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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國兩制”現實載體 
 

1999 年 12 月 20 日，澳門順利回歸祖國並成立實

行“一國兩制”的特別行政區，一部體現“一國兩

制”原則與精神的基本法正式生效實施，“以民為

本”的施政理念付諸實踐。“這是憲政發展的重大飛

躍，也是民主進程的嶄新實踐；這是一個全新歷史時

代的開啓，也是一個全新發展模式的出現。”1 10 年

來，體現理論創新與制度創新的“一國兩制”發展模

式已是活生生的現實，“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無論

在政治、法律還是經濟、民生，無論在社會、文化還

是對外交流領域，都取得有目共睹的顯著成效。2008
年與 2000 年相比，澳門人口由 431,506 人增至 549,200
人，累計增長 27.22%，面積由 21.45 平方公里擴至 29.6
平方公里，累計擴充 37.99%；GDP由 489.72 億元增

至 1,718.67 億元，累增 3.5 倍；2001-2008 年均增長

13.57%，其中 2002-2008 年均增長 16.2%；人均GDP
由 113,793 元增至 313,091 元，即 14,171 美元增至

39,036 美元，累增 2.75 倍；財政收入由 153.38 億元增

至 510.76 億元，累增 2.33 倍；人文發展指數 2006 年

為 0.943，已晉高發達國家、地區水平，比 8 年前上升

0.079。政府“以民為本”、依法施政，居民開拓進取、

安居樂業，一個政通人和、充滿生機與活力的新型特

別行政區展現在世人面前，成為“一國兩制”嶄新發

展模式的現實載體。 
“‘一國兩制’是中華民族對人類政治文明的獨

特貢獻。‘一國兩制’事業是祖國內地和香港共同發

展繁榮的事業，也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重要組成

部分。”2 澳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繼香港之後第二個

實行“一國兩制”的特別行政區，它具奠基意義的第

一個 10 年，既是有效驗證“一國兩制”科學性與生命

力的 10 年，也是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

從本地區情社情出發、在“一國兩制”實踐中提升其

實踐水平的 10 年。其實，“一國兩制”的思想淵源是

求同存異、互利共贏，這是古老中華文明在新時代新

形勢下的展示，這是人類文明演進中化解矛盾、轉危

為機的明智選擇。10 年在人類文明史上不算漫長，但

在澳門現實中又非常具體、非常形象、非常生動地展

示了一個新生事物的存在和發展。總體觀察，澳門特

別行政區所走過的路是一條成功實踐“一國兩制”之

路，因而，理所當然地，它應該，事實上也已成為一

個正確落實“一國兩制”的生動範例。 

澳門特別行政區 10 年來的巨變，無論從自身還是

從整個國家來看，都具有指標性意義。實行“一國兩

制”的澳門特區是根據基本法建立的，特區依法施政

以基本法為依據、以服務大眾為宗旨、以維護本地整

體利益和長期繁榮穩定為目標。對於特區政府和廣大

居民，要在複雜多變形勢中認清發展方向、把握合理

定位，在國際化、多元化加快進程中要掌握主流導向，

建立並完善主流價值體系；要在充分肯定與深刻反思

中尋求平衡。這 10 年，依法施政和社會結構發生了質

變，是歷史性進步；這 10 年，新政權、新制度、新機

制、新理念全面推進，新型憲政發展得到有效驗證。

當然，對存在的題也不應迴避，所以存在種種問題，

顯然具有複雜的歷史與社會根源，高度重視這類問題

不等於否定自己，而是正視現實、積極面對未來、對

特區前景充滿信心的標誌。 

“一國兩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內涵之一，確保“一國兩

制”在特別行政區得到正確落實，不僅關係到特區自

身的長期繁榮穩定，而且也關係到基本國策的落實和

民族偉大復興事業的成功。在這個意義上講，特區的

每一前進都是國家憲政發展的進步，特區居民基本權

益得到有效保障直接體現基本國策的正確。作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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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兩制”新制度的具體受益者，澳門特區居民和學

者，當仁不讓要在現實生活中切實維護“一國兩制”

的正確實踐，切實維護國家主權和中央政府權威，切

實維護特區繁榮穩定的發展大局。 

 

 

二、偉大祖國是堅強後盾 
 

自從回歸那一天起，澳門特區就同整個國家構成

命運與利益的直接相關性。特別行政區的建立是根據

憲法第 31 條授權，特別行政區制度的啓動是根據憲法

第 31 條和第 62 條第 13 項規定，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制定的《澳門基本法》所確定。對於澳門特區，其發

展繁榮、其穩定和諧，最基本因素有二：一是國家強

有力的支持，二是特區上下不失時機的開拓進取。 

講特區發展進步，首要強調的是“一國兩制”基

本國策的正確、中央政府關心關愛和全國人民的鼎力

支持。講特區發展進步，不能不肯定澳門特區廣大居

民國家認同、民族認同的愛國愛澳情懷和自強不息、

與時俱進的拼搏精神。兩大動因形成了改天換地的巨

大合力。國家因素體現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領域。

政治上，由於國家快速走向繁榮富強，由於幾代國家

領導人制定並推行一條極富民族智慧的“一國兩制”

方針，歷史遺留的澳門問題得以迎刃而解；回歸以來，

澳門法律定位很高，又享有高度自治權，可謂得天獨

厚，同時，由於“一國兩制”已成為澳門特區最根本

的制度保障和最大發展優勢，澳門特區及其廣大居民

成為實行基本國策的最大受益者。經濟上，依靠偉大

祖國，特別是發展長期走在全國前列的珠三角地區作

為後盾，既有 CEPA、自由行等政策上優惠，又有地

緣、血緣、族緣、情緣的大天時大地利大人和支持，

自從 2002 年起已走上發展快車路。文化上，佔人口總

數 95%以上的中國公民，由於享有多重權利保障，愛

國愛澳已成社會認受性最高的核心價值標準，居民愛

國情操得到新的昇華，民族認同、國家認同提升到歷

史高位，在這樣團結一致、自強不息、與時俱進的各

界人士面前就沒有不可克服的困難。 

不久前北京舉行的國慶 60 週年慶典最形象最清

晰地展示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堅定步伐和美好前

景。擁有超越 5,000 年悠久文明傳統的全體中國人，

不僅正在改寫中國自身的文明發展史，同時也深刻地

影響着全球的市場結構和整個人類文明進程。我們深

深地為生活在這嶄新的時代，見證這前無古人的巨變

而自豪和驕傲。我們深信包括兩岸在內的中國和平崛

起、和平發展正成為 21 世紀的時代強音和歷史主題。

儘管，巨變中尚存諸多不均衡、不協調、不匹配的現

象和問題，這將繼續考驗當代中國人的聰明才智，但

我們偉大民族的前進腳步是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擋

的。 

 

 

三、新型中央與地方關係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省、自治區、直轄

市均為直屬中央政府的一級行政單位(第 30 條(1)
款)，《澳門基本法》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是中華

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

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第 12 條)，亦即澳門具有同

省、自治區、直轄市一樣的直屬中央的共同屬性，同

時又具有省、自治區、直轄市所不具備的特殊屬性：

享有高度自治權。中央與特區關係是正確認識與有效

落實“一國兩制”的試金石，是最能體現“一國”與

“兩制”兩者的正常健康關係的核心。基本法第二章

的 12 個條文集中對中央與特區的關係作出明確規

範，也可以說把這種特殊關係加以制度化，這本身就

具有特殊的意義與價值，本身就構成前所未有的制度

創新。基本法所以包容這一章內容，就是因為特別行

政區實行“一國兩制”，或者說，實行“一國兩制”

的特別行政區，其與中央之間的關係，同全國其他各

地有同有異，既同又異。同的是同屬中央政府所管轄，

同中央構成領導與被領導、上級與下級的關係。異的

是特區是在維護國家主權、維護中央管治權威、維護

國家核心利益前提下享有高度自治權。 
由於港澳兩地於 20 世紀末先後實現歷史性回

歸，由於體現“一國兩制”原則與精神的基本法的正

式生效實施，由於特別行政區制度的建立與運作，在

本身統一的單一制社會主義國家內部就開始出現局部

特殊地區存在同國家主體部分不同的原有資本主義成

分。這是適應新時代新形勢發展的需要而作出的特殊

安排，它絲毫無損國家主體部分實行單一制社會主義

制度的完整性，反而為其增添了觀察、探索、驗證、

對接的試驗窗口；這絕非負面消極現象，而是積極主

動且具有益、有建設性的創新舉措。可以講，隨着 1982
年憲法及其四次修正案的通過，中國已進入較為完

備、具自身特色的社會主義憲政發展新階段；特別行

政區制度的實行，則成為中國憲政發展加速成熟化的

新標誌。在堅持國家主體部分繼續保持社會主義制度

同時，允許個別局部地區實行“一國兩制”，這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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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史無前例的制度創新，也是國家空前強大、高度自

信的標誌。 

經過澳門特區第一個 10 年成功實踐“一國兩

制”的推動，一種全新的中央與地方關係已經全面建

立起來並進入常態運作。標誌之一是特區發展進步同

國家迅速和平崛起構成正相關。由於維持港澳長期繁

榮穩定屬於基本國策，澳門自然而然地成為國家水漲

船高效應的受惠者。澳門的發展已被列入“十一‧五”

規劃。2009 年 1 月國務院發佈《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

發展規劃綱要》，提出進一步推動珠三角地區與港澳兩

特區的更緊密合作，通過先行先試、制度與體制創新

使三地在 2012 年進一步融合發展，2020 年建成世界

級都市圈。標誌之二是國家領導人在澳門特區享有很

高威望，中央政府的權威性受到高度尊重。民調顯示，

71.03%居民對中央港澳政策表示“非常滿意”和

“滿意”，連同“一般滿意”則高達 97.36%。對中央

政府的信心平均分值為 7.48(10 分為最高)，其中，

52.18%居民給出 8-10 的高分，連同 6-7 分的則高達

87.68%。3 標誌之三是行政長官及其施政團隊以身作

則，積極維護中央權威。2009 年初《維護國家安全法》

的順利制定，表明基本法第 23 條的指令性規範已最後

完成，這也意味着基本法包括第二章中央與特區關係

在內的所有 145 個條文已全部得到有效落實，標誌着

澳門特區法制建設進入一個嶄新階段。標誌之四是特

區居民愛國愛澳公民意識顯著提高，國家認同、民族

認同在澳門具有壓倒性優勢。“愛國愛澳”已成為現

時澳門社會第一核心價值，是民調核心價值選項中最

高的一項(48.77%)。4 居民基本權益得到充分保障。

根據基本法，澳門居民中的中國公民 “依法參與國家

事務的管理”(第 21 條)的規定，依法選舉產生的特區

全國人大代表團由 2000 年開始連續三屆參與國家事

務的管理。標誌之五是中央與特區互動良好，中聯辦、

外交特派員公署、駐澳部隊總部及時正名或進駐，不

僅成為體現國家主權的象徵，同時也成為澳門特區的

特殊風景線；不僅對特區政府同中央溝通創造了積極

條件，同時也為各界居民提供了認識國情、貼近國家

的方便通道。 
 

 

四、特點與啓示 
 
對於特別行政區來講，由於實行“一國兩制”，

一方面，它同全國 31 個省級行政單位一樣，作為下級

要尊重、擁護中央政府，不可擺錯位置，不可自扭心

態，不可心存抗衡，另一方面，它又獲得國家的多重

政策優惠，不僅有寫進基本法的特殊安排，像擁有自

己的區旗區徽，稅收不需上繳中央，保留自由港、單

獨關稅區地位、單獨的貨幣、郵票體系，以及博彩業

合法經營權，而且還享有像 CEPA、自由行、粵港澳

區域合作等優惠安排，以至對橫琴島澳大新校園進行

授權管轄。總之，特區對中央心悅誠服的尊重與服從，

中央對特區無微不至的愛護與支持，構成了一個協調

健康、親密無間的共贏鏈條。這種屬於主權國家內部

比較特殊的層級關係具有下述一些基本特點。 

一是管治形式的垂直從屬性。特別行政區是國家

“不可分離的部分”，是直轄中央政府，但享有高度

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基本法的相關規定表明，中

央與特區是上下分明、主次分明的領導與被領導關

係，是上級與下級關係。體現國家主權的外交事務和

防務領域由“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管理”(第 13、14
條)。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檢察長的任免權屬於中央

政府(第 15 條)。中央還行使對特區的立法監督權(第
17 條)。 

二是權力來源的授予性，特區實施的制度不同，

享有的權限不同，運行方式也不同，高度自治權來源

於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即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直接授予

(第 2 條)，而不是所謂“與生俱來”、自動存在的。

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由特別行政區“在當地公

佈或立法實施”(第 18 條)。基本法解釋權屬全國人大

常委會(第 143 條)，基本法修改權屬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第 144 條)。行政長官擁有雙重首長身份和廣泛的

管治權限，但需依法對中央政府和特別行政區雙重負

責(第 45、50 條)。 
三是思維與制度的雙重創新性。在局部特殊地區

實行不同於國家主體部分的另一種制度，不僅在中

國，國際上也是史無前例，這是突破傳統思維的理論

創新，也是突破單一制政體的制度創新。作為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

內涵，它體現旨在求同存異、互利共贏、和平發展的

傳統文明的當代升華，也體現對東方智慧靈活運用的

成功。 

四是既定目標與實質利益的高度一致性。實行

“一國兩制”不僅有助於確保國家和平統一目標的逐

步達致，而且也圓了澳門幾代人的回歸之夢；不僅體

現基本國策的有效落實，而且也體現新思維、新理念

引導下文明演進的加速。澳門在高度自治範圍內的內

部事務，中央不加干預，全國各地也不能干預，特區

架構全部實行“澳人治澳”，而且國家還在一切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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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予以切實有力的支持。 

五是示範效應的全方位性。在中央與全國人民大

力支持下走完第一個 10 年的健康成長期的澳門特

區，打下了未來發展的穩固基礎，提升了“一國兩制”

的實踐水平，增強了對美好明天的信心，澳門成為迅

速和平崛起中的偉大祖國強大肌體不可分割一部分，

澳門也成為祖國大家庭密不可分的一分子，對中國進

入太平盛世澳門特區也有一份功勞。同樣，澳門成為

驗證“一國兩制”成功樣板，令全國人民引以為榮，

為新形勢下深入改革開放提供了新標誌，成為祖國和

平崛起的新標杆。正如胡錦濤主席所講：“實踐證明，

澳門人是完全有智慧、有能力、有辦法管理好、建設

好、發展好澳門的。”5

上述分析表明，澳門同偉大祖國早已結成不可分

割的命運共同體、利益共同體和情感共同體。這有力

地啟示人們：○1 健康穩定的中央與特區關係，事關國

家核心利益與特區整體利益，因此，所有中國人，特

別是特區居民都要積極加以維護。這包括對憲法權威

性的尊重和對基本法正確理解與貫徹實施的堅定性。

○2 健康穩定的中央與特區關係，事關特區居民福祉最

大化，要高度珍惜維護，不容掉以輕心。○3 健康穩定

的中央與特區關係，要求不斷調整國家認同、民族認

同，要建立正確的國家觀、民族觀。○4 健康穩定的中

央與特區關係，對特區政府與居民潛能和智慧構成實

際考驗。要從特區發展需要和現實出發，不斷優化社

會結構，不斷擴大社會包容性和和諧度，不斷提升社

會運行的公平度與民主質量。○5 保持健康穩定的中央

與特區關係，還需時時刻刻警惕與防範可能來自外部

勢力的滲透。隨着澳門國際化、多元化程度提升，外

部勢力不適當地介入的可能性亦在增加，因此，要進

一步提高預警意識、防範意識、前曕意識，要正確貫

徹《維護國家安全法》，確保長治久安，確保社會發展

的穩定性和健康性。 

澳門特區第一個 10 年成功驗證“一國兩制”雄

辯地表明，小舞台可以上演大劇目，小地方可以有大

思維，小澳門可以成為祖國大家庭中一個當之無愧的

成員。這項成功是“一國兩制”所展示的中華文明與

東方智慧的成功，是中央政府與全國人民全面關愛支

持的結果，也是全體澳門居民團結一致、自強不息、

開拓創新的結果。人們相信，即將進入第二個 10 年發

展期的澳門，在驗證“一國兩制”的征途上不會放慢

前進腳步，不會放鬆對發展路向與發展模式的規律性

思考；澳門這塊“蓮花寶地”將繼續成為有競爭力、

有示範性的新型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有效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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