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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中國一百年憲政發展史上，1982 年現行憲法無

疑是一部規範系統、保障充分、體例嚴謹的好憲法。

這既是中國百年憲政發展與進步的科學總結，同時也

是國際憲政發展與進步的最新標誌，既是中國實現由

民主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成功跨越的歷史見證，同時

也是當代長逾一個甲子人民共和國憲政逐步走向完

善與成熟的最好詮釋。這部憲法產生在改革開放歷史

新時期啟動之初，又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全面

推進經四次修正得到進一步充實與完善。其最大特點

一是符合中國國情，即符合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

家的發展需要，二是大膽創新，在個別領域從理念到

制度、從理論到實踐甚至跨出了迄今前人不曾想過、

不曾達到的境界。在憲法保障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制度獨樹一幟，通過自我完善，在政治、經濟、文化、

社會各領域形成一整套符合中國國情並經實踐檢驗

的相互銜接、相互聯繫的制度體系。“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制度，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集

中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特點和優勢。”1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鄧小平最早做出的科學判

斷，他在 1982 年 9 月 1 日中共十二大開幕詞中指出：

“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

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2 
關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內涵，胡錦濤在慶

祝中國共產黨成立 90 週年大會上的報告中做出了科

學完整的界定：“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一根本政治制

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

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構成的基本

政治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公有制為主

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以及

建立在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經濟制度

基礎上的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

等各項具體制度，符合我國國情，順應時代潮流。”3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經過憲法確認和保障，業已形

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憲政，這是國際憲政發展與進步

的一大標誌性成就，也是中國最終實現國家和平統一

與民族偉大復興的根本保障。 
 
 

二、中國特色與“一國兩制”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和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制度中，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內涵正是中國首創

並在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得到驗證的“一國兩

制”。隨着香港、澳門於 20 世紀末的順利回歸，在

今天的中國版圖上兩個特別行政區的出現，絕對是改

寫本地與國家歷史的偉大事件，“一國兩制”無疑已

成為一個最常用政治法律詞滙，特別行政區及特別行

政區制度則成為中外人士高度關注的政治社會現實。 
自從 20 世紀 80 年代初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國領導

人正式推出“一國兩制”理論以來已有超越 30 年的

歷史，“一國兩制”偉大構想經《香港特別行政區基

本法》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加以法制化、定

型化已分別有近 22 年和 19 年的歷史，而實行“一國

兩制”的特別行政區正式啟動至今也分別有 14 年以

上和 12 年的歷史。在 21 世紀進入第二個十年的今

天，人們不難做出的基本判斷是：在中國政府業已恢

復行使主權的香港、澳門兩地，正常運作的是按基本

法建立的新型政權，實行的是體現“一國兩制”生命

力和優越性的特別行政區制度，而廣大居民的基本權

益和生活福祉受到全面而妥善的多重保障。 
20 世紀末在中國版圖上出現兩個實行“一國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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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特別行政區，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規定的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在特別行政

區內實行不同於原有省、自治區、直轄市等一般行政

區域的政治、經濟和法律制度。在統一的中華人民共

和國境內，其主體堅持實行社會主義制度，但為解決

歷史遺留的台灣、香港和澳門問題，容許在一段相當

長的歷史時期內保持其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

方式，表明了特別行政區是國家在原有省、自治區、

直轄市建制之外建立的新型地方行政區域，它所實行

的特別行政區制度是體現“一國兩制”基本國策的

一種創新型制度，既不同於實行單一制的中華人民共

和國內部原有的統一制度，也不同於當今世界上任何

國家現行的基本政治制度。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31 條規定：“國家

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

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

定。”第 62 條又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權“決定

特別行政區的設立及其制度”。2004 年 3 月 14 日通

過的憲法修正案規定：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由省、自治區、直轄市、特別行政區和

軍隊選出的代表組成”(第 59 條)，把特別行政區同全

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加以並列，至此，關於特別

行政區制度的直接憲法規範已有三條。2000 年 3 月

15 日九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通過的《立法法》規定：

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特別行政區制度、基層群眾自治

制度，均屬於只能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法律”

的事項(第 8 條)。1993 年 3 月 31 日八屆全國人大一

次會議通過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中華人民共

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決定》指出：“澳門

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按

照澳門的具體情況制定的，是符合憲法的。澳門特別

行政區設立後實行的制度、政策和法律，以澳門特別

行政區基本法為依據。”同日，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

議還通過了關於自 1999 年 12 月 20 日起設立中華人

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決定。根據國家憲法設立

特別行政區，根據憲法授權由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制定

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明確規定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

度、政策和法律，根據基本法對特別行政區實行有效

管治，確保其長期繁榮穩定、長治久安，這是三十多

年來“一國兩制”由構想到現實、由理論到實踐的發

展過程，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憲政創新的成功範

例。 
 
 

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憲政一次歷史性突破 
 
實行民主憲政是人類文明進程的重要標誌，也是

千百年來中外有志於推動變法政改的仁人志士以及

學者、民眾的共同期盼。“憲政是一種由憲法安排和

規劃的民主政治狀態，它以民主、自由、人權、法治

和憲法等為其構成要素，以主權在民、憲法法律至

上、保障人權、依法行政、公正獨立司法、監督制約

公權力等為其主要原則，以在憲法基礎上構建的民主

政治秩序、民主政治制度為其主要內涵。”4 憲法的

高權威性和憲政的高文明性，是兩個不可分割的關注

指標。把國家發展引導好，把居民基本權益維護好，

這就是最好的法治，最好的文明；任何不具社會現實

和民意支撐的理論都是蒼白無力的，任何把文明進程

綁死在某一發展階段的判斷上都是不能成立的。故

此，可以講，憲政是“法治的高級形態，是對法治的

超越”。5

憲政也“是一個複雜的概念，在不同國家、不同

政治文化中有不同的理解和存在範式。”6 近二、三

十年來圍繞“一國兩制”理論的討論高潮迭起，從未

停過。本人有幸參與相關學習、討論過程，倍感親切。

本人在 1996 年發表的《“一國兩制”與現憲法學》

一書中曾提及：“中國正處在社會主義發展的初級階

段，中國正在建設有自身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走出了一條自完善的路，也走出了一條探索

創新的路”。“中國現行憲法是一部有中國特色的社

會主義憲法，它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斷完善

的保障，它也將伴隨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不斷

完善而自我完善。”“在現階段，提出‘一國兩制’

憲法學這一有待深入系統研究的命題，也許不應認為

是想入非非的輕率之舉，可以講，‘一國兩制’憲法

學是中國當代憲法學研究的嶄新內容與重要課題。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憲法是現代憲法學研究的中心課題

之一，作為‘中國特色’重要內容的‘一國兩制’原

則及其通過港澳基本法的實踐所構成的‘一國兩

制’憲法學，已順理成章地發展成中外憲法學界所共

同關注與重視的新鮮課題。”“這是一種嶄新的社會

主義發展模式，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個極其重要

的組成部分，是對原有社會主義理論框架的重大突

破，是社會主義憲政建設的新創造。” 7  以上有關

“一國兩制”憲法學的思考，是本人 16 年前提出的

判斷，相信類似的認知隨着國家的憲政完善和港澳兩

個特別行政區活生生的發展現實演進，定會在學術理

論界和越來越多的中外人士心目中得到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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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 12 年來社會保持高穩定

度、高和諧度，經濟穩步發展，餅已做大。2000-2010
年，GDP 由 514 億元增至 2,237 億元，增 4.35 倍，實

質年均增長為 10.13%；人均 GDP 由 14,879 美元增至

51,214 美元，實增 3.7 倍；2011 年 10 月外滙儲備 2,534
億元，即 317 億美元，人均 57,636 美元。財政收入由

153 億元增至 884.88 億元，增幅為 5.78 倍；月入中位

數為 10,000 元，十年增一倍；失業率由 6.8%降至

2.8%，降幅為 58.8%。澳門也成為全球罕見的“雙五”

地區：人均 GDP 與人均外儲雙過 5 萬美元。認定澳

門已正式踏進發達社會門檻，現在已具紥實的客觀物

質基礎。 
清楚而嚴謹的制度化運作真真切切地表明，特別

行政區可以通過制度、體制、機制的創新成為優勢集

中、競爭力迅速提升、長期繁榮穩定得以實現的先進

地區，因而，可以毫無不誇大地講，實行“一國兩

制”、啟動新型特別行政區制度是典型的中央與地

方、國家與特別行政區雙贏發展模式：國家增添了充

滿生機與活力新成員，令憲政的“中國特色”更鮮明

更突出；特別行政區則成為驗證先進發展指標、示範

“一國兩制”生命力與優越性、驗證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憲政發展與創新的可靠載體。 
2009 年 12 月胡錦濤主席指出：“‘一國兩制’

事業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和祖國內地

共同發展繁榮的事業，也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的

重要組成部分。”8 其實，早在 2004 年 12 月，胡錦

濤即已指出：“‘一國兩制’是一項開創性事業。在

國家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同時，按照‘一國兩

制’方針把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澳門兩個特別

行政區管理好、建設好、發展好，保持香港、澳門長

期繁榮穩定，是中央政府治國理政面臨的嶄新課題，

同樣也是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政府面臨的嶄新

課題。”9 因而，為確保在新興的特別行政區有效地

驗證特別行政區制度，繼續推動對“一國兩制”理

論、對基本法的正確而完整的理解，推動全澳社會愛

國愛澳公民意識的持續提升，就成為中央和特區兩級

公權力機關以及相關領域學者的一項十分突出而迫

切的歷史使命和義不容辭的社會責任。 
“一國兩制”理論產生於當代中國，“一國兩

制”又實踐在當代中國。“一國兩制”作為多重創新

的憲政發展成果，應該開始進入其收獲期，它在政治

上、經濟上、文化上所展現的巨大生命力和優越性，

將逐漸改寫現有政治學、法學以及政府管理和公民社

會建設等領域的一系列傳統定勢與價值判斷。這中

間，涉及憲政理論、憲政傳統的新認識，涉及基本政

治制度的科學定位，涉及對“一國兩制”歷史與文化

淵源的考證，也涉及對“一國兩制”理論創新與制度

創新的科學認定，對“一國兩制”優勢的合理開發利

用，對“一國兩制”實踐模式的探索等十分突出重要

而敏感課題。這就需要強調對“一國兩制”理論進行

深入而系統的研究。作為“一國兩制”理論策源地的

中國包括兩個特別行政區相關領域的當代專家學

者，在這一系列事關國家核心利益也事關對新學科建

立、新學術活動陣地的認定的大方向大原則上，不容

掉以輕心，不容觀望等待，不容無動於衷。 
 
 

四、“一國兩制”理論創新與制度創新 
 
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長達十餘年的實踐表明，

“一國兩制”絕不是消極心態的體現，不是被動思維

的代名詞。“一國兩制”理論的科學性、生命力和可

行性經得起社會現實的檢驗，其創新價值十分豐富，

其啟迪意義十分深刻。 
“一國兩制”的正確實施使單一制國家憲法開

始帶有特異性，使之包容性更大、適應性更強；它是

求同存異、互利共贏的東方文明的充分展示，又是知

行合一、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認知體系的嶄新突破；

它是基於尊重、共生、包容理念的和平共處原則在新

時代的有效驗證；它是此消彼長、此長彼消，化消極

為積極、化被動為主動的統一戰綫思維的現代演練；

它是體現“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原則、既鬥

勇更鬥智的智取方略；它是在擴大開放中提升認知、

在鞏固實踐成果同時堅持擴大開放的明智導向。 
參照憲政發展的國內外經驗，立足特區的實踐經

驗，與時俱進地對“一國兩制”理論加以系統化和完

善化，是歷史發展的要求，也是認知體系完善的自覺

行為使然。毫無疑問，“一國兩制”作為建基於東方

文明的新型理論體系，是百分之百的中國首創、百分

之百的中國專利、百分之百的中國智慧、百分之百的

東方文明。因而，中國學者特別是兩個特別行政區的

學者要當仁不讓地站在相應研究的前沿陣地並力求

多出成果、出好成果。 
在當今的特別行政區，從政治到經濟，從文化到

社會，絕不應簡單地同資本主義劃等號。對於原有資

本主義的核心概念私有制的保護，當然不應也不能改

變。但作為前所未有的制度創新，“一國兩制”正在

開創一種全新的政治法律制度，一種全新的文明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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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一種全新的社會發展模式。 
○1 原有資本主義並非一無是處，其積極一面可獲

開發利用。而且，客觀理性的判斷是，今日澳門並非

樣樣都是資本主義，特區的政治是“一國兩制”政

治，它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憲政的創新；特區的經濟

是“一國兩制”經濟，核心是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產

權私有制度；特區的文化是“一國兩制”文化，其顯

著特點是保持和而不同、求同存異的寬鬆和諧社會環

境。 
○2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推翻封建專制帝制後百

年覺醒翻身、自主奮進的歷史經驗總結，也是民族偉

大復興的壯觀現實演示，當前講中國特色絕不能忽略

“一國兩制”內涵，這個特色很可能在勢將長期存在

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繼續存在，但這絕不是壞事。 
○3 單一制國家憲政開始具複合性，使之更具生命

力、凝聚力、向心力；它可使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民

主在實踐中成熟。 
○4 特別行政區制度屬憲政的飛躍，屬歷史大變革

中的科學選擇與先進設計。作為國情複雜的大國，在

維護國家核心利益前提下對特殊地區在制度上作靈

活安排，體現自身強大和自信，有益而無害。 
○5 特別行政區本地人當家作主，“港人治港”、

“澳人治澳”，實行高度自治，這本身就是管治民主

化的大膽嘗試，也是民本治國理念的積極實踐。 
○6 特別行政區採用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

體制，其前提在於特區非獨立政治實體。在特別行政

區，涉及政治發展的最後決定權在中央；對民主、民

主化的追求是必要的，但絕不宜為民主而民主，不宜

只追求形式上的民主而忽視實質性的民主，不宜脫離

特區現實機械地照搬西方民主。 
○7 國家整體與特區局部，“一國”與“兩制”具

有利益、願望、追求的一致性。國家與特區，全國人

民與特區居民既是命運共同體也是利益共同體。一方

面，國家相信也尊重特區高度自治，另一方面，國家

對特區繁榮穩定、長治久安樂觀其成。故此，國家有

利於特別行政區繁榮穩定、長治久安的積極舉措，多

益多善，絕不屬干預。 
○8 體現“一國兩制”生命力與優越性的特別行

政區制度，亦屬動態性發展概念，依然有自我完善的

諸多空間和及時完善的必要性。但制度建設必須循序

漸進，必須以國家核心利益、特區整體利益、居民實

際願望要求為依歸。 
2012 年對於新生的澳門特別行政區無疑會是一

個十分重要的年份。行政長官崔世安在施政報告中順

應形勢發展和主流民意適時提出啟動政制改革的重

大議題。應該說，在近年強調民生改善基礎上，推出

擴大公民參與即民權發展議題，條件是基本成熟的。

民生大幅改善、民權適度發展勢將成為 2012 年澳門

特區政府施政兩大亮點。根據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地位

和基本法的原則性規定，政制改革的最後決定權屬於

中央政府。故行政長官宣讀施政報告兩天後便正式向

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報告，2011 年 12 月 31 日，十一

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四次會議全票通過了《關於

〈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一第

七條和附件二第三條的解釋》。這份決定是澳門特區

成立 12 年後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澳門基本法》的首

次釋法，意義非同小可。這份涉及修改基本法附件

一、附件二的正式解釋同基本法正文具同等法律效

力。有了這份解釋，澳門特區 2012 年政制發展進程

便可正式啟動。這是澳門特區循序漸進發展民主、積

極有序推動的良好開端，是正確實踐“一國兩制”的

一場演練，當然，也是公民意識自身提升過程。 
人們有理由相信，通過對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的

正確解讀，不僅可確保 2013 年第五屆立法會選舉和

2014 年第四任行政長官選舉得以在適度優化結構前

提下順利完成，而且對推動愛國愛澳公民意識的提升

和法治理念的加強也不無裨益。故此，在這個過程中

一要堅持維護中央權威即最終決定權，二要堅持從

《澳門基本法》的規定和社會現實出發，這是兩個認

識基點。只有這樣，才能在日趨多元化的訴求中既有

效地維護時代發展的大方向和主流價值觀、主流意願

的理性選擇，又不排斥、拒絕某些人士的不同聲音。

在 2012 年政改中求大同存小異，也是值得提倡的一

種做法、一種心態。 
 
 

五、“一國兩制”理論研究 
 
澳門特別行政區十多年來快速協調發展過程充

分表明，“一國兩制”符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

社會現實，符合國家和平統一攻堅階段的歷史要求，

符合全國人民特別是港澳居民以及海內外全體華人

的強烈願望，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進一步豐富

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進一步完善的形勢發展需

要。 
“實踐永無止境，探索和創新也永無止境。世界

上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也沒

有一成不變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我們既不能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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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的個別論斷當作束縛自己思想和手腳的教條，也

不能把實踐中已見成效的東西看成完美無缺的模

式。”10 作為一個創新理論體系，“一國兩制”具有

認識體系的淵遠性、科學內涵的宏博性、適用範疇的

廣濶性、影響程度的深遠性等特點。“一國兩制”理

論是前無古人的大創新，這項創新的首席專利理應屬

於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而當代為“一國兩制”

偉大事業作出貢獻的人士也都應列為其作者隊伍成

員；“一國兩制”理論是一項系統工程，中央歷屆領

導人和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各級官員及廣大居民也

都是工程的參加者和見證人。“一國兩制”不僅事關

特別行政區的成敗，也直接關係到國家和平統一大業

和民族偉大復興；不僅是特別行政區官民切身利益相

繫的事業，也是全中國人民和整個中華民族的共同性

事業。而特別行政區制度即“一國兩制”政治制度，

不僅是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自身的基本政治制度，同

時也是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整個國家的一項基本政

治制度。因而，評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憲法，離不開

“一國兩制”，評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憲政，離不開

“一國兩制”。結合基本理論框架和特區現實，不失

時機並與時俱進地把“一國兩制”理論疏理好、研究

好、貫徹好，確保特別行政區政通人和、長治久安，

是當代特區全體人士的共同歷史使命和社會責任。這

項使命既光榮又艱巨，既深奧又平凡，既充滿巨大挑

戰又伴生無比機遇。應該說是實實在在的功在當代、

利在千秋的大事業、大工程。 
總之，特別行政區特就特在實行“一國兩制”，

特就特在它是國際憲政與政治史上真正史無前例的

創新安排，特就特在它是對兩大社會制度優越性的合

理整合。毫無疑問，作為新生事物，特別行政區也存

在繼續完善、優化的巨大空間，但十多年來的現實表

明，無論政治發展還是民生改善，無論推動理論創新

還是制度建構，沿着這一條沒人走過的“一國兩制”

新路，可以迅速改變原有的面貌，可以迅速調整好相

關結構，可以逐步總結出一條適用於自身的發展路

徑，可以使居民生活得更加充實也更有尊嚴，也可以

使我們整個國家從上到下無比欣慰、引以為榮。正

是：澳門因“一國兩制”而興旺發達，“一國兩制”

因澳門而得到成功驗證。這是澳門特別行政區十二年

(一個完整生肖)發展歷史作出的公正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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