭成员须满足其它临时类别签证的一般
要求。

( 四) 家庭团聚移民
家庭团聚类移民是新西兰移民政策中较为人性

化的一种，为新西兰公民及永久居民提供了与海外
家庭成员团聚并一起在新西兰生活的机会。家庭类
别移民是新西兰的第二大移民方式，占新西兰移民
配额总数的 30%，每年该类别通过移民局审批的人
数约为 1． 5 万人。主要分为配偶团聚移民、父母团
聚移民和子女团聚移民三大类。

1．配偶团聚类移民
配偶团聚移民是新西兰移民方式中对申请人要

求最低的一种，无年龄、学历、英语水平等限制。新
西兰法律认可的配偶关系包括领取结婚证书的夫
妻、同居 12 个月以上未领证的事实夫妻、领有民事
或结婚证书的同性伴侣。为防止有人利用政策便利
“商婚”，新西兰政府对担保人进行了限制。

2．父母团聚类移民
新西兰政府曾于 2016 年 10 月关闭了此类移

民，但于 2020 年 2 月重新开放。重开后每年只发放
1000 个父母团聚类签证名额，与之前每年 5500 个
名额相比大幅减少; 同时其他申请条件也有较大提
高。但在新西兰政府 2016 年宣布暂停父母团聚签
证后，仍有 2000 人递交申请且支付费用。对此，新
西兰移民部长表示，申请者可根据新标准更新申请，
并在候选池中排队顺序不变; 达不到新标准的申请
者将获得全额退款。

3．子女团聚类移民
新西兰子女 ( 含养子女) 团聚移民对申请者的

要求较低，申请条件也较为简单。值得注意的是当
子女拿到永居签证后也必须满足移民监要求，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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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证后的两年每年须住满 184 天，可申请永久回头
签，此后不再有移民上监要求，持证人可随时进出新
西兰。

( 五) 退休养老移民
2017 年，新西兰移民局推出了退休养老移民，

申请人及其配偶均可获得绿卡。申请条件是年龄
在 66 岁以上、无语言要求和背景要求、不用进入
打分系统等待抽取、孩子拿到永久居留权后无须
等待 3 年。退休养老移民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
投资移民，对于资金的要求较高，资金门槛为 75
万纽币。申请条件为身体健康，无犯罪历史; 子女
须为新西兰公民或永久居民签证，且目前在新居
住;无语言、经商背景要求; 4 年时间内在新西兰政
府指定的领域投资 100 万纽币;现年收入达到 6 万
纽币及以上( 含退休金、股票、租金、分红等) ; 需证
明有 50 万纽币资产的安家费，无需解释资金来源，
无需转入新西兰，在原住国和新西兰的房产都可用
作证明;需证明投资款的合法来源，可为别人赠予或
继承。

( 六) 人道主义救援移民
人道主义救援移民也称难民类移民。难民是指

那些有充分的理由害怕因为国家、民族、宗教信仰、
政治观点及特殊人群( 如同性恋) 等方面的原因会
遭受迫害，因而逃离自己国家且尚无合理安置的人
员。此外，因受拷打或其他迫害或如返回自己国家
可能会有不应承担的危险及深受精神折磨的人员，
也可申请难民保护。该类签证与新西兰目前每年接
纳 1500 名难民配额制度 ( 2020 年 7 月前为 1000
人) 不同的是，此类申请人必须身处新西兰以后才
能向新西兰难民署提出申请。同时为满足申请人家
庭团聚需求，新西兰政府每年发放 300 份难民家庭
担保类签证。

三、启示与借鉴

新西兰国土面积 27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 511
万。由于地理位置相对偏远，人口基数较小，所以新
西兰一直是传统的移民国家。我国劳动力资源比较
丰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2020 年，16—
59 岁劳动年龄人口为 8． 8 亿人。虽然目前我国劳
动人口规模较大，但存在着结构性短缺问题。这种
国情和发展状况的差异，使得我国的移民政策与新
西兰有着许多不同之处，但在健全完善移民管理法
律体系、引进高层次优秀人才、创新移民管理服务等
方面，新西兰政府的一些经验和做法值得我们学习

与借鉴。
(一) 适应新形势新变化，加快推进移民管理法

治化进程
新西兰政府十分重视移民法律体系的与时俱

进，几乎每年都对移民法进行修订，以适应形势发展
变化的需要。例如:近年来，随着新西兰国内人口出
生率下降和老龄化加重，以及对各种技术人才的需
求增大，其适时调整放宽移民政策，使移民数量有增
加趋势。

目前，我国一些移民管理法律法规存在一定的
滞后性，精细化程度不够，前瞻性、灵活性欠缺。移
民管理职能分散、衔接不畅，与移民管理工作出现的
新情况、新问题不相适应。当前，我国移民管理工作
要适应国家发展大局和国际形势变化，积极借鉴和
吸收世界其他国家先进的国际移民法律和实践经
验，尽快完善顶层设计，健全管理机制，强化法治思
维，提高治理水平，建立同我国国际地位相匹配、同
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移民管理法律体系，
以适应新形势下移民管理工作的新形势、新特点、新
挑战。

( 二) 聚焦“高精尖缺”，服务引才引智
1999 年，新西兰政府改革了移民政策，移民重

点转向技术移民。2000 年，获批技术移民 34405
人，占获批移民总数的 60． 9%。此后，相应比例常
年保持在 41%以上。另外，新西兰还制定了长期紧
缺职业清单，在积分评估制中设置了紧缺行业额外
加分项。这些移民倾斜政策既满足了当地经济社会
发展的需要，也提升了外来移民的质量。

相比新西兰，我国人才总体数量大，引进人才更
注重“高精尖缺”。我国移民管理应立足于国家引
才引智工作，服务于国家人才战略，不断健全完善人
才发现遴选渠道模式，加强与国际职业资格认证体
系对接，积极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移民人才评价体
系，构建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的移民管理工
作机制，大力吸引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优秀人才扎
根中国。

(三) 创新移民管理工作机制，营造高效优质服
务环境

2019 年，新西兰移民融合政策指数综合评分为
77，位居世界前 10 名，属于“完全融入”类别，移民
成为推动新西兰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这
与新西兰政府一直致力于从就业、教育、健康、福利
等方面推进移民融合政策密不可分，值得我们学习
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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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政府一直以来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积极
为在华外国人营造宽松、和谐、安全的工作生活环
境。当前，我国移民管理部门不断提升移民管理工
作水平，主动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精准助力
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一带一路”、海南
自贸港等国家重点区域发展，为高层次人才来华投
资创业、工作生活提供高效优质服务。同时，研究制
定更加积极开放的移民管理政策，变坐等人才上门
为主动走访服务，促进高层次人才“引得来”。持续
不断推出便民政策措施，积极开展出入境证件认证

服务，推进外国人持永居证在民航、铁路、住宿、纳
税、社保以及互联网等民生领域的多项公共服务、社
会事务中的便利应用，为高层次人才“留得住”创造
良好环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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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ights from New Zealand's Immigration Policy
to China's Immigration Management

ZHOU X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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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mmigration management，as an indispensable and important part of the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has been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by different countries all over the world，and has become one of the criteria for measuring the governance ability of
governments． By analyzing the history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immigration management，immigration policies and categories of New Zeal-
and，this paper provides some insights and references for China's immigration management in the new era． The research area includes
promoting the process of the rule of law in immigration management，serving to attract talents and wisdom，and innovating the mechanism
of immigra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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