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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基本法》序言中指出“為了維護國家的統

一和領土完整，有利於澳門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

考慮到澳門的歷史和現實情況，國家決定，在對澳門

恢復行使主權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

條的規定，設立澳門特別行政區，並按照‘一個國家，

兩種制度’的方針，不在澳門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和

政策。”近十年來，在基本法確立的“一國兩制”框

架內，澳門社會穩定和諧，經濟快速發展，2008 年人

均 GDP 達到 39,034 美元，僅低於日本 30 多美元，居

亞洲第二。可以說這正是在基本法支撐下“一國兩

制”的成功實踐。隨着澳門經濟發展進入新的階段，

“適度多元”的未來經濟發展定位必將成為“一國兩

制”在既有基礎上的更深入實踐。但是，在當前國內

外經濟環境發生重大變化的背景下，如何繼續促進澳

門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對於澳門經濟社會整體發展意義

重大，難度也加大，更需要有充分、有力的制度構建

為保障。本文試通過審視基本法與澳門經濟適度多元

發展的關係，在基本法框架內，從深化“一國兩制”

實踐出發，為澳門經濟發展尋求強有力的法律支撐，

以期促進澳門經濟更好更快發展。 
 
 

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是澳門的必然選擇 
 
之所以必須為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尋求法律支

撐，一個極重要的原因即源於這項政策的必然性，澳

門歷史現實的發展狀況都決定了走經濟適度多元發展

道路是澳門的必然選擇。 
 
(一) 選擇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有歷史的原因 
20 世紀 60 年代至 80 年代，澳門經濟曾處於多元

化階段，尤其是出口加工業受惠於全球成衣及紡織品

配額逐步發展壯大，成為澳門第一大產業；形成出口

加工業、博彩旅遊業、金融保險業和建築地產業四大

支柱產業格局。然而這種多元化的發展格局在 20 世紀

末期發生改變，博彩業快速成長，加之澳葡政府對澳

門管治乏力，澳門貿易發展又缺乏必要的基礎設施及

法律支持，限制了其他產業發展。博彩業開始在澳門

經濟中佔據主導地位，澳門經濟逐漸呈現出單一化傾

向。 
 
(二) 選擇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是現實的需要 
博彩業獨大是澳門經濟發展最大的現實。回歸以

來，博彩業在澳門經濟結構中比重逐年擴大。從 1999
年到 2007 年，博彩業佔GDP的比重從 24.0%大幅上升

至 35.6%，9 年間共增加 11.6 個百分點。1 在當前金

融危機中，博彩業對外部需求高、經濟抗風險能力弱

的特點表現得尤為突出，博彩業受到的衝擊直接後果

為澳門整體財政收入減少、失業率上升。應該說探索

澳門經濟的適度多元發展已到了極為必要的時候。 
 
(三) 選擇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有客觀的可能 
回歸以來，在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博彩旅遊業收

益連創新高的背景下，澳門經濟的迅速發展，政府財

政收入大幅增長，為今天選擇適度多元發展道路奠定

了基礎。到 2008 年政府財政收入為 510.77 億澳門元，

較 1999 年的 169.43 億大幅增長了 201.46%，年均增

長 22.38%。自 2000 年起，政府財政連續 8 年盈餘，

累計結餘也從 1999 年回歸時的 26 億大幅上升至 2007
年的 500 億以上。2 政府財力的大幅提高，使其可以

更有效地發揮公共職能，開展公共投資、推進產業適

度多元、扶持中小企業發展、改善中低收入階層生活

水平，促進社會和諧的能力大為增強。澳門在展館、

酒店、景點等方面為會展業、旅遊業、文化產業發展，

為將澳門發展成為“世界旅遊休閑中心”提供了完備

的硬件支持，走經濟多元發展之路已經具有一定的物

質基礎。 
 
 

二、經濟適度多元發展需要法律的支撐 
 
澳門經濟的多元化發展不僅是個長期的工程，更

是個系統的工程；不僅需要擬定可行性的發展方案，

更需要相關配套制度設置的齊備，強有力的法律支撐

不可或缺，這是由各種客觀原因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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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澳門適度多元發展的法律支撐 
 

(一) 由經濟與法律間的相互關係決定 
一方面，經濟決定法律。法律是由特定社會的經

濟基礎決定的，法律的制定、內容、性質、重要特徵

以及發展和變化，都取決於經濟基礎。經濟是法律的

源泉和誕生地。另一方面，法律必須服從服務於經濟。

法律可以以其特有的屬性和功能為經濟基礎服務。通

過其權威性和穩定性確認和維護經濟關係和活動，通

過指引性和預測性促進和引導經濟關係和活動；在一

定限度內，以其國家強制性和統一性摧毀和改造某種

不適應需要的經濟關係和活動，建立新的經濟關係和

活動。澳門經濟的發展也不能排除經濟與法律相互作

用關係的客觀規律。基本法已經確立了澳門經濟發展

的根本路徑，在新形勢下發展多元化經濟更多的是需

要尋求具體的支持和保障。 
 
(二) 由監管博彩業、扶持其他產業的現實需求

決定 
由於博彩業利潤高、吸附資源能力強，其超常規

發展對其他行業的“擠出效應”日益顯現。其結果是

澳門經濟結構中“一業獨大”更為明顯，產業適度多

元因人力及土地資源短缺難以有效推進。在博彩旅遊

業內部，呈現大博彩小旅遊，博彩業佔整個博彩旅遊

業的絕對比重過高，綜合旅遊深度開發相對滯後。其

次，博彩業高利潤、高薪酬擠佔人力資源、抬高營商

成本。博彩業擴張造成的就業結構性變化及部分行業

勞工短缺，導致部分行業職位空缺率長期居高難下，

人力成本大幅上升。澳門自回歸後博彩收入在旅客總

消費的比重一直高居 69-80%。“冰凍三尺非一日之

寒”，解決博彩業引發的社會問題以及其他產業的發

展不足，僅僅依靠政策層面明顯力量欠缺，具有強制

力的法律規制和扶持尤為重要。強有力的法律支撐不

僅有利於有效監管博彩業運營，定紛止爭，使其繼續

發揮推動澳門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更有利於從法制

層面為其他行業發展拓展生存空間，促進澳門經濟的

適度多元、健康發展。 
 
(三) 由當前經濟形勢決定 
當前，國內外經濟環境發生重大變化，金融風暴

呼嘯而至，澳門博彩市場數項指標連續數月走低，此

前為抑制過分膨脹的博彩業而推出的一些政策措施與

突如其來的金融海嘯不期巧遇，更加大了對博彩業的

衝擊力度。作為澳門支柱產業的博彩業下滑，面臨嚴

峻的考驗。置身目前經濟寒潮中，再去思考之前博彩

業的需求過熱和過度擴張，澳門經濟抗擊金融風暴的

切入點正在於適時對症下藥，調整博彩業發展規模及

增長速度，抑制其過分膨脹，發展多元化產業，使之

與澳門生態環境容量及承載力相適應，與澳門交通、

口岸、能源等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相適應，才能確保澳

門經濟持續、穩定、健康地向前發展，才能在回歸十

年的輝煌成績基礎上深化“一國兩制”實踐。為澳門

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尋求、明確強有力的法律支撐不僅

是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保障，更是為澳門市民繼續推

進經濟建設增強信心。 

 

 

三、尋求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法律支撐 
 
《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

明確提出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胡錦濤、溫家

寶、賈慶林、習近平等中央領導同志曾多次指出，澳

門經濟要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健康發展，必須走適度

多元發展之路。行政長官何厚鏵也在施政報告中強

調，以“適度多元化”作為澳門經濟發展定位，促進

澳門經濟長遠可持續發展。近年來，在中央政府各項

扶持政策的推動下，特區政府帶領廣大市民共同努力

下，實現了澳門經濟平穩發展，在經濟多元發展的道

路上進行了積極的探索並取得了一定的成績。看到成

績的同時，我們也應當清醒的認識到與真正實現澳門

經濟多元結構尚有一定距離。這種距離是客觀規律決

定的，是任何經濟社會發展道路的真實反應。澳門多

元發展同任何一個市場結構的改變或者優化一樣，都

需要中長期的規劃、磨合、逐步實現。我們需要尊重

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尊重探索發展的勇氣，尊重科

學規劃與實踐並不懈堅持的決心，這是對強有力法律

支撐的需求，也是實現澳門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動力。 
 
(一) 基本法支撐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可

能性 
首先，從地位上看，基本法具有憲制性法律地位。3

“一國兩制”是中國共產黨在歷史發展中，結合中國

實際，為實現國家和平統一而創造的偉大理論；基本

法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憲法為依據，以“一國兩

制”方針為指導制定的全國性法律，在澳門特別行政

區具有憲制性法律地位。基本法是“一國兩制”方針

的法律體現，是依法治澳的法律基石。澳門特別行政

區的事務均受基本法規制，概莫能外。 
其次，從內容上看，基本法設置了澳門社會各方

面發展的重要制度。《澳門基本法》規定了特區政治、

經濟、社會文化等各方面的基本制度，為澳門的繁榮

穩定提供了制度保障；基本法在堅持特區外交事務由

中央政府管理的前提下，授予特區自行處理有關對外

事務的廣泛權力，為澳門開展對外開放、擴大國際影

響提供了廣闊空間。 
最後，從實踐來看，基本法在促進特區繁榮穩定

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實踐證明，在基本法的保

障下，澳門回歸十年來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雖然

澳門特區實行不同於內地的社會經濟制度，但因為是

在基本法框架下的“一國”之內，密切了兩地經濟及

各方面聯繫，實現了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為促進澳

門與內地的合作發展注入了強勁動力，正是基本法為

澳門的繁榮穩定提供了強有力的法律保障。隨着澳門

經濟社會的發展，實現澳門的長期繁榮穩定更需要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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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的保障作前提。我們在新時期貫徹落實“一國兩

制”方針和深入實施基本法，更需要本着實事求是、

與時俱進的精神，不斷豐富基本法的實踐。 
從實際出發選擇的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道路作

為“一國兩制”實踐的深化，不應也不可能離開基本

法的重要支撐。 
 
(二) 基本法保障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實

證探析 
澳門適度多元發展任重而道遠，涵蓋了不同的層

次和內容。從階段性看，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

主要是致力於促使經濟不要單純倚賴或集中於博彩

業，應利用澳門具有的傳統優勢和現有條件，拓寬產

業發展渠道加強扶持力度。打造區域性服務平台，建

設世界旅遊休閑中心；從路徑上看，澳門經濟適度多

元發展需要各類人才、各種交流渠道的智力支持和與

周邊地區的優勢互補。而為澳門適度多元發展尋求法

律支撐，正是為這些過程和環節附加註解。研讀《澳

門基本法》，可以看到不少條文可以作為這樣的具體依

據和支撐。試舉例分析如下: 
1. 澳門選擇適度多元發展政策的法律支撐 
《澳門基本法》第 114 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

區依法保護工商企業的自由經營，自行制定工商業的

發展政策”；第 118 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根據

本地整體利益自行制定旅遊娛樂業的政策”。這兩個

條文從根本上確認了澳門具有根據自身實際，選擇經

濟發展道路的權利。實際上也就是確認了澳門在目前

博彩業一業獨大，迫切需要調整的情況下，選擇走適

度多元發展道路的合法性。 
2. 澳門適度多元發展所需人才政策的法律支撐 
《澳門基本法》第 122 條規定，“澳門原有各類

學校均可繼續開辦。澳門特別行政區各類學校均有辦

學的自主性，依法享有教學自由和學術自由。各類學

校可以繼續從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外招聘教職員和選用

教材。學生享有選擇院校和在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外求

學的自由”；第 115 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根據

經濟發展的情況，自行制定勞工政策，完善勞工法

律”。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是經濟發展，而決定經濟

發展的最重要指標──勞動生產率裏最重要的因素是

勞動者。要實現澳門社會的和諧穩定需要經濟的持續

健康增長，這就決定了對勞動者──人才的高要求。

澳門的適度多元發展必然要求各行業人才的參與，相

對於澳門人才基礎薄弱的現狀，基本法的上述條款為

澳門經濟持續發展中的人才需求提供了保障。一方

面，確認了澳門可以培養各類型人才；另一方面，確

認了人才的保障政策。這兩方面都是確保澳門適度多

元發展所需人才的重要因素。 
3. 澳門通過擴大對外交流適度多元發展的法律

支撐 
《澳門基本法》第 136 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

區可在經濟、貿易、金融、航運、通訊、旅遊、文化、

科技、體育等適當領域以‘中國澳門’的名義，單獨

地同世界各國、各地區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關

係，簽訂和履行有關協議”；第 141 條規定，“澳門

特別行政區可根據需要在外國設立官方或半官方的經

濟和貿易機構，報中央人民政府備案”；第 42 條規

定，“在澳門的葡萄牙後裔居民的利益依法受澳門特

別行政區的保護，他們的習俗和文化傳統應受尊

重”。澳門微型經濟體的自身特點決定了其選擇適度

多元發展必須加強與外界的交流與聯繫，以此彌補自

身不足，真正實現經濟多元發展。澳門與內地的合作

與交流在“一國”之內，本身即由基本法所確定，已

然具備充足的法律支撐；至於澳門與其他國家和地區

的交流，上述條文也為其確認了充足的空間。對於澳

門與葡語國家關係的確認，有利於澳門利用獨特地位

優勢加強與這些國家的經貿聯繫，有利於澳門發揮作

為內地與葡語國家經貿交流的橋樑作用，拓展自身經

濟的發展空間。 
4. 澳門促進博彩業相關產業發展的法律支撐 
《澳門基本法》第 125 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

區政府自行制定文化政策，包括文學藝術、廣播、電

影、電視等政策。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保護作者

的文學藝術及其他的創作成果和合法權益。澳門特別

行政區政府依法保護名勝、古跡和其他歷史文物，並

保護文物所有者的合法權益”。等等。在《珠江三角

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中澳門被明確

定位為“世界旅遊休閑中心”，因此適度多元無疑也

應圍繞現有的主導產業──博彩業垂直展開。澳門適

度多元發展的首要任務就是在保持博彩業正常運營的

同時，擴大產業集群效應，促進休閑、度假、觀光、

購物、會展以及文化旅遊等相關行業發展。“澳門歷

史城區”作為中國第 31 處世界文化遺產被列入世界

遺產名錄，正式確立了澳門文化遺產旅遊在澳門旅遊

業以及適度多元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基本法的條文確

認了特區政府可以選擇文化旅遊業發展政策，保護文

化成果、旅遊資源等權利，為文化旅遊業的發展提供

了法律保障。 
 
(三) 基本法框架下其他法律支撐的完善和構

建 
基本法對於澳門發展最核心的法律確認就是對於

高度自治權的確認，因此，澳門在走適度多元發展的

道路上，完全可以也肯定需要根據具體情況、具體時

期對具體政策作出抉擇或修正，澳門應當在多元發展

中根據實際需要訂立具體的法律法規，為適度多元發

展提供制度性保障，在基本法框架下完善和構建適宜

適度多元發展的法律體系。 
1. 可引為適度多元發展支撐的現有法律舉例 
(1) 對博彩業的規管 
《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法律制度》對在澳門經營

娛樂場幸運博彩業進行了相關定義和規定，同時在第

1 條第 5 款還提出了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應確保“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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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澳門適度多元發展的法律支撐 
 

進澳門特別行政區之旅遊、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

這不僅是對博彩業的規管，也包括了對於適度多元發

展的概括性規定。 
(2) 對配合產業結構轉變的僱員權益保障 
《勞動關係法》設置了進一步保障僱員權益的具

體規範，引入了若干新概念，確認了針對不同行業，

更為明確、清晰的勞資雙方權益和靈活的勞資權益保

障方法。可以作為配合產業結構轉型，保證人力資源

需求滿足的保障性規定，有利於社會的穩定，可為適

度多元發展提供勞資保障。 
(3) 對多元人才的吸引和培養 
《科學技術綱要法》第 4 條(5)、(8)規定：“創設

優惠條件，以吸引科學技術人才”、“推動學校與社

會的科學技術知識之教育和培訓，拓展科學技術的普

及教育”，第 5 條對科技人才的培養、吸納和引進等，

對多元發展所需的科技人才吸引、培養做出了明確規

定。同時，還確認了科學技術保障多元發展的目標：

第 3 條(2)規定科學技術政策的目標包括“提升生產

力，增強競爭力，促進社會及經濟持續發展”。 
(4) 對對外交流環境的構建和保障 
《刑事司法互助法》及《司法互助請求的通報程

序法》，基於澳門的地理位置、國際旅遊城市的特色以

及對外交通的進步，澳門出現了不斷增加的人流，該

兩部法即針對這種情況從實體上和程序上設置了國際

刑事司法合作的具體規範。通過加強諸如在打擊跨境

有組織犯罪、恐怖主義活動等方面的合作，有利於構

建和諧的內外環境，有利於澳門適度多元發展的對外

交流。 
(5) 對對外貿易發展的保障 
對《對外貿易法》的廢止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適

度多元法律保障的實效性。該法為了適應經濟全球化

的需求而廢止，對於簡化對外貿易活動的行政程序，

促進對外貿易的發展是不同角度的保障。 
2. 其他法律支撐的完善思考 
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必然是個動態發展的過

程，因此，完善其法律保障注定需要考慮其整體性、

層次性和時效性。在此初步思考其原則性的、至少應

當考慮的因素： 
(1) 必須提高一個認識：即提高保障適度多元發

展重要性的認識。這是進一步發展澳門經濟的助推

器，是對澳門民眾改革探索的充分肯定。在推進澳門

法制建設中，用法律保障適度多元發展，絕不是權宜

之計，它本身就是澳門經濟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對

增強經濟活力，充分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加快生產

力發展，發揮着重要作用。 
(2) 必須注意兩個問題：一是注意正確掌握法律

界限。嚴格劃分經濟適度多元發展中應保護內容的界

限，恪守法律的基本規律，做到相關法律完善由經濟

基礎決定；二是注意講究引用法律保障的方式方法。

在真正需要的領域引用，不應任意擴大化。引用立足

於合法性，立足於有利於“一國兩制”實踐的深入，

有利於促進澳門經濟繁榮和社會發展。 
 
 
 
註釋： 
                                                 
1 見澳門特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按生產法估算的本地生產總值》(2007 年)，2008 年 12 月。 
2 見澳門特區政府網站。 
3 許崇德、王巧瓏主編：《港澳基本法教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 年，第 15-1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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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基本法》序言中指出“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有利於澳門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考慮到澳門的歷史和現實情況，國家決定，在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的規定，設立澳門特別行政區，並按照‘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方針，不在澳門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近十年來，在基本法確立的“一國兩制”框架內，澳門社會穩定和諧，經濟快速發展，2008年人均GDP達到39,034美元，僅低於日本30多美元，居亞洲第二。可以說這正是在基本法支撐下“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隨着澳門經濟發展進入新的階段，“適度多元”的未來經濟發展定位必將成為“一國兩制”在既有基礎上的更深入實踐。但是，在當前國內外經濟環境發生重大變化的背景下，如何繼續促進澳門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對於澳門經濟社會整體發展意義重大，難度也加大，更需要有充分、有力的制度構建為保障。本文試通過審視基本法與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關係，在基本法框架內，從深化“一國兩制”實踐出發，為澳門經濟發展尋求強有力的法律支撐，以期促進澳門經濟更好更快發展。 
	 
	 
	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是澳門的必然選擇 
	 
	之所以必須為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尋求法律支撐，一個極重要的原因即源於這項政策的必然性，澳門歷史現實的發展狀況都決定了走經濟適度多元發展道路是澳門的必然選擇。 
	 
	(一) 選擇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有歷史的原因 
	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澳門經濟曾處於多元化階段，尤其是出口加工業受惠於全球成衣及紡織品配額逐步發展壯大，成為澳門第一大產業；形成出口加工業、博彩旅遊業、金融保險業和建築地產業四大支柱產業格局。然而這種多元化的發展格局在20世紀末期發生改變，博彩業快速成長，加之澳葡政府對澳門管治乏力，澳門貿易發展又缺乏必要的基礎設施及法律支持，限制了其他產業發展。博彩業開始在澳門經濟中佔據主導地位，澳門經濟逐漸呈現出單一化傾向。 
	 
	(二) 選擇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是現實的需要 
	博彩業獨大是澳門經濟發展最大的現實。回歸以來，博彩業在澳門經濟結構中比重逐年擴大。從1999年到2007年，博彩業佔GDP的比重從24.0%大幅上升至35.6%，9年間共增加11.6個百分點。  在當前金融危機中，博彩業對外部需求高、經濟抗風險能力弱的特點表現得尤為突出，博彩業受到的衝擊直接後果為澳門整體財政收入減少、失業率上升。應該說探索澳門經濟的適度多元發展已到了極為必要的時候。 
	 
	(三) 選擇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有客觀的可能 
	回歸以來，在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博彩旅遊業收益連創新高的背景下，澳門經濟的迅速發展，政府財政收入大幅增長，為今天選擇適度多元發展道路奠定了基礎。到2008年政府財政收入為510.77億澳門元，較1999年的169.43億大幅增長了201.46%，年均增長22.38%。自2000年起，政府財政連續8年盈餘，累計結餘也從1999年回歸時的26億大幅上升至2007年的500億以上。  政府財力的大幅提高，使其可以更有效地發揮公共職能，開展公共投資、推進產業適度多元、扶持中小企業發展、改善中低收入階層生活水平，促進社會和諧的能力大為增強。澳門在展館、酒店、景點等方面為會展業、旅遊業、文化產業發展，為將澳門發展成為“世界旅遊休閑中心”提供了完備的硬件支持，走經濟多元發展之路已經具有一定的物質基礎。 
	 
	 
	二、經濟適度多元發展需要法律的支撐 
	 
	澳門經濟的多元化發展不僅是個長期的工程，更是個系統的工程；不僅需要擬定可行性的發展方案，更需要相關配套制度設置的齊備，強有力的法律支撐不可或缺，這是由各種客觀原因決定的。 
	 
	(一) 由經濟與法律間的相互關係決定 
	一方面，經濟決定法律。法律是由特定社會的經濟基礎決定的，法律的制定、內容、性質、重要特徵以及發展和變化，都取決於經濟基礎。經濟是法律的源泉和誕生地。另一方面，法律必須服從服務於經濟。法律可以以其特有的屬性和功能為經濟基礎服務。通過其權威性和穩定性確認和維護經濟關係和活動，通過指引性和預測性促進和引導經濟關係和活動；在一定限度內，以其國家強制性和統一性摧毀和改造某種不適應需要的經濟關係和活動，建立新的經濟關係和活動。澳門經濟的發展也不能排除經濟與法律相互作用關係的客觀規律。基本法已經確立了澳門經濟發展的根本路徑，在新形勢下發展多元化經濟更多的是需要尋求具體的支持和保障。 
	 
	(二) 由監管博彩業、扶持其他產業的現實需求決定 
	由於博彩業利潤高、吸附資源能力強，其超常規發展對其他行業的“擠出效應”日益顯現。其結果是澳門經濟結構中“一業獨大”更為明顯，產業適度多元因人力及土地資源短缺難以有效推進。在博彩旅遊業內部，呈現大博彩小旅遊，博彩業佔整個博彩旅遊業的絕對比重過高，綜合旅遊深度開發相對滯後。其次，博彩業高利潤、高薪酬擠佔人力資源、抬高營商成本。博彩業擴張造成的就業結構性變化及部分行業勞工短缺，導致部分行業職位空缺率長期居高難下，人力成本大幅上升。澳門自回歸後博彩收入在旅客總消費的比重一直高居69-80%。“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解決博彩業引發的社會問題以及其他產業的發展不足，僅僅依靠政策層面明顯力量欠缺，具有強制力的法律規制和扶持尤為重要。強有力的法律支撐不僅有利於有效監管博彩業運營，定紛止爭，使其繼續發揮推動澳門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更有利於從法制層面為其他行業發展拓展生存空間，促進澳門經濟的適度多元、健康發展。 
	 
	(三) 由當前經濟形勢決定 
	當前，國內外經濟環境發生重大變化，金融風暴呼嘯而至，澳門博彩市場數項指標連續數月走低，此前為抑制過分膨脹的博彩業而推出的一些政策措施與突如其來的金融海嘯不期巧遇，更加大了對博彩業的衝擊力度。作為澳門支柱產業的博彩業下滑，面臨嚴峻的考驗。置身目前經濟寒潮中，再去思考之前博彩業的需求過熱和過度擴張，澳門經濟抗擊金融風暴的切入點正在於適時對症下藥，調整博彩業發展規模及增長速度，抑制其過分膨脹，發展多元化產業，使之與澳門生態環境容量及承載力相適應，與澳門交通、口岸、能源等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相適應，才能確保澳門經濟持續、穩定、健康地向前發展，才能在回歸十年的輝煌成績基礎上深化“一國兩制”實踐。為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尋求、明確強有力的法律支撐不僅是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保障，更是為澳門市民繼續推進經濟建設增強信心。 
	 
	 
	三、尋求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法律支撐 
	 
	《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明確提出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胡錦濤、溫家寶、賈慶林、習近平等中央領導同志曾多次指出，澳門經濟要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健康發展，必須走適度多元發展之路。行政長官何厚鏵也在施政報告中強調，以“適度多元化”作為澳門經濟發展定位，促進澳門經濟長遠可持續發展。近年來，在中央政府各項扶持政策的推動下，特區政府帶領廣大市民共同努力下，實現了澳門經濟平穩發展，在經濟多元發展的道路上進行了積極的探索並取得了一定的成績。看到成績的同時，我們也應當清醒的認識到與真正實現澳門經濟多元結構尚有一定距離。這種距離是客觀規律決定的，是任何經濟社會發展道路的真實反應。澳門多元發展同任何一個市場結構的改變或者優化一樣，都需要中長期的規劃、磨合、逐步實現。我們需要尊重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尊重探索發展的勇氣，尊重科學規劃與實踐並不懈堅持的決心，這是對強有力法律支撐的需求，也是實現澳門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動力。 
	 
	(一) 基本法支撐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可能性 
	首先，從地位上看，基本法具有憲制性法律地位。 “一國兩制”是中國共產黨在歷史發展中，結合中國實際，為實現國家和平統一而創造的偉大理論；基本法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憲法為依據，以“一國兩制”方針為指導制定的全國性法律，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具有憲制性法律地位。基本法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法律體現，是依法治澳的法律基石。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事務均受基本法規制，概莫能外。 
	其次，從內容上看，基本法設置了澳門社會各方面發展的重要制度。《澳門基本法》規定了特區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方面的基本制度，為澳門的繁榮穩定提供了制度保障；基本法在堅持特區外交事務由中央政府管理的前提下，授予特區自行處理有關對外事務的廣泛權力，為澳門開展對外開放、擴大國際影響提供了廣闊空間。 
	最後，從實踐來看，基本法在促進特區繁榮穩定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實踐證明，在基本法的保障下，澳門回歸十年來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雖然澳門特區實行不同於內地的社會經濟制度，但因為是在基本法框架下的“一國”之內，密切了兩地經濟及各方面聯繫，實現了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為促進澳門與內地的合作發展注入了強勁動力，正是基本法為澳門的繁榮穩定提供了強有力的法律保障。隨着澳門經濟社會的發展，實現澳門的長期繁榮穩定更需要基本法的保障作前提。我們在新時期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和深入實施基本法，更需要本着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精神，不斷豐富基本法的實踐。 
	從實際出發選擇的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道路作為“一國兩制”實踐的深化，不應也不可能離開基本法的重要支撐。 
	 
	(二) 基本法保障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實證探析 
	澳門適度多元發展任重而道遠，涵蓋了不同的層次和內容。從階段性看，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主要是致力於促使經濟不要單純倚賴或集中於博彩業，應利用澳門具有的傳統優勢和現有條件，拓寬產業發展渠道加強扶持力度。打造區域性服務平台，建設世界旅遊休閑中心；從路徑上看，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需要各類人才、各種交流渠道的智力支持和與周邊地區的優勢互補。而為澳門適度多元發展尋求法律支撐，正是為這些過程和環節附加註解。研讀《澳門基本法》，可以看到不少條文可以作為這樣的具體依據和支撐。試舉例分析如下: 
	1. 澳門選擇適度多元發展政策的法律支撐 
	《澳門基本法》第114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依法保護工商企業的自由經營，自行制定工商業的發展政策”；第118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根據本地整體利益自行制定旅遊娛樂業的政策”。這兩個條文從根本上確認了澳門具有根據自身實際，選擇經濟發展道路的權利。實際上也就是確認了澳門在目前博彩業一業獨大，迫切需要調整的情況下，選擇走適度多元發展道路的合法性。 
	2. 澳門適度多元發展所需人才政策的法律支撐 
	《澳門基本法》第122條規定，“澳門原有各類學校均可繼續開辦。澳門特別行政區各類學校均有辦學的自主性，依法享有教學自由和學術自由。各類學校可以繼續從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外招聘教職員和選用教材。學生享有選擇院校和在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外求學的自由”；第115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根據經濟發展的情況，自行制定勞工政策，完善勞工法律”。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是經濟發展，而決定經濟發展的最重要指標──勞動生產率裏最重要的因素是勞動者。要實現澳門社會的和諧穩定需要經濟的持續健康增長，這就決定了對勞動者──人才的高要求。澳門的適度多元發展必然要求各行業人才的參與，相對於澳門人才基礎薄弱的現狀，基本法的上述條款為澳門經濟持續發展中的人才需求提供了保障。一方面，確認了澳門可以培養各類型人才；另一方面，確認了人才的保障政策。這兩方面都是確保澳門適度多元發展所需人才的重要因素。 
	3. 澳門通過擴大對外交流適度多元發展的法律支撐 
	《澳門基本法》第136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可在經濟、貿易、金融、航運、通訊、旅遊、文化、科技、體育等適當領域以‘中國澳門’的名義，單獨地同世界各國、各地區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關係，簽訂和履行有關協議”；第141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可根據需要在外國設立官方或半官方的經濟和貿易機構，報中央人民政府備案”；第42條規定，“在澳門的葡萄牙後裔居民的利益依法受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保護，他們的習俗和文化傳統應受尊重”。澳門微型經濟體的自身特點決定了其選擇適度多元發展必須加強與外界的交流與聯繫，以此彌補自身不足，真正實現經濟多元發展。澳門與內地的合作與交流在“一國”之內，本身即由基本法所確定，已然具備充足的法律支撐；至於澳門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交流，上述條文也為其確認了充足的空間。對於澳門與葡語國家關係的確認，有利於澳門利用獨特地位優勢加強與這些國家的經貿聯繫，有利於澳門發揮作為內地與葡語國家經貿交流的橋樑作用，拓展自身經濟的發展空間。 
	4. 澳門促進博彩業相關產業發展的法律支撐 
	《澳門基本法》第125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自行制定文化政策，包括文學藝術、廣播、電影、電視等政策。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保護作者的文學藝術及其他的創作成果和合法權益。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保護名勝、古跡和其他歷史文物，並保護文物所有者的合法權益”。等等。在《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中澳門被明確定位為“世界旅遊休閑中心”，因此適度多元無疑也應圍繞現有的主導產業──博彩業垂直展開。澳門適度多元發展的首要任務就是在保持博彩業正常運營的同時，擴大產業集群效應，促進休閑、度假、觀光、購物、會展以及文化旅遊等相關行業發展。“澳門歷史城區”作為中國第31處世界文化遺產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正式確立了澳門文化遺產旅遊在澳門旅遊業以及適度多元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基本法的條文確認了特區政府可以選擇文化旅遊業發展政策，保護文化成果、旅遊資源等權利，為文化旅遊業的發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三) 基本法框架下其他法律支撐的完善和構建 
	基本法對於澳門發展最核心的法律確認就是對於高度自治權的確認，因此，澳門在走適度多元發展的道路上，完全可以也肯定需要根據具體情況、具體時期對具體政策作出抉擇或修正，澳門應當在多元發展中根據實際需要訂立具體的法律法規，為適度多元發展提供制度性保障，在基本法框架下完善和構建適宜適度多元發展的法律體系。 
	1. 可引為適度多元發展支撐的現有法律舉例 
	(1) 對博彩業的規管 
	《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法律制度》對在澳門經營娛樂場幸運博彩業進行了相關定義和規定，同時在第1條第5款還提出了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應確保“促進澳門特別行政區之旅遊、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這不僅是對博彩業的規管，也包括了對於適度多元發展的概括性規定。 
	(2) 對配合產業結構轉變的僱員權益保障 
	《勞動關係法》設置了進一步保障僱員權益的具體規範，引入了若干新概念，確認了針對不同行業，更為明確、清晰的勞資雙方權益和靈活的勞資權益保障方法。可以作為配合產業結構轉型，保證人力資源需求滿足的保障性規定，有利於社會的穩定，可為適度多元發展提供勞資保障。 
	(3) 對多元人才的吸引和培養 
	《科學技術綱要法》第4條(5)、(8)規定：“創設優惠條件，以吸引科學技術人才”、“推動學校與社會的科學技術知識之教育和培訓，拓展科學技術的普及教育”，第5條對科技人才的培養、吸納和引進等，對多元發展所需的科技人才吸引、培養做出了明確規定。同時，還確認了科學技術保障多元發展的目標：第3條(2)規定科學技術政策的目標包括“提升生產力，增強競爭力，促進社會及經濟持續發展”。 
	(4) 對對外交流環境的構建和保障 
	《刑事司法互助法》及《司法互助請求的通報程序法》，基於澳門的地理位置、國際旅遊城市的特色以及對外交通的進步，澳門出現了不斷增加的人流，該兩部法即針對這種情況從實體上和程序上設置了國際刑事司法合作的具體規範。通過加強諸如在打擊跨境有組織犯罪、恐怖主義活動等方面的合作，有利於構建和諧的內外環境，有利於澳門適度多元發展的對外交流。 
	(5) 對對外貿易發展的保障 
	對《對外貿易法》的廢止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適度多元法律保障的實效性。該法為了適應經濟全球化的需求而廢止，對於簡化對外貿易活動的行政程序，促進對外貿易的發展是不同角度的保障。 
	2. 其他法律支撐的完善思考 
	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必然是個動態發展的過程，因此，完善其法律保障注定需要考慮其整體性、層次性和時效性。在此初步思考其原則性的、至少應當考慮的因素： 
	(1) 必須提高一個認識：即提高保障適度多元發展重要性的認識。這是進一步發展澳門經濟的助推器，是對澳門民眾改革探索的充分肯定。在推進澳門法制建設中，用法律保障適度多元發展，絕不是權宜之計，它本身就是澳門經濟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增強經濟活力，充分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加快生產力發展，發揮着重要作用。 
	(2) 必須注意兩個問題：一是注意正確掌握法律界限。嚴格劃分經濟適度多元發展中應保護內容的界限，恪守法律的基本規律，做到相關法律完善由經濟基礎決定；二是注意講究引用法律保障的方式方法。在真正需要的領域引用，不應任意擴大化。引用立足於合法性，立足於有利於“一國兩制”實踐的深入，有利於促進澳門經濟繁榮和社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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