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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影视是促进中新两国人民了解的重要载体，也是连接中新两
国人民友谊的重要桥梁。
多年来，两国人文交流日益密切，影视合作方兴未艾。《新
西兰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合作拍摄电影的协议》
、《新西兰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合作制作电视片
的协议》等文件的签署为加强两国影视界务实合作、增进两
国人民了解和友谊提供了机制性保障。
期待中新两国影视界人士共同努力，落实好上述协议，推动
中新两国影视交流合作取得更大进展,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愿
为此提供支持。

吴玺
中国驻新西兰大使
于新西兰惠灵顿

电影在增进新中两国人民相互了解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我非常高兴支持新西兰充满活力的影视行业不断加强与中国
的合作。自新中两国达成《关于合作拍摄电影的协议》和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关于合作制作电视片的协议》以来，双方
业界合作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我衷心祝愿今年新西兰影视业
与中国伙伴的合作取得丰硕的成果。期待看到你们为两国观
众呈现更多启迪心灵的影视作品。

目录
我们致力于中国与新西兰之间的影视业合作

4

新西兰电影委员会—主要联系人

5

“ 中国俱乐部”通讯录

6

《新西兰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合作拍摄电
影的协议》

10

《新西兰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合作制作电
视片的协议》

13

新西兰本土影视制作和官方合拍影视制作补助金
—简介与申请标准

15

为国际影视制作提供的新西兰影视制作补助金
—简介与申请标准

19

新西兰优势

22

Clare Fearnley
新西兰驻中国大使
于中国北京

3

合作共赢：中国与新西兰影视合拍

我们致力于中国与新西兰之
间的影视业合作
首先，我谨代表新西兰电影委员会和新西兰影视业的同仁们
向大家致以诚挚的问候。
新西兰是一个充满想像力的国度。霍比特人在美丽壮观的风
景中漫步，龙在其间遨游，潘多拉星球上Na’vi族人与自然和
谐相处。
这里有美轮美奂的自然风光，创意十足的摄制团队和世界一
流的后制设施，并汇集了荣获奥斯卡奖的优秀影视人才。这
些得天独厚的优势吸引了吴京、乌尔善、吴奇隆等著名影人
前来新西兰拍摄制作，也是电影大师彼得•杰克逊爵士和詹姆
斯•卡梅隆选择在此安家定居的原因。

中国和新西兰两国的影视合作方兴未艾：新西兰两家顶级
制作公司NHNZ和Pukeko影视制作公司正在和中国伙伴合
作开发制作项目。我们亦为新西兰参与制作的中国大片感到
骄傲，包括在奥克兰拍摄由李冰冰主演的中美合拍片《巨齿
鲨》和在Park Road Post Production进行后制的2017年历史
票房冠军《战狼2》。
在新西兰电影委员会，我和我的同事们将不遗余力地支持和
帮助中新两国最优秀的影视人才共同创造出类拔萃、享誉国
际的电影和电视作品。

对中国影视界而言，新西兰是最佳的国际合作伙伴：
• 继中国和新西兰达成合作拍摄电影的协议之后，两国又于
2014年11月签订了合作制作电视片的协议，这是中国政府
同外国政府签署的首个电视合拍协议。这两份协议的全文
（中、英文）均已被收录在此宣传手册里。
• 根据新西兰影视制作补助金计划，中新官方联合制作的影
视作品，将自动有资格获得（合格新西兰境内制作开销）
40%的现金补助。更多相关信息（中、英文），请参见此
宣传手册。
• 我们特别建立了“中国俱乐部”，其中的会员包括致力于与
中国合作的新西兰顶尖级制片人和其他相关领域的专业人
士。会员的联系信息收录在这份宣传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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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abelle SHEEHAN 施安蓓
新西兰电影委员会 首席执行官
于新西兰惠灵顿

新西兰电影委员会（NZFC）是专注于发展新西兰电影产业的公共机构，其工作范围涉及电影事业的方方面面。我们投资故事片、短
片、剧本、以及个人职业发展，并且向新西兰本土和海外市场大力推广新西兰电影和电影制作人。我们致力于通过电影来讲述新西兰
的故事，同时也经常和新西兰其他的政府部门合作，例如新西兰文化和历史遗产部、新西兰外交贸易部、新西兰旅游局以及新西兰商
业、创新和就业部。新西兰电影委员会负责管理新西兰影视制作补助金计划，也为官方合拍片及新西兰影片制作取得退税优惠颁发认
可证。

Annabelle SHEEHAN
首席执行官
annabelles@nzfilm.co.nz
+64 21 510 990

Sheehan女士2018年1月就任新西兰电影委员会首席执行官职务。此前她曾于20152017年担任南澳大利亚电影委员会首席执行官。作为澳洲资深电影人，Sheehan女士
曾多次担任业界要职。2003－2013年曾任澳洲著名影视戏剧广播艺术经纪公司RGM集
团的总裁及高级经纪人。加入RGM之前，曾在澳洲顶尖的传媒制作教育中心——澳洲
电影电视广播学院（AFTRS）——供职六年，担任影视部主任。Sheehan女士同时也
是后期制作方面的专家，参与制作的作品包括《航越地平线》，《疯狂的麦克斯3》，
《钢琴课》，《无畏》及《淑女本色》。

Chris Payne 的工作职责是帮助新西兰杰出的电影制片人与世界级的协作人、影视项目
和 机会建立联系。同时，他还与影视奖励计划总监， 共同协助国际制作申请新西兰影
视制 作补助金计划当中额外5%的补助金，并着重确保新西兰优秀的本土电影制作人获
得强劲 的职业发展。在过去的10余载，Chris 分别在新西兰和日本从事影视开发和制作
工作。除 了长片电影之外，他的工作领域还曾涉及过电视节目、广告片、MV，以及在
企业界担任 商务拓展等职务。

Jasmin McSweeny 负责向新西兰本土和海外市场推广新西兰电影和新西兰电影委员
会。她与电影人、国际销售代理及电影分销商协作，将新西兰电影推向国际电影节和目
标市场。在新西兰，她协助发行商及电影人通过试映、受众分析和发行补贴来识别电影
观众，并与之互动。

Raymond SUEN
孙志恒
亚洲联络主任
raymonds@nzfilm.co.nz
+64 21 193 9629

孙志恒（亚洲联络主任）主要负责与本地创意产业机构联系，鼓励亚裔专才与业界加
强互动，促进更多亚裔专才在新西兰电影委员会的框架或协助下发展各类别的影视制
作项目和相关的后期制作服务。透过更多亚裔专才在行内多方位更广泛的参与，为本
地创意产业提升与亚洲接待及合作的能力，充分掌握亚洲市场庞大的观众群和商业投
资机会。亚洲联络主任会与教育团体、亚裔社群及媒体、官方机构和在亚洲工作的新
西兰人紧密合作，共同促进本地创意产业在亚洲市场的发展。孙志恒从事电影业界十
多年，曾经在Event院线工作，负责外语片、非主流电影及影展业务采购及推广。并且
曾经出任新西兰香港电影节项目总监、新西兰日本电影节区域主任、新西兰韩国电影
节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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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俱乐部通讯录
Film Otago Southland（奥塔戈南岛电影公司 )
Film Otago Southland（奥塔戈南岛电影公司）是代表新西
兰南岛南部6个地区的联合影视制作公司。公司包括了现有
的Film Queenstown （皇后镇电影公司）、Film Dunedin
（达尼丁电影公司）在内的电影办公室，以及奥塔戈中部地
区、克鲁萨、怀塔基和南岛地区的办公室。我们拥有成熟的
产业和基础设施，是新西兰第三大影片制作中心。通过协同
各地区主管部门的支持和帮助，我们能够在丰富绝伦的摄制
地点提供全方位的影视制作体验：从高山到海洋、从温带雨
林到干旱的荒原，以及遍地岩礁的风沙地带。

制作公司

www.filmqueenstown.com

Paula JONES
公司负责人兼制作人
paulajonesnz@gmail.com
+64 21 246 8924

Kevin “KJ” JENNINGS
执行经理
kevin.jennings@qldc.govt.nz
+64 274 425 268
Screen Wellington (惠灵顿影视)
惠灵顿是个充满活力，国际化十足，紧凑小巧而又安全的城
市。在这里可以享受到那些大城市带来的种种优处，却少了
许多喧嚣和不便。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这里提供非常周到
的电影服务。无论您制作影片、广告还是电视剧，Screen
Wellington (惠灵顿影视）都会为您提供“一站式”的支持和帮
助。我们将为您的制作提供一切便利，带您到新西兰最易可
达的电影拍摄地；加之，我们为您提供的专业服务均是免费
的。
Katie FROST
惠灵顿影视 经理
katie.frost@screenwellington.com
+64 21 575 595
Screen Auckland（奥克兰影视）
Screen Auckland（奥克兰影视）是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
地区的影视办公室，隶属于奥克兰旅游、活动和经济发展
局。Screen Auckland（奥克兰影视办）旨在保证您在奥克
兰及其周边地区的影视制作项目顺利进行。作为您初次接触
奥克兰地区影视业的第一个联络处，我们可以帮助您融入奥
克兰乃至新西兰经验丰富、创造力十足的电影专业人士的庞
大人脉网络。
www.aucklandnz.com/screen
Michael Brook
经理
michael.brook@aucklandnz.com
+64 27 530 3343

Barefoot Films（赤脚影业）
公司负责人兼制作人Paula在影视行业有丰富的台前和幕后
经验，并培养了1500多名影视制作专业的毕业生。2009年，
她成立了自己的制作公司，并制作了一系列交互式DVD电
影、MV、纪录片和短片，以及最近出品的专题纪录片《嘻
哈老年派》。
www.hiphoperationthemovie.com

Cirkus 公司
Cirkus是一家实力雄厚、多次获奖的动画制作公司，拥有一
批经验丰富的动画制作总监。正如公司的名称“马戏团”，我
们擅长混搭不同的动画风格和创作团队，确保作品永远新鲜
多变。我们的艺术家采用多种动画技术，创造出精彩纷呈、
娱乐性强的画面。主要业务包括概念故事、模型制作、人物
动画、环境设计、真人拍摄、平面设计以及视觉特效。
www.cirkus.co.nz
Marko KLIJN
马戏团长
ringmaster@cirkus.co.nz
+64 21 224 3010
Colonial Mongrel Productions 制作公司
Colonial Mongrel 制作公司致力于为国内外观众制作预算在
三百万美元至一千五百万美元之间的主流商业片和各种类型
片。影片选角以观众需求为导向，具有强烈、独特的画面和
叙述口吻，以及高级的制作价值。
www.colonialmongrel.com
Sue THOMPSON
执行制片人
sue@colonialmongrel.com
+64 274 400 914
Exposure International 公司
Exposure International 集合了一群擅长故事叙事的专才。
我们力求成为故事和听众之间的桥梁。人类经历是我们反映
事实方式的主要题材。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紧紧围绕“人”这个
中心。并非是我们告诉“人们”如何讲述他们的故事，而是“他
们”告诉我们如何讲述我们的故事。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我
们在亚洲、非洲、美国、欧洲和太平洋地区拍摄了多部纪录
片、电视广告、照片散文以及人道主义运动题材片。
www.exposure.org
Kevin DENHOLM
制片人
kevin@exposure.org
+64 21 556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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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ld Theory 公司
新西兰三位卓越的影视制作人Fiona
Copland,
Philippa
Campbell 和 Tim Sanders共同创建并运营Field Theory 影视
制作公司，这家初创公司得到了新西兰电影委员会商业发展
计划的投入资助。在此之前，该团队制作了一些新西兰最成
功的故事片和电视系列片,其中包括获得艾米奖的 《湖泊之
巅》、获得巴甫塔和奥斯卡奖的《指环王--魔戒再现》、《
雨》、《鲸骑士》和《黑羊》等作品。 公司的影视制作聚焦
于合国际市场的高端电影和电视剧，包括剧情片和纪录片。
www.fieldtheorymedia.com
Fiona COPLAND
制片人
fcopland@fieldtheorymedia.com
+64 274 789 417
FLUX 动画工作室
FLUX 动画工作室是一家荣获殊荣的角色动画制作公司，由动
画业提倡者及创意总监Brent CHAMBERS先生于1997年创建
成立。从因陋就简开始，FLUX 今天已经发展为一个世界级的
艺术工作室，拥有45位有才能的设计师、动画师和导演。他
们制作各种商业广告、电视系列片和电影。我们以设计为导
向，拥有一批长期稳定的导演，各有自己的风格和观点，可
以随时帮助您实现您的创意项目。FLUX动画工作室拥有最先
进的制作设备，同时运用传统和前沿技术满足各种规模产品
的制作要求。
www.fluxmedia.co.nz
flux@fluxmedia.co.nz
+64 9 360 6003
HUHU 动画工作室
HUHU动画工作室是新西兰的顶级、老字号动画工作室之
一。 18年来，我们一直以作为一家新西兰数字媒体公司而感
觉骄傲。我们成功地完成了300多部销往100多个国家的动画
电视节目和电影，并且创办了临近动画工作室的动画制作培
训学校。该学校办学成果显著，毕业生就业率一向达到75%
以上，是南半球最高的。
www.huhus.com
Trevor YAXLEY
首席执行官/ 主席
trevor.yaxley@huhus.com
+64 21 588 987
+86 186 1197 4645
Henry WONG
首席财务总监/国际业务总监
henry.wong@huhus.com
+64 21 636 579

Libertine Pictures 公司
Libertine Pictures是一家位于新西兰的影视制作公司。它创
建于2013年，由制片人Richard Fletcher, Paul Davis、编
剧Neil Cross 和富有当地、海外影视经验的专业人员组建而
成。Libertine Pictures 公司的目标是与能够展现独创性、充
满热情为广泛观众创作影视的电影人合作。
www.libertinepictures.com
Richard FLETCHER
执行董事
richard@libertinepictures.com
+64 4 282 0056
Making Movies 制片公司
Making Movies 是一家影视制作公司，在奥克兰和皇后镇设
有办公室。目前，我们正在进行两项新西兰与中国的合拍项
目：一部六集（每集43分钟）的电视连续剧和一部84分钟的
院线电影；另外，我们正在为第三个项目提供在新西兰的取
景拍摄制作服务。我们现阶段在积极地寻求中国合作伙伴与
我们一同开发新项目。Making Movies 制片公司的影片获得
过诸多的业内奖项，并且在全世界都享有良好的市场。 无论
是合作双方哪一方的故事素材，我们都会以最大的热情与精
力投入到项目中，力争集中我们丰富的经验、技术、与资源
做出最好的成果。
www.makingmovies.co.nz
James HEYWARD
首席执行官
info@makingmovies.co.nz
+64 9 921 5832 extn 1
新西兰自然历史公司 (NHNZ)
新西兰自然历史公司 (NHNZ）是一家大型的国际性纪录片制
作公司，有着15年成功的中国发展业绩，并且与中国中央电
视台 (CCTV) 和中视国际传媒公司 (CICC) 保持着长期稳定地
合拍关系。NHNZ公司还为探索频道、A&E 电视网、史密森
频道、国家地理频道、日本NHK电视台、和中国中央电视台
制作原创纪实片。该公司影视故事叙事的专长获得过250多
项国际奖，其中包括艾米奖和久负盛名的自然荧幕熊猫奖。
该公司除了在新西兰但尼丁有“一站式”中心之外，还在北京
和华盛顿设有办事处。NHNZ在3D纪录片制作、第二屏互动
制作、电子游戏、中国以外的纪实制作等领域领先于世界，
并且以革新、精彩的情节演化力争为观众创作出令人难忘的
电视作品。
www.nhnz.tv
John CRAWFORD
商务顾问
jcrawford@nhnz.tv
+64 21 474 417

Kognika 公司
Kognika是一家聚焦于通过中新协作、合拍而开发跨媒体原
创内容的公司。
www.kognika.com
Allan XIA
创意制片人/策划人/艺术家
allan@kognika.com
+64 21 074 7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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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keko Pictures 公司
Pukeko Pictures 公司是一家独立的娱乐制作公司，侧重于面
向全球观众发展和制作高质量、多平台的娱乐节目。Pukeko
Pictures位于新西兰惠灵顿，由Richard Taylor爵士、Tania
Rodger和Martin Baynton于2008年创建而成。凭借与世界著
名的维塔工作室Weta Workshop （《阿凡达》、《金刚》、
《指环王》等电影保持着紧密的联系，Pukeko Pictures 在世
界一流的娱乐制作公司中享有独特地位。

The New Zealand Film Connection 公司
The New Zealand Film Connection 公司为有意在新西兰拍
摄电视广告的制片人提供执行制片服务。我们与中国有着紧
密的联系，曾为B2B公司、Cheers公司、 上海龙轩广告有限
公司 （Pacesetter Pictures International）等单位拍摄过作
品。

www.pukekopictures.com

Treza GALLOGLY
制片总监
treza@nzfilmconnection.co.nz
+64 21 957 255

Clive SPINK
首席执行官
clive.spink@pukekopictures.com
+64 21 586 885
Screentime 新西兰
Screentime 新西兰有限公司是电影制作服务公司，为在新
西兰制作电视，电影，商业广告，音乐录像及企业录像提供
国际制作协助服务。如果您你考虑在新西兰拍摄，请与我
们联系，我们会免费为您你提供一份初步的预算。新西兰
Screentime 提供了帮助和支持的近期的中国制作包括《爸爸
去哪儿?》(湖南卫视)及《新西兰全国旅行》(北京 Tainhou 传
媒)。
www.screentime.co.nz
Philly DE LACEY
首席执行官
philly.delacey@screentime.co.nz
+64 9 303 3339
Toni URLICH
制作服务部总监
toni.urlich@screentime.co.nz
+64 9 303 3339
Tauihu Media 公司
Tauihu Media 是一家以“故事就是力量”为理念的创意多媒体
公司。我们注重于讲述生动的、捕捉人心的、富有娱乐性、
知识性、教育性、趣味性、和跨层次的故事。我们将富有广
泛经验的剧作家、导演、和制片人聚合到一起，他们具有超
强的通过平面媒体、营销传播、电视和电影讲述故事的能
力。
www.tauihumedia.com
Tui RUWHIU
制片人
tui@tauihumedia.com
+64 21 659 950

The Gibson Group 吉普森集团
吉普森集团是一家历史的新西兰影视制作公司，产品具有各
种风格和艺术形式，是新西兰最大的影视制作公司之一。该
公司制作的故事片和电视节目销往全世界80多个国家。吉普
森集团与遍及中国、加拿大、德国、英国、澳大利亚 和瑞典
的合作伙伴，联合了摄制大型的电视连续剧和电影， 并且拥
有国际水准的后期制作设备。
www.gibson.co.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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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onz新西兰公司是Toonz Entertainment旗下的一家子公
司。Toonz
Entertainment是世界顶级的影视内容和动画
制作公司，旗下还拥有印度动画业巨头Toonz Animation
India。Toonz新西兰公司成立于2015年3月，专注于开发
澳新地区现有及将来的动画和真人影视专利，在该地区开
展战略性的影视制作、许可、分销以及技术合作。同时我
们也配合Toonz母公司全球范围内的业务发展，做好澳新
市场与其他地区的交流、整合与共赢。
www.toonz.co
Mark NICHOLLS
总监
mark@toonz.co
+64 21 280 7513

影视后期制作及其他服务供应商
Digipost 后期制作公司
Digipost 后期制作公司是新西兰经验最为丰富的后期制作和
视觉特效公司，致力于同本土及国际客户一道努力实现他们
的创意成果，为电影、广告和电视行业提供高质量服务。我
们以客户为导向，努力在每一部作品上达到创意和技术的完
美结合。与此同时，我们以实现客户期待为荣—专注细节、
按时交付、保持预算。
www.digipost.co.nz
Garry LITTLE
执行董事
garry@digipost.co.nz
+64 21 955 900
Images & Sound 公司
Images & Sound 公司拥有极富经验、创造力十足的团队。
公司一为小型独立影视作品和新西兰收视率领先的电视
剧、广告、电影以及获奖的国际作品提供整套的后期制作服
务。
www.imagesandsound.co.nz
Grant BAKER
影像主管/执行合伙人
grant.b@imagesandsound.co.nz
+64 274 851 994

Main Reactor
公司在创作时非常注重故事营造，无论项目大小，我们都非
常享受参与艺术创造的过程。公司致力于为客户提供高质
量的设计和创新产品。罗杰及其团队一向以其精湛的工艺、
对创新的执着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著称。他们具有良好的业
绩，公司经验丰富的经理们参与过众多大型项目，可满足各
式各样的设计和制造需求。在过去十五年里，公司已培养了
全面的合作方网络，不断拓展业务。这些都让Main Reactor
成为新西兰和国际设计师的首选。Main Reactor 公司近期
参与的项目包括：MTV/Viacom 娱乐公司打造的电视剧《沙
娜拉传奇》第一季和第二季的生物和化妆特效设计和道具制
造；STARZ 电视台打造的喜剧《鬼玩人》第一季和第二季
的生物和化妆特效设计和道具制造；以及华纳兄弟打造的
电影《巨齿鲨》的道具制造。其他作品还包括：2012 年版
电影《鬼玩人》和《纳尼亚传奇3：黎明踏浪号》的化妆特
效、ABC 美国广播公司拍摄的系列电视剧《探索者传说》的
道具设计和制作，以及电视剧《斯巴达克斯：血与沙》的道
具制作、特效化妆总监和制作，该电视剧是由STARZ 电视台
拍摄、Rob Tapert 担任执行制片人。
www.mainreactor.co.nz
Felicity Letcher
公司董事
felicity@mainreactor.co.nz
+64 27 222 6669
Roger Murray
公司董事／创意总监
roger@mainreactor.co.nz
+64 27 294 7811
Park Road 后期制作公司
Park Road后期制作公司位于新西兰首都惠灵顿，由奥斯卡
奖获得者、著名导演Peter Jackson爵士创立。公司是全球
最为独特的影视后期制作公司之一。在一栋审美与技术创
新相得益彰的后制大楼里， 画面、音效和视觉特技师通力
合作，用最精妙的创意才能制作出最高水准的作品。

The Sound Room
是一家备受推崇的音乐创作和制作公司，为故事片和电视提
供音乐创作和音响设计。他们在中国和东南亚有丰富的制作
经验，擅长跨文化音乐合作。他们在南京音乐学院有长期的
创意合作伙伴。
www.thesoundroom.co.nz
Marshall Smith
总经理
marshall@thesoundroom.co.nz
+64 21 611 316
维塔工作室 (Weta Workshop)
维塔工作室 (Weta Workshop) 是一家创意设计和实体制作公
司，于1987年创建于新西兰首都惠灵顿，曾五次荣获奥斯卡
金奖，为全球娱乐及创意产业提供服务。
www.wetaworkshop.co.nz
David WILKS
总经理
david.wilks@wetaworkshop.co.nz
+64 21 895 228

其他会员
新西兰纪录片基金会/ Inkubator制作公司
Alex Lee是新西兰纪录片基金会的创立人。该基金会举办新
西兰边锋纪录片节（即澳新地区暨澳大拉西亚首要的国际纪
录片大赛）、影视边锋论坛和纪录片实验室。Alex也是媒体
律师和电影人，最新的作品是新西兰电影委员会资助的纪录
片《嘻哈老年派》，他担任此片的执行制片人。
www.documentaryedge.org.nz

www.parkroad.co.nz

Alex LEE
联合董事 / 总监
alex@documentaryedge.org.nz
+64 21 682 868

Vicki JACKWAYS
市场总监
vjackways@parkroad.co.nz
+64 275 974 533

新西兰影视制作和发展协会 (SPADA)
新西兰影视制作与发展协会 (SPADA) 代表新西兰影视制作人
的利益，主张建立强大、可持续的新西兰影视制作行业。

Dave TINGEY
业务发展经理
dtingey@parkroad.co.nz
+64 274 437 170
POW! 影视音效后期制作公司
POW！影视音效后期制作公司为新西兰本土及全球电影行业
创作电影音效。近期的项目包括：与中国一立影业有限公司
共同制作完成3D奇幻动作电影《一万年以后》。
www.powpost.cn
John McKAY
首席执行官
john@powpost.co.nz
+64 21 381 183

www.spada.co.nz
Sandy GILDEA
执行总监
sandy@spada.co.nz
+64 4 939 6936
Stephens Lawyers（斯蒂芬斯律师事务所）
Stephens Lawyers（斯蒂芬斯律师事务所）为新西兰本土及
国际企业或个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支持和咨询服务，其
客户包括从事影视数字内容制作、动画、游戏、视觉特效及
影视后期制作的公司。
www.stephenslawyers.co.nz
Michael STEPHENS
执行董事兼执行制片人
michael.stephens@slaw.co.nz
+64 21 635 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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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关于合作拍摄电影的协议
新西兰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下简称“双方”）；
鉴于双方在电影制作领域的进一步合作有益于两国的电影产业；
为了开展和扩大双方于2008年4月7日在北京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新西兰政府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的
服务领域的自由贸易，促进两国在电影领域的合作；
考虑到2005年8月15日在惠灵顿签订的《中国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与新西兰文化与遗产部的合作安排》；
为了扩大和实施有利于两国电影产业和文化经济交流发展的电影合作拍摄；
鉴于此类交流将有助于促进两国间的关系；
双方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定

义

为了本协议的目的：
（一）“合作制片者”是指从事某部合拍影片制作的一个或多个中国国民或新西兰国民，或就本协议第六条所指的
非本协议缔约方合拍影片而论，还包括非缔约方合作制片者；
（二）“合拍影片”是指一个或多个中国制片人（“中方合作制片者”）与一个或多个新西兰制片人（“新方合作制片
者”），通过共同投资、共享版权的方式联合制作的影片，包括本协议第六条所指的影片。按照《附件》规定，合
拍方要在创作、资金投入方面达到最低标准。
（三）“影片”是指以任何材质体现、完成后在影院放映的影像集成或影音集成，包括但不限于动画片和数字电
影。“影片”也包括为电视拍摄的故事片模式的电影（即“电视电影”）；
（四）“国民”：
1.就中国而论，是指中国公民；
2.就新西兰而论，是指新西兰公民；
（五）“居民”：
1.就中国而论，是指非中国公民但为中国永久居民的自然人；
2.就新西兰而论,是指非新西兰公民但为新西兰永久居民的自然人；
（六）“主管部门”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西兰政府各自指定的机关。

第二条

视为国产影片和授予权益

合拍影片全面享受中国和新西兰根据不时生效的各自法律制定或可能制定的授予国产影片的所有权益。

第三条

主管部门

双方应在本协议《附件》中指定各自主管部门。虽有第十三条规定，但如果缔约一方希望指定另一部门作为其主
管部门，该方应通过外交途径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

第四条

项目批准

一、合拍影片应在开拍之前获得双方主管部门的联合临时批准。双方合作制片者负责向各自

10

主管部门提交该部门为完成临时批准手续所需的必要文件
二、合拍影片必须根据双方主管部门规定的临时批准条件进行制作。
三、合拍影片完成后，双方合作制片者负责向各自主管部门提交完成影片（以及主管部门要求的必要文件），
以便主管部门履行最终批准手续，并使合拍影片享受本协议第二条规定的权益。
四、双方主管部门应按照本协议《附件》条款来决定合拍影片的临时批准和最终批准。
五、双方主管部门应相互协商以确定一个合拍项目是否符合本协议条款。双方主管部门在决定是同意还是否决
一个临时或最终批准时应适用其自身的政策和方针。
六、审批一部合拍影片时，双方主管部门可制定一些为达到本协议总体目的和目标而设定的批准条件。如果双
方主管部门对是否批准某个项目或是否包括某个条件产生分歧，该项目不应被批准为本协议涵盖下的项目。
七、就中国而论，合拍影片一旦获得中国政府主管部门颁发的“立项批准”，即被视为完成临时批准手续；合拍
影片一旦获得中国政府主管部门颁发的“电影片公映许可证”，即被视为完成最终批准手续。
八、就新西兰而论，合拍影片一旦获得新西兰政府主管部门向新西兰合作制片者出具的临时批准书面通知，即
被视为完成临时批准手续；合拍影片一旦获得新西兰政府主管部门向新西兰合作制片者出具的最终批准书面通
知，即被视为完成最终批准手续。

第五条

合作制片公司和个人的资质要求

一、参与合拍影片的制片公司必须根据缔约方所在国家的法律法规进行注册。另外，个体制片者、制片公司和
制片厂必须获得所在国主管部门要求的任何许可。
二、参与合拍影片的制片者必须具备所在国主管部门认可的技术力量、资金能力及专业经验。

第六条

与非本协议缔约方合拍影片

一、在中国或新西兰与第三国已签署电影合拍协议的情况下，双方主管部门可批准与该第三国合作制片者联合
制作本协议涵盖下的合拍影片。
二、本条涵盖下的合拍影片项目批准应限于第三国合作制片者的投入比例不大于中国和新西兰两国合作制片者
中较少一方所投入比例的合拍申请。

第七条

合拍资格的申请

一、中方合作制片者负责合拍影片在中国的资格申请，履行中方主管部门和中方承办机构规定的批准合拍影片
资格所需的一切手续。
二、新方合作制片者负责合拍影片在新西兰的资格申请，履行新西兰主管部门规定的批准合拍影片资格所需的
一切手续。
三、第三方合作制片者应符合该国与中国或新西兰签署的现行合拍协议中规定的有关合拍影片资格和制作的所
有条件。

第八条

器材入境

缔约双方应依据各自法律规定，允许制作合拍影片所需的摄影器材临时入境，并免除进口关税和税费。

第九条

人员入境

视实际需要，缔约一方应允许对方国家国民和居民以及任何第三方合作制片者所在地区公民，在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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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和停留的相关法律的前提下，为制作或开发合拍影片而入境中国或新西兰并且停留。

第十条

尊重法律与文化

缔约双方的摄制组应遵守摄制地国家的宪法、法律法规，尊重民族文化、宗教信仰及当地风俗习惯。

第十一条

公映许可

双方主管部门批准一部合拍影片对任何一方相关部门是否许可该片在本国公映不具任何约束力。

第十二条

国际电影节

如果双方合作制片者同意，任何一方都可将合拍影片送往国际电影节，前提是电影节开始前三十天将此意愿通知双方主管
部门。

第十三条

《附件》性质

一、本协议《附件》作为本协议的实施安排，是本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二、在符合本协议第三条规定的前提下，对《附件》的任何修改都应由双方主管部门一致同意。对《附件》的任何修改都应
与本协议条款相一致。
三、对《附件》的修改内容应由双方主管部门书面确认，并自该确认书指定的时间起生效。

第十四条

审议

应一方要求，双方应启动将2005年8月15日在惠灵顿签订的《中国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与新西兰文化遗产部合作安排》所
指的其他合拍形式纳入本协议或相关协议范畴的谈判。

第十五条

修订

一、缔约双方主管部门应监督和检查本协议的执行情况, 努力解决执行过程中出现的任何问题，并对本协议提出必要的修改
建议。
二、经双方协商一致，可对本协议进行修改。

第十六条

生效

缔约双方应当相互通知已完成协议生效所必需的国内法律程序。协议自后一份通知收到之日生效。

第十七条

国际义务

本协议条款不影响缔约双方的其他国际义务。

第十八条

有效期与终止

一、本协议有效期三年。
二、缔约任一方可提前六个月书面通知另一方，以终止本协议。
三、如在本协议有效期满前六个月，缔约任一方未用书面通知另一方终止本协议，则本协议的有效期将自动延长三年，并依
此法顺延。
四、由双方主管部门根据本协议条款批准制作，但在本协议终止后才完成的影片应视为合拍影片。该片合作制片者应享受本
协议规定的所有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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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新西兰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关于合作拍摄电影的协议》实施安排
第一条

主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新西兰政府关于合作拍摄电影的协议》（简称《协议》）所指的主管部门如下：
（一）中国主管部门为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电影管理局；
中国主管部门指定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作为中方承办机构，负责合拍影片的资格评估;
（二）新西兰主管部门为新西兰电影委员会。

第二条

合拍影片的适用规定

本附件的下列规定适用于本协议涵盖下的合拍影片：
（一）管理合拍影片制作的所有合同应明确一方合作制片者只可将本协议第二条所指利益转让或处置给具有该合作
制片者所在国国民或居民身份的自然人或法人，或被该合作制片者所在国认定的自然人或法人；
（二）双方主管部门同意参与本协议涵盖下的合拍影片制作的不同国家的工作条件大体上应具有可比性; 如果外景
拍摄需在不参与合作的一个国家进行, 工作条件应大体上不低于合作方国家；
（三）除了与制作合拍影片本身有关的固有联系外，任何合作制片者都不应由于共同管理、共同拥有或共同控制而
被联系在一起；
（四）合拍影片的制作、加工直至第一个发行拷贝的生产均应在中国或新西兰进行，如有第三方合作制片者，也可
在第三方合作制片者所在地区进行；影片的配音可以在中国或新西兰进行，如有第三方合作制片者，也可在第三方
合作制片者所在地区进行；
上述制作工作的大部分一般在资金投入大的合作制片者所在国进行，但双方主管部门有权联合批准其他安排。双方
主管部门还有权联合批准影片到参与合作的制片者所在国之外的国家进行外景拍摄；
（五）参与合拍影片制作的个人必须是中国或新西兰国民或居民；如果有第三方合作制片者，也可以是该制片者所
在地区公民；
在特殊情况下，由于剧本或资金的需要, 可以有其他国家表演者参与拍摄。其他国家表演者的参与人数应符合签约
双方国家的规定；
如果双方主管部门批准一部合拍影片到参与合作的制片者所在国之外的国家进行外景拍摄，该片小角色需要的群众
演员或外景拍摄需要的临时工作人员可雇佣该国公民担任；
（六）合作制片者应协商确定各自在合拍影片的表演、技术、工艺（统称“创作”）方面和资金方面的投入比例，前
提是合拍影片的合作制片者在表演、技术和工艺方面的投入应与各自的资金投入保持合理比例。当评估各合作制片
者的资金投入时，双方主管部门可一致同意批准“非现金”方式投入（包括但不限于摄影棚的提供）作为资金投入的
一部分；
（七）在任何情况下, 合作制片者在合拍影片的资金和创作方面的投入应不低于影片资金和创作各项总投入的20%
，也不高于影片资金和创作各项总投入的80%；
（八）除非双方主管部门另行批准，任何为合拍影片特别创作的音乐都应由中国或新西兰国民或居民创作; 如果有
第三方合作制片者，也可由该制片者所在地区公民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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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除非双方主管部门另行批准, 一部合拍影片至少应该有90%的镜头是为该片特别拍摄；
（十）合作制片者之间的合同应：
1.规定向合作制片者提供足够数量的最终保护拷贝和用于拷贝印制的复制素材。每个合作制片者都应拥
有一套最终保护拷贝和复制素材, 并有权进行必要的复制。而且, 每个合作制片者都有权根据合作制片
者之间约定的条件使用原始制作素材；
2.规定合作制片者对影片成本所承担的经济责任：
（1）双方主管部门拒绝有条件批准的合拍影片筹备阶段所产生的开支；
（2）虽经双方主管部门有条件批准，但没有遵守该批准条件的影片制作开支；或
（3）虽经批准，但被某合作制片者所在国禁止公映的合拍影片制作开支;
3.明确合作制片者之间包括海外市场在内的发行分成比例；
4.明确各合作制片者对影片投入的到位时间；
（十一）每部合拍影片或以独立画幅标明“中国与新西兰合作拍摄”或“新西兰与中国合作拍摄”字样；或
在相关字幕中体现由中国、新西兰和第三方合作制片者所在地区参与制作；
（十二）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的每个三年有效期内，由双方主管部门监督的本协议主要目标应确保在以下
各方面达到总体平衡：
1.双方在所有合拍影片制作成本方面的投入；
2.摄影棚和洗印设备的利用；
3.表演、工艺和技术等所有人员的聘用数量；以及
4.主要表演、工艺和技术人员的参与程度，尤其是编剧、导演和主演的参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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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合拍电视片开拍前必须得到双方下列主管部门的批准：
（一）新西兰政府：新西兰电影委员会；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二、合拍电视片完成后，视相关管理规定需要，合拍制片方负责向各自主管部门提交完成电视片（以及各自
主管部门要求的所有文件），获得主管部门的最终批准，使合拍电视片享受最终批准的权益。
第八条
一、合拍电视片的版权应由合拍制片方共同所有。
二、合拍制片方应根据各自的投资比例商定发行地区和发行收益分配。
三、如果在双方领土之外的国家或地区发行，版权问题须根据合拍制片方协议执行。
第九条
一、尽管有《协定》第二百一十三条第三款规定，任一方可提前六个月以书面形式通过外交渠道通知另一
方，以终止本附件。
二、一方提出终止附件时，已经双方主管部门批准但未完成的合拍电视片将继续享有本附件所授予的所有权
益，直至该电视片完成。
三、本附件终止后，本附件条款将继续适用于已完成的合拍电视片的收益分配。
第十条
一、在新方或中方与第三方已签署电视合拍协议的情况下，应合拍制片方的联合请求，双方主管部门可批准
该第三方制片方与合拍制片方合作制作本附件涵盖的合拍电视片。
二、根据本条批准的合拍电视片，第三方制片方的投入不得大于中新合拍制片方中投入较少的一方。
第十一条
任何因本附件解释或执行而出现的分歧应由双方共同协商解决。
第十二条
一、本附件就此作为《协定》的附件，并成为《协定》的组成部分。
二、本附件与《协定》其他规定如有任何不一致之处，应以本附件为准。
三、本附件的条款不得用于解释《协定》的其他任何规定。
第十三条
《协定》的以下章节不适用于本附件：
（一）第十一章投资第二节 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
（二）第十六章 争端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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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关于合作制作电视片的协议
新西兰政府（“新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中方”）（以下称“双方”）为了促进双方文化交流和电视合
作，根据两国现行法律和法规，经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一、本附件所称“合拍电视片”是指由合拍制片方在双方境内外合作制作的电视片。合拍电视片的种类包括电视
剧、纪录片和动画片。
二、本附件中“合拍制片方”：
（一）对新方而言，是指新西兰境内由新西兰公民或永久居民管理和（或）拥有的电视节目制作机构；以及
（二）对中方而言，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成立的电视节目制作机构。
第二条
经双方主管部门批准的合拍电视片享受本附件相应条款所规定的权益和双方颁布的其他相关管理规定所授予的
权益。
第三条
合拍电视片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包括但不限于）前期创意、剧本写作等主要的内容创作要素应由合拍制片方共同确定；
（二）合拍电视片应由合拍制片方共同投资，投资方式包括以货币直接投资和以劳务、实物、广告时间等折价
作为间接投资等；
（三）合拍制片方应共派创作人员和技术人员参与全程制作。主创人员（包括但不限于编剧、制片人、导演、
主要演员）中，合拍制片方一方人员不得少于三分之一；
（四）参与合拍的人员应为一方公民或永久居民。在特定情况下，如剧本或筹措资金需要，除合拍制片方以外
的其他国家主创人员也可以参与制作；
（五）合拍制片方在表演、技术、工艺和创意方面参与的程度以及在其国家产生的制作费用，应与其投资总量
保持合理比例。
第四条
在遵守入境和停留的相关法律的前提下，一方应允许另一方和根据本附件第十条批准的第三方的公民和永久居
民为制作或开发合拍电视片而入境并且停留。
第五条
合拍制片方在摄制过程中应尊重拍摄地国家的宪法、法律、法规、民族文化、宗教信仰和当地风俗习惯。
第六条
无论是播映、参加节展活动还是广告宣传，都应在电视片字幕中单独表明合拍电视片的性质。
第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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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肉馅饼》截图归于Blondini Enterprises，Crighton Bone DOP

新西兰本土影视制作和官方合拍的影视制作补助金

简介及
申请标准

新西兰政府为影视制作提供了丰厚的激励计划和制作补助金(NZSPG)1。
概述

对于新西兰制作和官方合拍，NZSPG提供相当于合格
新西兰境内制作开销(QNZPE)40％的现金补助金。
除非制作项目符合格可获得额外的补助金，否则这
笔补助金的最高限额为600万新西兰元。
QNZPE高于
1500万新西兰元，并符合额外标准的制作有资格获
得额外的40％的补助金。
额外补助金上限为1400万
新西兰元。

合格
格式

此补助金适用于以下格式的新西兰影视作品：
电影、
电视和其他非故事片格式(单集、连续剧或者连续剧中
的一季)和动画短片，其中有一些例外情况。

开销限制条件

2

格式

故事片
单集 – 有剧本
单集 – 无剧本
连续剧 – 有剧本
连续剧 – 无剧本
动画短片
(单集或连续剧)

最小合格新西兰境内
制作开销

总额为250万新西兰元

总共100万新西兰元，
每小时不低于80万新西兰元
总额为25万新西兰元

总共100万新西兰元，
每小时不低于50万新西兰元
不低于每小时25万新西兰元
总额为25万新西兰元，
不低于每小时40万新西兰元

发行、观众参与及覆盖面

额外补助金

其他政府资助

新西兰电影委员会(NZFC)将从与额外补助金相关的
制作中获得部分补偿和利润。

故事片必须有具约束力的新西兰院线发行协议，此院
线发行必须是颇具实力，而院线的观众覆盖面须与所
申请的补助金的价值相当。
其他格式必须具备相似
的、能够在合适的新西兰平台进行公映的发行协议，
并能体现其观众覆盖面与所申请的补助金的价值相
当。
所有格式都必须含有一份“观众参与计划”
，体现
此制作将如何展现给新西兰的观众。
已经获得新西兰政府机构提供的制作资金的故事
片、儿童电视剧和动画制作将仍然有资格获得此补
助金。
除此以外，这不适用于任何其他的电视或其他
格式。

申请人

申请人必须

• 是设在新西兰的公司(在新西兰经营业务并在新西
兰有自己的管理和控制人员或由股东控制的公司)
或税务合伙企业；
• 在实体拍摄开始前的18个月内已在新西兰积极地
从事大量电影或电视制作；
• 是负责新西兰境内制作过程中所有的活动的
实体；

• 专门为在新西兰制作项目而成立的特殊目的的
机构(例外情况 – 请参阅完整的申请条件)。
每一部影视制作只可由一个实体申请此补助金。

申请人还必须在制作影视片上拥有相等于补助金的
金额，并与其他投资者拥有相类似的产权(包括补偿和
利润状况)。

详细申请标准及要领，请浏览：www.nzfilm.co.nz

该项目要获得额外的补助，制作项目的合格新西兰境
内制作开销必须超过1500万新西兰元，且制作人的
专业经验和影视片的出口潜力须符合附加条件外，
所有要求附加补助金(包括官方合拍)的作品，都必须
具有显著的文化价值(按照显著文化利益评分标准)，
并向新西兰提供与申请的补助金价值相符的文化利
益(包括官方合拍作品)。

什么是合格新西兰境内制作开销？
合格新西兰境内制作开销(QNZPE)是申请人在
下列方面的制作开销：

• 在新西兰购买、租用或租赁的货物，这些货物
源自新西兰境内；或者
• 使用来自海外的商品，条件是：
- 新西兰没有这些商品；而且

- 在制作过程中使用在新西兰的商品：
和

- 从新西兰境内购买、租赁或出租的商品，必须
是从新西兰居民并且是从商品固定供应商手
中购买；或者
• 新西兰提供的服务；或者

• 使用位于新西兰的土地。

合格新西兰境内制作开销有一系列具体包含及
不包含的范围。
请联系新西兰电影委员会了解更
多详情(见下页)。

重大新西兰内容

• 是否聘用新西兰工作人员(特别是导演、制片人、
编剧、主要演员)；
并且

• 是否具有关于新西兰的题材(场景、主角、创作素
材、文化及历史)

欢迎制作人参考相关指南，评估影视项目新西兰内
容含量是否符合补助资格的“重大内容”要求。

本土项目必须经评分确认含有“重大新西兰内容”
，
方可申请补助金。
评分将考量：
• 是否具有新西兰制作活动(拍摄地点及影棚、视
觉/特效和音效后制)

• 是否发展新西兰商业(知识产权所有权和商业发
展成果)。

新西兰补助金概况

补助金的管理和申请流程

补助金由新西兰电影委员会(NZFC)管理。

注册

所有申请人必须在主体拍摄开始前向新西兰电影委
员会注册或申请临时认证。

临时认证

如果申请人选择不注册，他们必须在主体摄影开始前
申请临时认证。
临时认证不保证获得补助金，申请人
必须在制作完成后申请最终认证。
申请补助金的人士必须申请临时认证。

最终认证

最终认证的申请必须在影视制作完成后六个月内提
交给新西兰电影委员会。
通常在收到完整的申请后
三个月内受理。
新西兰补助金申请可能支付申请费。

补助金的申请条件和流程的相关
信息，请联系：
激励计划部执行官
电话：
+64 4 382 7680
电邮：
NZSPG@nzfilm.co.nz

了解如何把您制作项目带到新西兰
相关信息，请联系：
咨询部经理
电话：
+64 4 382 7680
电邮：
enquiries@nzfilm.co.nz

从申请补助金的角度来说，官方合拍将自动被视为
含有“大量新西兰内容”的作品，不必达到评分标准
即可。
但是，要获得额外补助金的所有作品(包括官方
合拍作品)必须满足额外的标准要求。

该项目的格式是否符合要求？

否

该项目是否符合相关的开销上下限额？电影：250万新西兰元，
电视及其他250万至100万新西兰元，动画短片250万新西兰元

否

是

是

该项目是否具有大量的新西兰内容？

是

符合大量的新西兰内容评分标准
(20分)

是

否

没有补助金

或者

这是一个官方的
合拍产品吗？

是否符合其他的资格标准：新西兰发行、
非新西兰政府资金限额及市场份额(电视)，
是否有其他新西兰政府资助？

是

否

否

是

是否满足其他一般资格标准：
SPV、居民身份、持续参与、负责实体、其他补助金、补偿？

是

否
补助金最多为

影视项目的合格新西兰境内制作开销是否超过1500万新西兰元，
申请人是否希望申请额外的补助金？

否

制片人是否有相关经验？

否

此项目是否至少有10％的市场附加值？

否

申请人(包括官方合拍制作)是否通过显著文化利益的评分标准？

否

是
是
是

是

新西兰的文化利益是否与申请人进行的活动与
申请的额外补助金的价值相符？

是
补助金是

1. 新西兰影视制作补助金于2014年4月1日开始实行。
本文见包括
从2017年7月1日起生效的修订内容。
2. 对于官方合拍作品，相关的制作开销限额是参考总制作开销计算
的而不是根据合格新西兰境内制作开销。
此宣传单上的信息使用于2017年7月1日以后开始主体摄影或
(主要动画)制作的作品。

详细申请标准及要领，请浏览：www.nzfilm.co.nz

QNZPE的40％，
QNZPE不超过
5000万新西兰元

(即最多2000万新西兰元的补助金)。

必须将由补助金产生的净
收入/利润中1500–5000万
新西兰元的部分，提取50％
分配给新西兰电影委员会。

否

$1500万，
占QNZPE的
40％
(即最多为600万新元的
补助金)

《彼得的龙》,华特迪士尼电影城，托克拉

为国际影视制作提供的新西兰影视制作补助金

简介及
申请标准

新西兰重视您的惠顾，新西兰政府将根据“新西兰影视项目补助金”(NZSPG)向国际电影电视拍摄
提供大量激励计划。1
丰厚的激励计划

对于所有国际影视制作2，新西兰影视制作补助金提供
相当于“合格新西兰境内制作开销”(QNZPE)20％的
基准现金补助。
对于后期制作、数位和视觉效果(PDV)
制作3，NZSPG相当于首笔“合格新西兰境内制作开
销”2500万新西兰元的20％的提升补助金，之后每笔
合格制作开销的18％的补助。
除了基准补助金之外，一小部分作品如果符合指定的
支出下限要求，并且可以证明将为新西兰带来显着的
经济利益，则可获得额外5％的补助金(包括带给新西
兰价值达到或超过所申请的额外5％的价值)。

合格格式的广泛定义

本补助金适用于以下形式的屏幕制作：
故事片、电视
剧和其他非故事片格式，包括电视剧、非编写内容节
目、纪录片、纪实片、儿童影视、动画和真人秀，以及后
期、数位和视觉效果制作。
须遵守附带条件，请联系相关部门了解详情。
格式
故事片

电视*及
其他非故事片
后制、数位和
视觉效果
(PDV)

最低合格
新西兰境内
制作开销

补助金额度

400万新西兰元

合格新西兰境内
制作开销的20％

1500万新西兰元

合格新西兰境内
制作开销的20％

50万新西兰元

不超过2500万
新西兰元的合
格新西兰境内制作
开销的20%，其后
新西兰境内合格
制作开销的18%

申请人

申请人必须

• 设在新西兰的公司或税务合伙企业，或在新西兰有
固定公司的外国企业；
• 负责在新西兰境内制作的所有活动的实体；和

• 专门为在新西兰制作项目而成立的特殊目的的机
构(完整的例外情况的具体标准请与新西兰电影委
员会联系，联系方式见下页)。
申请本补助金的申请人不能就同一影视制作申请
新西兰其他政府电影资助或税收优惠。

显著的经济效益

新西兰影视制作补助金提供相当于合格新西兰
境内制作开销20％的基准补助金。
如果达到限
额(至少最近五年的QNZPE为1亿新西兰元，目
前制作项目的QNZPE为3000万新西兰元)，并符
合“显著的经济效益”评估标准4并证明带给新西
兰的价值达到或超过申请的额外5％的价值，
小部分的影视制作可获得额外5%的补助金。

接到邀请才有资格申请额外5％的提升补助金。
申请人可与新西兰电影委员会激励补助金的部
门主管讨论获得此邀请的标准。

什么是合格新西兰境内制作开销？
合格新西兰境内制作开销(QNZPE)是申请人在
下列各方面的制作开销：

• 在新西兰购买、租用或租赁的货物，这些货物
源自新西兰境内；或者
• 使用来自海外的商品，条件是：
- 新西兰没有这些商品；而且

- 在制作过程中使用在新西兰的商品：
和

- 从新西兰境内购买、租赁或出租的商品，必须
是从新西兰居民并且是商品固定供应商手中
购买；或者
• 新西兰提供的服务；或者

• 使用位于新西兰的土地。

合格新西兰境内制作开销有一系列具体包含及
不包含的范围。
请联系新西兰电影委员会了解更
多详情(见下页)。

后制、数字和视觉效果(PDV)

新西兰还特别为后期制作、数位及视觉效果工提
供专门的补助金。
从2015年8月起，合格新西兰
境内制作开销的下限为50万新西兰元。
请联系相
关部门了解更多关于PDV补助金的详情。

* 电视制作没有每集片长、每个商业小时制作开销的下限要求。

1. 新西兰影视制作补助金于2014年4月1日开始实行。
本文件包括
从2017年7月1日起生效的修订内容。
2. 与真人或动物拍摄相关的QNZPE制作，视觉效果制作的开销不
超过QNZPE的55％。
3. 不是真人影视制作，并符合申请条件的第10条。
4. 重要经济福利点测试的副本可从新西兰电影委员会网站获得，
www.nzfilm.co.nz

详细申请标准及要领，请浏览：www.nzfilm.co.nz

《鬼玩人》电视剧,，奥克兰，Starz Entertainment

《异形》：
《契约》
，米尔福德峡湾，二十世纪福斯

国际制作补助金的概述

补助金的管理和申请流程
补助金由新西兰电影委员会管理。

注册或临时认证

所有申请人必须在主体拍摄开始前已经与新西兰电
影委员会注册或者申请临时认证。
注册和临时认证都
不保证获得补助金，所有申请人必须申请最终认证。

申请国际补助金可能需要支付申请费。

补助金的申请条件及流程的相关
信息，请联系：
激励计划部执行官
电话：+64 4 382 7680
电邮：NZSPG@nzfilm.co.nz

了解如何把您的影视项目带入
新西兰的相关信息，请联系
咨询部经理
电话：+64 4 382 7680
电邮：enquiries@nzfilm.co.nz

此制作项目是PDV制作1还是
真人影视制作2？

否

PDV

最终认证

最终认证的申请必须在屏幕制作完成后的六个月内
提交给新西兰电影委员会。
申请通常在收到完整的申
请后三个月内处理。

否

是

被邀请申请5％升幅的申请人必须在主体摄影开始前
提交初步申请。
补助金的申请可以在所有合格新西兰境内制作开销
结清后提交，也可以每次合格境内制作开销达到5000
万新西兰元或以上时提交(临时申请)。

该制作项目的格式是否符合要求？

此项目是否符合
相关限制条件 –
50万新西兰元？

是

没有补助金

此项目是否符合相关限制条件？
– 电影1500万新西兰元，电视及
其他项目400万新西兰元

否

否

是

18-20％的
补助金

20％
补助金

每个制作项目的
国际补助金是：
(a) 不超过2500万新西兰
元的合格新西兰境内制作
开销，获此开销的20%，及
(b) 超过2500万新西兰元
的合格新西兰境内制作
开销，获此开销的18%

申请人(包括任何相关实体)是否在过去5年内产生了
1亿新西兰元以上的QNZPE，目前的制作项目是否至少有
3000万新西兰元的QNZPE？

否

是

申请人是否获得新西兰商业、创新和
就业局的邀请申请5%提升补助金？

否

是
申请人是否已经对5%提升补助金做了初步申请，
并已通过“显著经济效益评分标准”？

否

是
显著经济效益评分小组是否考虑申请人所做项目对
新西兰提供的价值达到或超过申请的5%提升补助金的价值？

是

另加5％

1. 不是真人影视制作，并符合申请条件的第10条。
2. 与真人或动物拍摄相关的QNZPE制作，视觉效果制
作的开销不超过QNZPE的55％。

详细申请标准及要领，请浏览：
www.nzfilm.co.nz

总补助金的：

25％

否

新西兰
新西兰的影视制作历史由来已久，且经验丰富。
新西兰电影委员会非常乐意与您共同探寻在新西兰
拍摄制作的种种优势。我们将根据您的需求度身定
制，帮助您找到最理想的拍摄地、最优秀的影视制
作服务以及其它相关信息。欲知详请，请直接跟我
们联系： 电子邮件 enquiries@nzfilm.co.nz 或
电话 +64 4 3827680

优势

Clockwise
from top left: Wellington, Ghost in the Shell, Paramount Pictures and DreamWorks Pictures; Weta Digital, War for the Planet of the Apes, 20th Century Fox; Milford Sound, Alien: Covenant, 20th Century Fox
顺时针方向自左上图：惠灵顿，《功壳机动队》（派拉蒙公司及梦工厂）；维塔工作室，《猩球崛起》（20世纪福克斯）；米尔福德峡湾，《异形：契约》（20世纪福克斯）

丰厚的
激励计划

新西兰重视与您合作。根据新西兰影视制作补助金计划规定，所有
国际制作享有相当于“合格新西兰境内制作开销”
（ANZPE）20%的
基准补助金。对于后制、数位及视觉效果（PDV）类型的制作，新西
兰影视制作补助金项目为其2500万新元以内的“合格新西兰境内制
作开销”提供20%的补助金，为超出2500万新元以外的“合格新西
兰境内制作开销”提供18%的补助金。

此补贴为政府担保的现金补贴，而非退税形式的补贴。

合格
新西兰境内
制作开销
(QNZPE)

QNZPE 指的是符合以下条件的制作开销，包括商品和服务：

– 该商品在影视制作中使用时位于新西兰境内，而且

• 在新西兰境内购买、租用或租赁新西兰提供的商品；或者

– 该商品是从有新西兰居民身份的商品固定供应商那里购买或

除基准补助金之外，少量符合条件的国际制作还可以享有额外5%的
补助金。欲知详情，请直接与我们联系。

租赁的；或者

• 在新西兰境内购买或租赁非新西兰提供的商品，条件是：

• 使用新西兰提供的服务；或者

– 新西兰不生产此种商品，而且

• 使用位于新西兰的土地。

广泛的
合格格式

补助金适用于多种格式的影视项目，包括电影故事片、有剧本或无
剧本的剧情片、纪录片、纪实节目、动画片和真人秀的拍摄，以及后
制、数位和视觉效果的制作。1
您的制作项目需要满足以下 “合格新西兰境内制作开销”(QNZPE)
最低要求 :
格式

最低合格新西兰境内制作开销

故事片

1500万新元

电视及其它非故事片

400万新元

后制、数位及视觉效果 (PDV)

50万新元

电视制作没有每集片长的下限要求，也没有每小时（片长）的制作开
销下限。 电视制作周期可以长达24个月（特殊情况下可以更长）。
本补助金对影视制作项目的发行放映渠道的要求非常宽松，可以是
院线发行，各种类型的电视播放，DVD或Blu-ray光碟销售，或通过
网络、付费录像、手机以及其它大众媒体发行。申请者可以为样片制
作和正片制作分别申请补助金。
除补助金之外，新西兰还在其它方面为您的影视制作节约成本，例
如免工资税、无过失事故保险以及灵活的劳务市场。
我们还为官方合拍项目及新西兰本土制作另外提供补助金。欲知详
情，请与我们联系。

无隐形费用

季节相反

人才库丰富

商业环境优越

新西兰的劳务市场开放自由，
不受政府掌控，不征收工资
税，没有工会费，不用额外支
付节假日工资，医疗或政府服
务费。这将为您大大节约制
作成本。

新西兰的四季与北半球
正好相反。如果您需要
在七月份拍雪景或二月
份拍金黄的麦田，我们可
以办得到。

新西兰拥有荣获奥斯卡奖和艾米奖的世界
级影视制作和技术人才，可以在任何时间同
时进行多项国际和国内影视制作。

我们说英语。新西兰在世界银行的全球商业环境
评估中排名第一，也被公认为全球最廉洁的国家之
一。我们的移民政策简单透明。

新西兰的表演人才国际化程度高，外型多
样，文化多元，表演经验丰富。

您若想在一个和平安全而且影视制作性价比高的国
度工作，新西兰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

www.filmnz.com
1. 广告、色情片、培训、游戏、公众活动、以及主要针对新西兰市场的制作除外。

24h

伦敦

12小时夜间直飞洛杉矶和北京

洛杉矶

北京
12h

12h

奥克兰

托克罗阿，
《彼得的龙》
(迪斯尼出品)

奥克兰，
《沙娜拉传奇》（MTV出品）

罗托鲁阿
惠灵顿，
《功壳机动队》
(派拉蒙公司、梦工厂联合出品)

1h 50m
649 公里
403 英里

1h 20m

1h

坎特伯雷风光 — 库克山

惠灵顿
47m
惠灵顿，
《霍比特人：意外之旅
(新线电影公司出品)

基督城
55m
皇后镇风光－Shotover河

1h 38m

皇后镇
马尔博路，
《大洋之间的灯光》
(梦工厂出品)

达尼丁

领土面积比较

影棚设施
详细信息请浏览
www.filmnz.com/people-and-infrastructure

新西兰

英国

美国加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