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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兩制”文庫三本新書發行 
 
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 2011 年 4 月 28

日於澳門理工學院滙智樓一樓一號演講廳舉行“一國

兩制”文庫新書發行儀式。發行儀式邀請了澳門特別

行政區檢察院何超明檢察長、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

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研究室候鴻副主任、外交部駐澳

門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綜合部金千主任、澳門基金

會行政委員會吳志良主席、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行政

暨公職局朱偉幹局長、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法務局梁

葆瑩副局長、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法律改革及國際法

事務局陳軒志副局長、澳門特別行政區政策研究室劉

本立主任、澳門理工學院李向玉院長出席擔任主禮嘉

賓並主持發行儀式。 
今次所發行的新書為“一國兩制”文庫之十六、

十七和十八，分別是：姬朝遠、謝偉等撰寫的《澳門

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保障研究》(專題研究報告)，主

要論述特區與中央的權力關係，完善經濟結構，培育

公民社會，推進法治建設是澳門高度自治實踐必須考

慮的重要因素。饒戈平的《國際條約在澳門的適用問

題研究》，主要論述“一國兩制”是處理國際條約在澳

門適用的指導方針，在條約適用方面，澳門特區所適

用的條約必須是中國政府加入或者授權澳門對外締結

的條約，或者是由中央政府在國際層面代澳門承擔責

任的條約；並且也必須同內地一樣，遵守中國中央政

府已明確同意受其約束的國際法基本原則和規則。楊

允中的《我的“一國兩制”觀》，主要收錄了作者近幾

年思考研究較有代表性的作品共 30 篇，包括四大部

分：“一國兩制”理論的科學定位；憲政與特別行政

區制度；“一國兩制”澳門實踐模式；對“一國兩制”

理論的系統研究。 
楊允中主任在介紹新書時指出，出版“一國兩

制”文庫系列學術專著是該中心一項常規工作，宗旨

是為“一國兩制”研究成果進行系統整合，透過對

“一國兩制”理論進行多視角、多學科的跟進研究，

增強對“一國兩制”理論體系、對新型特別行政區制

度、對依據基本法依法施政的認知與理解。該中心成

立二年八個月來，儘管至今依然人手不足、經驗不多，

但依靠特區政府以及理工學院理事會的大力支持，依

靠初具規模的研究人員及行政人員隊伍的努力，已在

一個嶄新的事業領域做出了一些大膽嘗試和探索。伴

隨澳門特區實踐“一國兩制”進程的深入推進，對

“一國兩制”理論體系的關注、思考、研究也具越來

越突出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李成俊熱情指導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工作 
 
前全國人大常委會澳門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身

兼《“一國兩制”研究》及《“一國兩制”百科大辭

典》編委會主任委員的李成俊先生於 2011 年 5 月 4
日約見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楊允中主任及

其他研究人員，對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給予充分肯定。

他表示中心成立逾兩年來，創造了許多重要成果，其

中尤以每季度出版的《“一國兩制”研究》以及剛剛

面世的《“一國兩制”百科大辭典》具有很高的學術

價值及意義，對澳門特區實踐“一國兩制”、推動“一

國兩制”理論體系的研究有莫大裨益。 
李成俊表示，“一國兩制”是一項基本國策，對

“一國兩制”的正確理解和實踐事關國家和特區的未

來發展，因此，當中一些基本理念必須準確清晰。他

提示，進行“一國兩制”理論研究，必須要強調三個

“不要”：不要西化、不要分化、不要僵化。 
第一，他指出“一國兩制”是一項完全屬於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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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制度創新，是按照中國國情而創造出來的新型理

論體系，不適宜用西方的理論直接套入。兩個特別行

政區實現的政治體制是行政主導，不是按照西方三權

分立的模式而設計的，與西方三權分立的模式有根本

性的差別。因此，研究“一國兩制”理論和理解“一

國兩制”制度的時候，不能有西化傾向。 
第二，他認為“一國兩制”的創立是為了解決國

家和平統一的問題，因此是先“一國”後“兩制”。

實行“一國兩制”的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自治權，這

種自治權是在中央人民政府授權下的高度自治，在討

論及思考特別行政區制度時，絕不能脫離“一國”的

原則，不能因為“兩制”的不同而搞分化。 
第三，他強調“一國兩制”制度是一項富有生命

力的新型制度。當初，國家利用“一國兩制”偉大構

想來解決港澳的歷史問題；在兩個特別行政區逾十年

的發展過程中，“一國兩制”也為兩個特區保持長期

繁榮穩定創造了很多機遇、解決了很多困難。未來，

在特區發展中還會有更多的新問題湧現，“一國兩

制”仍然會是解決新問題的關鍵。進行“一國兩制”

的理論探索，一定要與時俱進，絕不能思維僵化。 
李成俊鼓勵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人員在現有的

基礎上繼續努力，為“一國兩制”理論的發展再作貢

獻。 
 
 

《“一國兩制”百科大辭典》正式發行 
 
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 2011 年 5 月 31

日於澳門理工學院大禮堂舉行了《“一國兩制”百科

大辭典》新書發行儀式。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崔

世安博士、十一屆全國政協何厚鏵副主席、中央駐澳

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李本鈞副主任、外交部駐澳

門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盧樹民特派員、社會文化司

張裕司長、檢察院何超明檢察長、《“一國兩制”百科

大辭典》編委會主任委員李成俊先生、澳門理工學院

李向玉院長及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楊允中主任出席並主

持發行儀式。 
李向玉院長在歡迎辭中指出，澳門回歸和澳門特

別行政區成立至今已逾 11 年，特區經濟繁榮、社會和

諧、政治穩定，成功印證了“一國兩制”新型制度的

生命力和優越性。澳門特區已邁入第二個 10 年發展

期，對於正確理解基本法和全面實現社會轉型及深入

系統研究“一國兩制”均提出了更高要求。該辭典較

為系統地展示了“一國兩制”理論體系的豐富內涵及

澳門特區正確實踐“一國兩制”的方方面面，成為一

項較為罕見的創新成果，其意義和影響顯而易見。 
楊允中主任在介紹新書時指出，一國兩制研究中

心於 2009 年中開始構思編撰此部辭典，並於同年年底

全面啟動編撰工作。經過一年半的開拓努力，研究團

隊本着嚴謹認真和務實理性以及大膽創新精神反覆論

證，終於完成這部大型綜合性工具書。《辭典》不僅是

澳門歷史上第一部而且也是全中國第一部關於“一國

兩制”的綜合性百科類型工具書，是一項創新性的學

術成果。該辭典遵循百科全書獨有的體例和“一國兩

制”所體現的創新精神，編撰團隊在編撰過程中力求

體現知行合一、求同存異的科學認識論；力求做到理

論與實踐的統一，廣度與深度的統一，重點條目與非

重點條目的統一，主要學科與關聯學科的統一，傳統

認知與思維突破的統一，堅持高定位、高標準、高質

量的原則嚴格把關，務求向精品目標靠攏。 
全書分索引、正文條目和附錄三大部分。索引共

三個系列：按漢語拼音、按筆劃、按專業分類排列。

正文收錄條目共約 2,700 個，學科跨度超越法學、政

治學、社會學、心理學、經濟學、歷史學以至美學、

哲學等領域。附錄五大類，收錄有《中華人民共和國

憲法》、《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澳門特別行政區

基本法》等重要法律和法規，重要歷史名人和當代名

人及相關文獻滙集共 24 項 43 分項。全書約 180 萬字，

並附有光碟。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代表團出訪北京 
 

為了及時傳遞澳門特區實踐“一國兩制”與研究

“一國兩制”的基本信息，落實《“一國兩制”百科

大辭典》(簡體版)的出版工作並推動與在京中央相關

部門、重點高校的合作關係，共同為“一國兩制”事

業深入發展謀求合作空間與形式，澳門理工學院一國

兩制研究中心楊允中主任等一行四人於 2011 年 6 月

7-10 日前往北京交流訪問。 
代表團首先拜訪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與該社

社長龔莉、編輯部李西琴主任等領導以及孫關龍教授

就《“一國兩制”百科大辭典》(簡體版)的出版工作

進行了洽商，對相關事宜做了全面深入的探討，達成

了初步的一致意見。隨後拜訪北京大學港澳研究中

心，饒戈平主任詳細介紹了北大港澳研究中心的發展

歷程，表達了深化港澳問題研究的興趣與熱情，希望

在課題研究、培訓工作等方面與中心緊密合作的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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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接着，前往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與副所

長馮軍、科研外事處處長謝增毅等就“一國兩制”的

重大理論問題交換了意見，取得了較高共識。代表團

亦拜訪了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與韓大元院長及李元

起、史彤彪等教授進行全面交流。韓大元院長非常高

興中心成員的到訪，指出雙方的合作其實已經展開，

包括有人民大學的教授承擔一國兩制中心的課題研究

工作，以及中心研究人員報讀人大相關博士學位課程

等。楊允中主任贊同韓院長的意見，並指出作為內地

的重要高等院校，人民大學可以在課程設置、研究梯

隊培養等方面向“一國兩制”領域做一定的傾斜，以

為這項事關國家核心利益的事業提供長期持續的後備

發展隊伍與空間。及後，代表團前往全國人大常委會

澳門基本法委員會，獲研究室主任張榮順及辦公室副

主任楊兆業接見，並就相關事宜進行了全面深入探

討。張主任對出版表示祝賀，並希望中心繼續發揮“一

國兩制”理論研究的專長，為澳門的繁榮穩定做出應

有貢獻與支持。中午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澳門

基本法委員會主任喬曉陽先生亦專門接見並宴請了代

表團，喬主任對中心工作給予高度評價，並表示支持

中心繼續圍繞“一國兩制”實踐中出現的問題做出理

論上的深入解析，為國家憲政法治事業繼續發揮自身

優勢與專長。最後，代表團拜訪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

室，獲法律司黃柳權司長、法律處張濶處長等接見，

雙方認真商討“一國兩制”深入發展具體問題，黃司

長建議在澳門公務員培訓過程中應當注重介紹澳門過

渡時期的歷史情況，澳門三大問題的成因與發展狀

況，有利於澳門公務員隊伍對歷史狀況的全面瞭解和

把握根據。 
是次訪問行程緊湊，內容豐富，受到各有關領導

機關和學府高度重視。全國人大常委會澳門基本法委

員會研究室、北大法學院、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中

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都提出了雙方進一步合作交流的

具體意見和建議，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主動提出在

內地出版本辭典。社科院法學所、北大法學院還積極

提出合作培養“一國兩制”研究生事宜。本次訪問不

僅及時落實了《“一國兩制”百科大辭典》(簡體版)
的出版安排，同時亦進一步擴大了澳門理工學院和澳

門特區的學術形象。 
 
 

“科學施政與制度化建設”學術研討會 
 
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 2011 年 6 月 23

日於澳門理工學院滙智樓１號演講廳舉辦了“科學施

政與制度化建設”學術研討會。中央駐澳門特別行政

區聯絡辦公室研究室陳永浩主任、外交部駐澳門特別

行政區特派員公署綜合部金千主任、行政法務司司長

代表張翠玲主任、法律改革及國際法事務局朱琳琳局

長、行政暨公職局楊儉儀副局長、檢察院檢察長代表

鄭幸捷代辦公室主任、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鍾怡委

員、澳門理工學院崔維孝署理副院長及一國兩制研究

中心楊允中主任出席並主持開幕儀式。 
開幕儀式上宣讀的李向玉院長歡迎辭指出，打造

更透明的“陽光政府”並加強科學決策與制度化建設

是行政長官崔世安博士的重要施政理念。發揚進取創

新精神，牢牢把握依法施政的方向以及具備高瞻遠矚

的施政遠見，不斷提升管治能力和施政理念，並以“以

民為本”為施政依歸，是澳門特區政府在複雜多變的

第二個十年發展期的一項科學選擇。 
來目內地、香港及澳門等 30 多位專家學者出席是

次高規格學術交流活動。研討會側重於對澳門特區陽

光政府與制度化建設的宏觀思考，論文主題涵蓋了科

學施政與以人為本、政府職能轉變與制度化建設、政

策制定與公民參與、正確理解基本法與制度完善等重

要內容。共 26 名內地和本澳學者在會上宣讀了論文，

包括：楊允中：《體現多重創新的新型特別行政區制

度》、焦洪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政府職能定位與制

度化建設》、陳廣漢和謝寶劍：《澳門產業適度多元發

展中的政府職能探討》、李元起：《論〈澳門基本法〉

解釋體制──體系架構、基本特點和運行原則》、蔡鎮

順和董秋紅：《論現代政府行政決策》、陳麗君：《澳門

特區政府制定政策中的“公民參與”狀況探討》等。

他們充分肯定了澳門特區依法施政的顯著成果，並針

對完善法制與調整理念提出了諸多有益建議。會後，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將把有關論文正式結集出版，向各

界提供一份較為完整的研究成果。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到訪一國兩制研究中心 
 

由韓大元院長率領的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代表

團，於 2011 年 6 月 29 日在來澳訪問期間專門安排拜

訪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中國人民大學是

國內一所重點綜合性大學，法學院是其重點學院之

一，在全國法學學科中均排名第一。法學院半個世紀

以來形成了完備的學科體系和完善的人才培養機制，

凝聚了全國最優秀的法律人才，統領法學教育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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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國內法學教育的重點基地。會上雙方就加強全國範

圍內對“一國兩制”理論系統研究、培養澳門法律人

才、進一步推廣基本法和社會法治教育、建設法律圖

書資料中心等主題進行了深入交流。雙方一致認同應

當因應社會發展新形勢，構建和加強交流溝通機制，

整合雙方優勢，共同推進和深化“一國兩制”的理論

和實踐研究。討論內容均現實性和針對性，透過互動

交流進一步拓展了兩個學術機構之間的平等互利合作

關係。隨團拜訪的學者包括法學院副院長胡錦光教授

和龍翼飛教授、法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朱景文教

授、刑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副主任謝望原教授、民商

法教研室主任姚輝教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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