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首套住房补助金和KIWISAVER

购买您的 
第一套房子
KiwiSaver有两个功能可以帮助您
购买第一套住房：首套住房补助金和
KiwiSaver首套购房提款。



z
z

KiwiSaver有两项福利可帮助您购买第一套住房：首套住房补
助金和KiwiSaver首套购房提款。

KiwiSaver是一项基于工作的自愿存款计划，旨在帮助
您为退休进行长期存款。 它有一系列会员福利，包括来
自您的雇主和政府的存款，并可用于帮助您购买第一套
住房。

不是KiwiSaver会员？
如果您目前还不是KiwiSaver的
会员并想加入该计划，您可以访问
ird.govt.nz/kiwisaver或致电0800 
549 472，了解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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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套住房补助金为符合条件的首次购房者提
供高达$5,000用于购买现房或旧房，或高达
$10,000用于购买全新房。
KiwiSaver首套购房提款可供符合条件的会
员提取其KiwiSaver储蓄，用于购买第一套
住房。 但是，必须在其KiwiSaver账户中保留
$1,000。
首套住房补助金由Kāinga Ora管
理，KiwiSaver首套购房提款由您的
KiwiSaver提供商管理。 
前房主可能可以申请首套住房补助金或
KiwiSaver首套购房提款，前提是之前没有从
任何一个计划中获得过支持。 

Kāinga Ora还需要评估前房主申请人的当前
财务状况，以确定资格。 请参见第18页，了解
更多以前房主身份进行申请的相关信息。
您需要为KiwiSaver定期存款至少3年才有资
格提款，您存款的时间长短将决定您可以通
过首套住房补助金获得的最高金额。 
要查看您为KiwiSaver存款的时间，您可以联
系KiwiSaver提供商或致电0800 549 472，
与IRD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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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套住房补助金
首套住房补助金旨在为首次购房者提供首套住房
的部分首付款。

什么是首套住房补
助金？

如果您是首次购房者，并且已是KiwiSaver  
(或合规基金或豁免雇主计划）的存款会员
至少3年，您可能有资格为全新房获得高达
$10,000或为现房获得高达$5,000的首套住
房助金。 
首套住房补助金可用于帮助购买：
• 全新房
• 期房 
• 现房/旧房
• 新房建地
• 迁房土地 

多个买家一起购买房屋时可以单独申请首套
住房补助金——例如：一对想要购买全新房
并且各自为KiwiSaver存款5年的夫妇都可
能有资格获得首套住房补助金，合并总额为
$20,000。
如果您是前房主，您也可以申请首套住房补助
金（受附加条件限制），但您只能获得一次首套
住房补助金、HomeStart补助金或KiwiSaver
首付款补贴。

您能得到多少？

首套住房补助金的可用金额取决于您为
KiwiSaver存款的年限——至少3年。 
如果您要购买全新房、期房或新房建地，您为
KiwiSaver存款的每一年，即可获得$2,000首
套住房补助金，最高达$10,000：

存款年限 补助金额
3 $6,000（您可以获得的

最低金额）
4 $8,000
5 $10,000（您可以获得

的最高金额）

如果您购买的是现房/旧房，您为KiwiSaver
存款的每一年，即可获得$1,000的首套住房
补助金，最高达$5,000：

存款年限 补助金额
3 $3,000（您可以获得的

最低金额）
4 $4,000
5 $5,000（您可以获得的

最高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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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您是否有资格获得
首套住房补助金

您必须： 

●	 18岁以上 

●	 是与首次购房者财务状况相似的首次购
房者或前房主

●	 已将您年收入的3%或每年$1,000用于您
的KiwiSaver（或合规基金或豁免雇主计
划）至少3年

●	 没有需供养人，且过去12个月的收入不超
过$95,000（税前）的个人买家或

●	 有一个或多个需供养人，且过去12个月
的收入不超过$150,000（税前）的个人买
家或

●	 无论需供养人数，两个或更多买家在过
去12个月的总收入不超过$150,000（税
前）

您还需要： 

●	 财务状况良好，至少为购房提供5%的首
付款（包括所有储蓄、补助金、首次购房提
款和馈赠）

●	 您购买房屋作为您的主要居住地

●	 承诺自过户日或颁发合规证明之日起在
家中居住至少6个月

●	 购买与购买者人数成比例的房屋份额

谁是需供养人？ 
有抚养责任的人全部时间或部分时间照顾家中的一个或多个孩子或其他需供养人。

要获得首套住房补助金的资格，您需要满足以下资格条件。 

首套住房补助金资格指南

您可能有资格获得首套住房补助金。
您可以在kaingaora.govt.nz/first-home-grant开始在线申请。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对不起，您不符
合资格。

对不起，您不符
合资格。

您打算买房子自住吗？

2+

您是首次购房者
吗？

有多少买家？

否

您是否已将年收入的3%或每年$1,000存入
您的KiwiSaver至少3年？

对不起，您不符合资格。

您家中有需供养人吗？

您需要有能力为购买房屋提供最低5%
的首付款。

是

您过去12个月的收入是否
不超过$95,000 (税前)？

您过去12个月的合计收入
是否不超过$150,000  

(税前）？

您过去12个月的收入是否
不超过$150,000  

(税前)？

 1

是 是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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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首套住房
补助金资格条
件
您想通过首套住房补助金购买
的房屋需要满足一些条件才能
有资格申请。 

您要购买的房屋必须：

●	 是您唯一的家（您不能拥有任何其他房
屋或房产）

●	 从过户日起至少6个月作为您的主要居
住地（不能是投资房产）

●	 从过户日起处于适合居住的状态

●	 在预计完工日期内建成（如果购买期
房）

●	 是以下类型的房产和土地所有权之
一：

• 完全所有权
• 分层房产（永久产权和租赁产权）
• 交叉租赁（永久产权和租赁产权）
• 租赁产权
• 毛利土地

●	 低于房屋所在地区的房价上限*

如果您有兴趣购买的房屋在您的首套住房补
助金申请日期前不到12个月收到了合规证
书，则它可能被视为“新房”类别，并有资格获
得最高$10,000的补助金。
您的律师需要通知Kāinga Ora何时进行房屋
过户，以便支付首套住房补助金。

* 有关地区房价上限的信息，请参阅附录2。 所有地区
都基于区域管理局划定的边界。

渐进式房屋所有权  
如果您是经批准的渐进式房屋所有权
先租后买计划的成员，您也可以申请“
新房”类别下的首套住房补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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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首套住房补
助金批准
您可以在kaingaora.govt.nz/
first-home-grant开始在线申请。 

申请预批

在您找到要购买的房屋或要建房的土地之
前，您可以申请预批以确认您符合首套住房
补助金资格条件。 作为申请的一部分，您需
要提供：

●	 您的新西兰出生证明、驾驶执照、公民
证、护照和/或签证状态的核证副本

●	 过去12个月的IRD收入汇总

●	 来自IRD或您的KiwiSaver提供商的
KiwiSaver存款流水 

如果您是个体经营者，您可以提交以下备选
方案之一，作为收入证明：

●	 个人纳税申报表（IR3）

●	 由会计师准备的个人纳税申报表 

●	 最近纳税年度的收入汇总

请允许最多5个工作日处理您的申请。 如果
您的申请成功，您的预批将有6个月的有效
期。 

申请正式批准

当您找到房屋或建地并提出购买报价时，您
可以申请正式批准。 作为申请的一部分，您
还需要提供：

●	 如果您已经获得预批，或在过户日期之
前，至少2周（10个工作日）签署并注明
日期的买卖协议副本

●	 如果您没有预批，请在过户日期前至少
4周（20个工作日）签署并注明日期的
买卖协议副本 

●	 证明您的首付款至少为购房价格的5% 
(包括所有存款、首套购房提款和馈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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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建地

如果您购买新房建地，您需要提供：   

●	 签署的土地买卖协议副本

●	 已签署的固定价格建筑合同，显示建
房成本和预计的建筑完工日期

●	 土地已为建房准备就绪的证据

●	 您有建房资金的证明

●	 一份合规证书的副本，以表明施工已
在预计完成日期或之前完成

土地和正在建造的房屋的总成本必须低于
土地所在地区的相关房价上限。*
在您提出购买想要建地之前，您必须获得
首套住房补助金的预批。 
您可以在没有固定价格建造合同的情况下
过户土地。 但是，您需要在首套住房补助金
预批到期之前提供已签署的固定价格建造
合同和土地买卖协议的副本。

购买建地或迁房
土地
如果您想购买建地或迁房土地，
则申请过程会略有不同。 您需要
满足首套住房补助金的一般资
格条件并提供一些额外的文件。 

购买迁房土地

如果您购买土地用于搬迁现房/旧房，您需要
提供：  

●	 签署的土地买卖协议副本

●	 购买和搬迁房屋的成本证明

●	 一份固定价格合同的副本，其中说明了
房屋获得许可和可居住的成本和预计时
间表

●	 房屋合规证书的副本

在您购买迁房土地之前，您必须已获得首套
住房补助金的预批。 
如果您要搬迁的房屋在您的首套住房补助金
申请日期前不到12个月收到了合规证明，则
它可能被归为“新房”类别，并有资格获得最
高$10,000的补助金。

* 有关地区房价上限的信息，请参阅附录2。 所有地
区都基于区域管理局划定的边界。 1110



案例研究约翰和莎拉
约翰和莎拉利用首套住房补助金和KiwiSaver首套购房提款购买了新房。

约翰和莎拉有意在惠灵顿购买一套售价$700,000的全
新房。  

银行已通知他们，只要能提供至少$140,000
的首付款，即房屋价格的20%，银行将借给他
们$560,000。 
在过去的12个月中，他们的合计收入为
$140,000，并在过去几年中节省了$50,000的
首付款——比银行要求的少$90,000。 
自KiwiSaver于2007年7月推出以来，约翰一
直是其会员，每年存款是其工资的6%。 莎拉
自2009年8月起成为KiwiSaver会员，每年存
款是她工资的3%。 他们各自向KiwiSaver提
供商提出申请，并能够从他们的KiwiSaver账
户中提取$70,000。 
约翰和莎拉都向Kāinga Ora提交了首套住房
补助金的申请。 根据他们对KiwiSavers的定
期存款金额，他们每人获得了$10,000的补助
金，因为他们想要购买的房屋是新建的。 这使
他们凑齐了$140,000的总首付款，满足了银
行20%的最低要求，从而能够购买新房。 

购房价格

$700,000
首付款总额

$140,000 (20%)
（$50,000的储蓄 + 两笔$10,000
的首套住房补助金 + $70,000的
KiwiSaver首套购房提款） 

银行贷款

$560,000 (80%)

13



KiwiSaver 
首套购房提款
KiwiSaver首套购房提款允许您提取
KiwiSaver中的存款来购买住房。

如果符合条件的会员已为其KiwiSaver（或
合规基金或豁免雇主计划）存款至少3年，则
符合条件的会员可使用KiwiSaver首套购房
提款，提取其为KiwiSaver的存款，购买首套
房。
您最多可以提取您所有的存款，但在首套购
房提款后，您的KiwiSaver账户中必须保留
$1,000。
如果您是前房主，您也可以申请KiwiSaver首
套购房提款（受其他条件限制），但您只能从
KiwiSaver提取一次存款，用于购买房屋。 
Kāinga Ora还需要评估前房主申请人的当前
财务状况，以确定资格。
KiwiSaver首套购房提款由您的KiwiSaver
提供商（或合规基金经理）管理。 如果获得批
准，提取的资金将在过户日或之前支付给您
的律师。

什么是KiwiSaver
首套购房提款？

1514



您必须：

●	 18岁以上

●	 是与首次购房者财务状况相似的首
次购房者或前房主

●	 已成为KiwiSaver（或合规基金或豁
免雇主计划）的存款会员至少3年

如果您认为有资格获得KiwiSaver首套
购房提款，请联系您的KiwiSaver供应
商，讨论您的提款选项。 

查看您是否有资格获得
KiwiSaver首套购房提款

KiwiSaver首套购房提款资格指南

您还需要：

●	 您购买房屋作为您的主要居住地 

●	 提款后，您需要能够在KiwiSaver
中保留$1,000。

要获得首套住房补助金的资格，您需要满足以下资格条件。 

合规基金 
并非所有合规基金都允许用于首套购房提款。 请与您的基金提供商联系以了解更
多详情。

作为前房主，您可能有资格获得
KiwiSaver首套购房提款。  

Kāinga Ora需要先评估您的财务
状况。

是

否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对不起，您不符
合资格。

对不起，您不符
合资格。

您是否已成为KiwiSaver的存款会员至少3年？

您是首次购房者吗？

您可能有资格获得KiwiSaver首套
购房提款。 有关更多信息，请联系

您的KiwiSaver提供商。 

您是前房主吗？

您之前是否收到过KiwiSaver首套
购房提款？

您的可变现资产是否超过您要购买
的地区房价上限的20%？*

您打算买房子自住吗？

是

* 有关可变现资产上限的信息见附录3。 

对不起，您不符
合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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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可变现资产上限的信息见附录3。

您还需要：

●	 不再拥有房屋或房产的权益或份额

●	 之前未获得过首套住房补助
金、HomeStart补助金或KiwiSaver首套
住房补贴（如果申请首套住房补助金）

●	 之前未收到过KiwiSaver首套购房提款（
如果申请KiwiSaver首套购房提款） 

●	 在您要购买的地区内，现房/旧房的可变
现资产总额不超过房价上限的20%*

Kāinga Ora认为以下是可变现资产：
• 银行账户中的资金（包括储蓄和定期存款）
• 股份、股票、债券和建房协会股份
• 对银行或金融机构的投资
• 支付给房地产经纪人、律师或开发商作为房

屋首付款或由其持有的任何款项
• 船或房车（如果价值超过$5,000）
• 其他不作为您常用交通工具的车辆
• 其他价值$5,000或以上的个人资产

如果您是前房主 

如果您以前拥有过房屋，只要您满足一些额外的资格条件，您可能仍有资格申请首套住房补助
金或KiwiSaver首套购房提款。 

前房主申请首套住房补助金的流程与首次
购房者相同。 您需要填写申请表上的额外部
分，以提供任何可变现资产的详情及您之前
拥有的房产的详情。  
您可以在kaingaora.govt.nz/first-home-
grant开始在线申请。
在您通过KiwiSaver计提供商申请KiwiSaver
首套购房提款之前，Kāinga Ora必须首先评
估您的可变现资产和当前财务状况。 如果您
符合前房主的标准，Kāinga Ora将向您提供
一封信函，以便您在申请首套购房提款时转
发给您的KiwiSaver提供商。
您可以在kaingaora.govt.nz/kiwisaver-
first-home-withdrawal在线申请。

案例研究

西沃恩利用首套住房补助金和KiwiSaver
首套购房提款在但尼丁购买新房。

西沃恩

西沃恩一直在为自己和两个孩子
寻找合适的房子。 
她在但尼丁找到了一套新房，该房以$490,000的
期房价格出售。 她的银行建议她至少需要有购买
房价的20%（$98,000）的最低首付款，而她目前
没有这么多。
在过去的12个月中，西沃恩的收入为$105,000，
并设法节省了$25,000的首付款。 自2008年3月成
为会员以来，西沃恩一直将她收入的4%存至她的
KiwiSaver，因此她能够获得$44,500首套购房提
款。 她的父母同意赠与她$20,000，用于补充她的
积蓄，帮助她购买房屋。 
西沃恩还向Kāinga Ora申请了首套住房补助金。 
根据她对KiwiSaver的定期存款以及西沃恩以个
人身份与供养人一起申请，她被批准获得$10,000
的补助金，因为她想购买的房屋是新建的。 这使
她凑齐了$99,500的总首付款，满足了银行20%
的要求，从而能够购买此房。

购房价格

$490,000
银行要求的最低首付款

$98,000  (20%)

首付款总额

$99,500  (20.3%)
（$25,000存款 + $10,000首套住
房补助金 + $44,500 KiwiSaver首
套购房提款 + $20,000父母馈赠） 

银行贷款

$390,500 (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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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房屋所有权援助

Kāinga Ora提供其他几种自置居所产品，以帮助首次购房者和前房主入住自己的房屋。 每个
产品都有自己的资格条件和申请流程，如果您符合条件，您可以将多个产品组合在一起。

First Home 
Partner

BUYING YOUR FIRST HOME WITH 

If your deposit and a home loan aren’t enough 
to buy a brand new home, First Home Partner 
could help to bridge the gap.

常问问题

购买具有首套住房补助金的房屋是否
有最低收入要求？
有资格获得首套住房补助金没有最低收入要
求，但您的家庭总收入需要足以满足银行或
贷方的贷款要求，才能提供住房贷款。

我需要偿还首套住房补助金吗？
不需要。 首套住房补助金不是贷款，不需要偿
还。 

我需要多少首付款才能购买带有首套
住房补助金的房屋？
您需要的确切首付款将取决于您要购买的房
屋的购买价格，但您需要缴纳最低5%的首付
款。

我可以同时使用首套住房补助金和首
次购房贷款购买房屋吗？
可以。 您可以在首次购房贷款之外使用首套
住房补助金购买房屋，前提是您符合资格条件
并已分别成功提交申请，并符合参与银行或
贷方的贷款条件，才能提供住房贷款。 

我可以同时使用首套住房补助金和首
套住房合作伙伴购买房屋吗？
可以。 如果您符合资格条件并分别提交了成
功的申请，您可以在首套住房合作伙伴之外
使用首套住房补助金购买房屋。

获得首套住房补助金是否需要支付任
何费用？
不需要。 获得首套住房补助金不涉及任何费
用。 

我已经更换了KiwiSaver提供商，并且
时间不足3年。 我是否仍有资格获得首
套住房补助金或KiwiSaver首套购房
提款？
如果您在使用的所有计划提供商中成为
KiwiSaver的存款会员至少3年，您仍可能满
足首套住房补助金或KiwiSaver首套购房提
款的最低存款期要求。 

First Home  
Loan

BUYING YOUR FIRST HOME WITH A

A First Home Loan is designed for first home buyers 
who can afford to make regular repayments on a 
home loan but have trouble saving for a deposit.

首套住房贷款
首套住房贷款由选定的银行、建筑协会和信用合作社提供，专为有能力
定期偿还住房贷款但难以储蓄首付款的首次购房者而设计。 与许多贷
款一样需要20%的首付款，首套住房贷款只要求您至少有5%的首付
款。 
您可以在kaingaora.govt.nz/first-home-loan查看您的资格。

首套住房合作伙伴
首套住房合作伙伴是一项共享所有权计划，旨在通过与Kāinga Ora共
同购买全新房屋来帮助渴望购房的首次购房者，因为购房者的首付款
和住房贷款不足以获得房屋所有权。 
您可以在kaingaora.govt.nz/first-home-partner查看您是否符合
资格。

Kāinga  
Whenua Loan

BUYING OR BUILDING A NEW HOME WITH A

A guide to lending for housing on 
multiple-owned Māori Land.

Kāinga Whenua贷款
您或许可以使用Kāinga Whenua贷款在您拥有使用许可的多家自
有毛利人土地上建造新房。 
有关Kāinga Whenua贷款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kaingaora.govt.nz/kainga-when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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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

CCC（合规证书） 根据《2004年建筑法》第95条发布的正式声明，根据建筑许可进行的建筑
工程符合该建筑许可的要求。

产权证（产权） 识别房产所有者的法律文件。

合规基金 一种注册的雇主赞助的退休金基金，允许会员选择将其工资的特定百分
比锁定在一个账户中，该账户只能以与KiwiSaver相同的条款使用。 

交叉租赁 一种结合了完全所有权和租赁产权的房产所有权，其中每个所有者都拥
有完全所有权（永久产权）的份额，以及他们所占用的各个区域和建筑物
的租赁产权的权益。

需供养人 有抚养责任的人全部时间或部分时间照顾家中的一个或多个孩子或其他
需供养人。

首付款 作为购房的一部分，作为房屋贷款的第一期支付的一笔款项。

资格条件 确定申请人是否有资格获得首套住房补助金或KiwiSaver首套购房提款
的具体条件。

豁免雇主计划 一种雇主赞助的退休金计划，不要求会员按照KiwiSaver的要求锁定任何
会员存款，但可以满足首套住房补助金的合格条件。 

完全所有权 土地所有者有权不受限制地使用土地，并可以按照他们希望的任何方式
处置土地（根据相关法律）。

首次购房者 以前没有在新西兰或海外拥有房屋或土地的个人。

首套住房补助金 由Kāinga Ora管理和发放的首套住房补助金。

首套住房贷款 由选定的参与银行和其他贷方发行并由Kāinga Ora承销的首套住房补助
金。

首套住房合作伙
伴

首次购房者与Kāinga Ora共同购买房屋的共享所有权计划。 

永久产权 完全所有权的另一种说法。

如果您想开始申请或了解更多关于首套住房补助金或KiwiSaver首套
购房提款的信息：
访问 – kaingaora.govt.nz/first-home-grant
 – kaingaora.govt.nz/kiwisaver-first-home-withdrawal
 – ird.govt.nz/kiwisaver
电子邮件 – firsthome.enquiries@kaingaora.govt.nz 
致电– 0508 935 266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预算建议和购买房屋的财务准备，请访问
sorted.org.nz或fincap.org.nz。

您如何了解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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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āinga Ora – 家
庭与社区

新西兰政府的一个官方机构，负责监督新西兰政府住房和城市发展政策
的实施。

KiwiSaver 新西兰的自愿存款计划。

KiwiSaver首套
购房提款

从符合条件的KiwiSaver基金中提取全部或部分储蓄用于购买第一套住
房的一次性选择。

租赁产权 具有完全所有权的土地所有者同意出租使用土地的权利，以在一定时间
内居住或建房。 

毛利土地 毛利土地受《1993年毛利土地法案》的约束，购房者有权占用该土地。

期房 同意在施工完成前购买新房。

预批 在您找到要购买的房屋或建地之前，确认您符合首套住房补助金的资格
条件。 

前房主 以前在新西兰或海外拥有房屋或土地但不再拥有的个人。

可变现资产 您可以出售以帮助购买房屋的物品。 这可以包括储蓄、股份、土地、船只和
机动车辆。

分层房产 公寓的一种常见所有权类型，公共区域为集体所有，每个公寓或单元由个
人所有。

附录1：定期最低存款
要获得首套住房补助金的资格，您必须为KiwiSaver做出至少3年的最低存款——您收入的3%
或每年$1,000（以较低者为准）。
存款期限可以长于3年日历期，但总和必须至少为3年。 您也可以在此期间更改您的存款类型（
例如：作为受薪雇员的存款或个体经营者的存款）。 您的KiwiSaver存款必须来自所有收入来
源。
您必须提供一份声明，说明您对KiwiSaver所提供的所有存款。 您可以联系KiwiSaver提供商
以获取存款流水或访问ird.govt.nz/kiwisaver。

表1：按就业类别划分的定期存款测试

工资/工薪收入者（自动
存款）

收到存款的总月数除以12等于或超过申请补助金的相关期限（3
年、4年或5年）。

个体经营者或受益人（自
愿存款）

自愿存款至少每年一次，并且在前一个纳税年度的每年6月30日
之前进行，并且存款的年数等于或超过申请补助金的相关期限
（3、4或5年）。

工资/工薪收入者和个体
经营者或受益人的混合
（自动和自愿存款的组
合）

工资/工薪收入部分：收到定期存款的总月数除以12加上
个体经营者/受益人部分：个体经营者/受益人收入每年的存款
数量等于或超过申请补助金的相关期限（3、4或5年）。

表2：按就业类别划分的最低存款测试

工资/工薪收入者（自动
存款）

如果满足表1所示的工资/工薪阶层收入的常规存款要求，则不
需要最低存款测试，除非该人有多种收入来源。

个体经营者或受益人（自
愿存款）

相关期间的总存款等于应税总收入的最低百分比或每年$1,000
（以较低者为准）。

工资/工薪收入者和个体
经营者或受益人的混合
（自动和自愿缴款的组
合）

收到存款的总月数除以12（四舍五入到最接近的全年）加上
自愿存款的期限等于或超过申请补助金的相关期限（3、4或5
年），并且自愿存款期间的总存款至少等于应税总收入的最低百
分比或每年$1,000（以较低者为准）。

24 25

http://ird.govt.nz/kiwisaver


地区
现房

($)
新房

($)
远北地区 400,000 675,000
旺格雷地区 600,000 800,000
凯帕拉地区 525,000 875,000
奥克兰 875,000 875,000
泰晤士-科罗曼德地区 875,000 925,000
豪拉基地区 525,000 525,000
玛塔玛塔-皮亚科地区 625,000 625,000
汉密尔顿地区（汉密尔顿市、外帕地区、怀卡托地区） 650,000 725,000
奥托罗杭加地区 400,000 500,000
南怀卡托地区 400,000 500,000
怀托莫地区 400,000 500,000
陶波地区 575,000 575,000
陶朗加地区（陶朗加市、西部丰盛湾地区） 800,000 875,000
罗托鲁瓦地区 525,000 525,000
法卡塔尼地区 500,000 500,000
卡维劳地区 625,000 625,000
奥波蒂基地区 400,000 500,000
吉斯伯恩地区 450,000 500,000
怀罗阿地区 400,000 500,000
纳皮尔-黑斯廷斯地区（纳皮尔市、黑斯廷斯地区） 625,000 825,000
中央霍克斯湾地区 500,000 500,000
新普利茅斯地区 525,000 675,000
斯特拉特福地区 400,000 525,000
南塔拉纳基地区 400,000 500,000
鲁阿佩胡地区 400,000 500,000
旺格努伊地区 425,000 500,000
朗伊蒂基地区 400,000 500,000

附录2：房价上限

地区
现房

($)
新房

($)
马纳瓦图地区 525,000 525,000
北帕默斯顿市 575,000 700,000
塔拉鲁阿地区 400,000 500,000
霍罗费努阿地区 525,000 650,000
怀拉拉帕地区（马斯特顿地区、卡特顿地区、南怀拉拉帕地区） 575,000 800,000
惠灵顿地区（卡皮蒂海岸地区、上哈特市、波里鲁阿市、下哈特市、
惠灵顿市）

750,000 925,000

尼尔森-塔斯曼地区（尼尔森市、塔斯曼地区） 650,000 875,000
马尔堡地区 550,000 575,000
凯库拉地区 700,000 700,000
布勒地区 400,000 500,000
格雷地区 400,000 500,000
西地地区 400,000 500,000
胡鲁努伊地区 425,000 500,000
基督城地区（怀马卡里里地区、基督城、塞尔温地区） 550,000 750,000
阿什伯顿地区 400,000 500,000
蒂玛鲁地区 400,000 500,000
麦肯奇地区 500,000 500,000
怀马特地区 400,000 500,000
怀塔基地区 400,000 500,000
中奥塔哥地区 525,000 800,000
皇后镇湖区 875,000 925,000
但尼丁市 500,000 675,000
克鲁萨地区 400,000 500,000
南地地区 500,000 500,000
戈尔地区 400,000 500,000
因弗卡吉尔市 400,000 500,000

免责声明：房价上限数据于2022年5月为准，且可能会发生变化。 
请访问kaingaora.govt.nz/home-ownership，了解当前的房价上限。26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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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现有房产的首
套住房补助金

房价上限 
($)

可变现资产
上限 

($)
远北地区 400,000 80,000
旺格雷地区 600,000 120,000
凯帕拉地区 525,000 105,000
奥克兰 875,000 175,000
泰晤士-科罗曼德地区 875,000 175,000
豪拉基地区 525,000 105,000
玛塔玛塔-皮亚科地区 625,000 125,000
汉密尔顿地区（汉密尔顿市、外帕地区、怀卡托地区） 650,000 130,000
奥托罗杭加地区 400,000 80,000
南怀卡托地区 400,000 80,000
怀托莫地区 400,000 80,000
陶波地区 575,000 115,000
陶朗加地区（陶朗加市、西部丰盛湾区） 800,000 160,000
罗托鲁瓦地区 525,000 105,000
法卡塔尼地区 500,000 100,000
卡维劳地区 625,000 125,000
奥波蒂基地区 400,000 80,000
吉斯伯恩地区 450,000 90,000
怀罗阿地区 400,000 80,000
纳皮尔-黑斯廷斯地区（纳皮尔市、黑斯廷斯地区） 625,000 125,000
中央霍克斯湾地区 500,000 100,000
新普利茅斯地区 525,000 105,000
斯特拉特福地区 400,000 80,000
南塔拉纳基地区 400,000 80,000
鲁阿佩胡地区 400,000 80,000
旺格努伊地区 425,000 85,000
朗伊蒂基地区 400,000 80,000

附录3：资产上限

地区

现有房产的首
套住房补助金

房价上限 
($)

可变现资产
上限 

($)
马纳瓦图地区 525,000 105,000
北帕默斯顿市 575,000 115,000
塔拉鲁阿地区 400,000 80,000
霍罗费努阿地区 525,000 105,000
怀拉拉帕地区（马斯特顿地区、卡特顿地区、南怀拉拉帕地
区）

575,000 115,000

惠灵顿地区（卡皮蒂海岸地区、上哈特市、波里鲁阿市、下哈
特市、惠灵顿市）

750,000 150,000

尼尔森-塔斯曼地区（尼尔森市、塔斯曼地区） 650,000 130,000
马尔堡地区 550,000 110,000
凯库拉地区 700,000 140,000
布勒地区 400,000 80,000
格雷地区 400,000 80,000
西地地区 400,000 80,000
胡鲁努伊地区 425,000 85,000
基督城地区（怀马卡里里地区、基督城、塞尔温地区） 550,000 110,000
阿什伯顿地区 400,000 80,000
蒂玛鲁地区 400,000 80,000
麦肯奇地区 500,000 100,000
怀马特地区 400,000 80,000
怀塔基地区 400,000 80,000
中奥塔哥地区 525,000 105,000
皇后镇湖区 875,000 175,000
但尼丁市 500,000 100,000
克鲁萨地区 400,000 80,000
南地地区 500,000 100,000
戈尔地区 400,000 80,000
因弗卡吉尔市 400,000 80,000

免责声明：房价上限数据于2022年5月为准，且可能会发生变化。 
请访问kaingaora.govt.nz/home-ownership，了解当前的房价上限。28 29



发表于2022年10月 
Kāinga Ora – 家庭与社区。

本手册也可在 
kaingaora.govt.nz/first-home-grant上找到。 

免责声明 

本手册中包含的信息旨在帮助您了解首套住房补助金和KiwiSaver首套购房提款，仅供参考。 本手册并
非旨在解决任何特定个人或实体的具体情况。 已采取一切合理措施，确保信息的质量和准确性。 适用于
首套住房补助金或KiwiSaver首套购房提款的资格条件或其他政策可能会更改、删除、添加或以其他方
式修改，恕不另行通知。 本手册中包含的信息不应被解释为法律或专业建议，您应该听取合格专业人士
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