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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評議《2013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 
 

2012 年 11 月 13 日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崔世

安發表任內第四份施政報告，即 2013 年財政年度施

政報告，為特區政府未來一年的施政安排制定了科學

規劃，其中長效機制的建構、政府績效治理制度的建

立、關注民生福祉特別是扶持中等收入階層等方面廣

受關注。 
為了更詳細瞭解不同學者對是次施政報告的評

價，本編輯部於 2012 年 12 月 3-12 日期間組織了一

組人物專訪，分別訪問了澳門特別行政區第四屆立法

會何潤生議員、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郝雨凡

院長、澳門理工學院社會經濟與公共政策研究所陳慶

雲教授、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蕭志偉理事長以及澳

門經濟學會柳智毅理事長，就施政報告提出要構建施

政長效機制、共建共享發展成果、建設世界旅遊休閑

中心、訂定人口政策、分析研究政府架構重疊和職能

交叉等問題進行探討。受訪者對施政報告給予肯定的

同時，又對相關問題提出了各自的意見。有關訪問內

容詳見本期第 49-61 頁《2013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評

議(人物專訪一組)》一文。 
另外，澳門學者同盟於 2012 年 11 月 25 日下午 5

時舉行了“對《2013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的評議”

座談會，進一步推動對這份施政報告的深入解讀及全

面分析。會議由澳門學者同盟會長、一國兩制研究中

心楊允中教授主持，參與會議的專家學者包括：澳門

學者同盟執行會長、澳門大學法學院駱偉建教授，澳

門學者同鄭國強盟副會長，澳門理工學院公共行政高

等學校婁勝華教授，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

許昌教授、王禹副教授、冷鐵勛副教授、姬朝遠副教

授，澳門理工學院社會經濟與公共政策研究所鄞益奮

副教授、澳門科技大學文學藝術學院譚志強助理教

授、澳門法學協進會李煥江會長，澳門法制研究會陳

華強會長等十多位專家學者。座談會上，與會者對施

政報告的主要重點，如建立長效機制、進一步開展惠

民措施等都給予高度評價。有關座談會的相關內容詳

見本期第 62-70 頁《“對〈2013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

的評議”座談會紀要》一文。 
 
 
 “一國兩制”綜合指標民意調查 IV 
 

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於 2012 年 11 月

19-23 日期間進行了“‘一國兩制’綜合指標”民意

調查 IV，並於 2012 年 12 月 7 日舉行新聞發佈會，公

佈調查成果。是次調查沿用一年前所創立的“‘一國

兩制’綜合指標”問卷，是同一系列民意調查的第四

次調查。問卷包括 17 項必選題，涵蓋了澳門居民對

“一國兩制”、社會生活現狀的評價、對社會核心價

值觀、國家認同感的思考和反應，並關注到“2013 年

財政年度施政報告”所提出的相關問題。調查對象為

澳門常住人口中年滿 18 歲以上的各界人士，以隨機方

法抽取訪問對象逾 6,000 個，共有 1,107 名居民成功回

應全部問卷。 
澳門理工學院李向玉院長兼一國兩制研究中心主

任、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冷鐵勛副教授及李燕萍副教授

主持是次新聞發佈會。數據顯示，86.63%的居民認為

“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實行得“非

常成功”、“比較成功”和“尚算成功”。對澳門特

區實行“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表示

“非常有信心”、“比較有信心”和“尚算有信心”

的居民共佔 83.64%。對中央政府保持澳門長期繁榮穩

定表示“非常有信心”、“比較有信心”和“尚算有

信心”的居民合共 89.61%。從以上幾項數據可見，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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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居民對“一國兩制”在澳門實踐的態度相當正面，

信賴“一國兩制”方針、信任中央政府。關於核心價

值觀方面的信息引人注目，“一國兩制”(51.13%)繼
續雄踞榜首，與“尊老、愛幼、感恩”(49.32%)和“愛

國愛澳”(47.52%)同為澳門社會的核心價值。 
對 2013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表示“非常滿

意”、“比較滿意”和“尚算滿意”的居民共佔

75.97%。對於 2013 年的立法會選舉，居民的期望也

是殷切而多樣的，64.95%居民期望可以“選出可以正

確反映民意的議員”，56.91%居民期望“嚴厲打擊控

票、買票等非法行為”，56.55%居民期望“增加間接

選舉的公平性和透明性”。澳門居民民主參與空間應

該也有望進一步擴大。 
與半年前所作的調查相比，各個項目的結果基本

相若，沒有出現大幅變化，某些調查數據稍為回升，

但仍略遜於 2011 年水平。主持發佈會的冷鐵勛副教授

表示特區政府需要與社會各界加強溝通合作，慎重檢

討每一個施政方針的成效，並與社會各界攜手共進，

努力建設澳門、服務澳門，增強居民對於“一國兩

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滿意度和信心。面

對總體穩定的社會大局、良好的發展勢頭，特區政府

宜時刻保持清醒，不斷完善薄弱環節，在施政能力和

施政理念上繼續提升；與此同時，社會各界亦應清楚

澳門特區當前的處境，積極作出配合。 
是次調查的相關數據詳見本期第 132-147 頁

《“一國兩制”綜合指標民意調查報告 IV》。 
 
 

 “一國兩制”高級論壇 2012： 
關於“一國兩制”理論定位 

 
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於 2012 年 12 月

13 日舉行“‘一國兩制’高級論壇 2012：關於“一國

兩制”理論定位”。澳門理工學院李向玉院長出席並

主持了開幕儀式。李向玉院長在開幕儀式的歡迎辭中

指出，“一國兩制”以戰略構想形式提出至今已三十

多年，作為成功實踐“一國兩制”、“澳人治澳”、

高度自治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即將迎來它成立的第 13
個週年。這 13 年來，澳門經濟快速發展、社會和諧、

政治穩定，充分證明了“一國兩制”的生命力和優越

性。與此同時，基本法規定的特別行政區制度經過 13
年運行，亦漸趨成熟。在這個大好前景下，適時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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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提

升社會各界對特別行政區制度的內涵及其在國家憲政

體制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認知，具有不容低估的必要性

和迫切性。 
是次論壇邀請了六位對“一國兩制”理論、特別

行政區制度造詣極深的專家、學者作主題發言，他們

分別是：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胡錦光副院長、武漢大

學研究生院周葉中常務副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

研究所莫紀宏研究員、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

董立坤主任、澳門大學法學院駱偉建教授和澳門理工

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楊允中教授。在是次論壇上，

主題發言嘉賓和與會學者分享了各自的獨到見解，包

括國家結構形式、國家管理制度與“一國兩制”、“一

國兩制”理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關係、

特別行政區制度在國家政治制度中的地位等重大問

題。論壇將有助於深入提煉“一國兩制”理論的基本

內涵和創新價值，進一步明確“一國兩制”的理論屬

性，明晰“一國兩制”的理論地位以及特別行政區制

度在國家憲政體制中的地位和作用，等等。論壇表明，

“一國兩制”是當代中國的一項重大理論創新和制度

創新，是業經兩個特別行政區長達 13-15 年實踐驗

證、具巨大科學性和生命力的新型發展模式。“一國

兩制”理所當然地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和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內涵。關注“一國兩

制”、研究“一國兩制”、推動“一國兩制”正確實

踐，不僅是兩個特別行政區政府和社會的莊嚴使命，

而且也成為全國人民，特別是學術理論界的一項重大

現實課題。 
六位主題嘉賓的發言稿均刊登於本期“‘一國兩

制’高級論壇 II”特稿之專欄內。  
  
 

“一國兩制”文庫六本新書出版 
 

出版“一國兩制”文庫系列學術專著是澳門理工

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一項常規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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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該中心分別

出版了“一國兩制”文庫系列之 28、29、30、31、32、

33 共六部新作。 
“一國兩制”文庫系列之 28 是宋錫祥、莊金鋒的

《“一國兩制”與中國區際民商事司法協助》，此書為

2012 年“一國兩制”專題研究報告之一，主要針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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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兩制”研究》2013 年第 1 期(總第 15 期) 
 

地與港澳台民商事活動日益頻繁，導致跨區域的民商

事法律衝突日益增加，指出這是由於中國形成獨特的

“一國、兩制、三法系、四法域”共存局面所致，報

告中更以內地與港澳有關民商事判決的相互認可與執

行的個案作為實證分析，得出以下結論：建立內地與

港澳民商事判決的相互認可和執行機制是形勢發展需

要，它有助於更加有效地維護內地與港澳居民的基本

權益，但現行機制有待完善，並提出分三階段完善建

議，第一階段為“安排模式”、第二階段為“示範法

模式”、第三階段為“中央統一立法模式”。 
“一國兩制”文庫系列之 29 是楊允中主編的《政

制發展與“一國兩制”理論探索(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此書為 2012 年 6 月由本中心舉辦的政制發展與

“一國兩制”理論探索研討會與會專家學者發表論文

的集結，共 27 篇，分為四部分：第一部分為“一國兩

制”理論與基本法，主要展述“一國兩制”理論與正

確認識基本法；第二部分為特別行政區制度，主要展

述將特別行政區制度納入中國基本政治制度的若干思

考；第三部分為政制發展與民主化，主要展述澳門政

制發展的若干思考；第四部分為法律改革與法治建

設，主要展述法律改革與法治建設的關係。 
“一國兩制”文庫系列之 30 是楊允中、許昌、王

禹、姬朝遠等的《“一國兩制”理論探析》，此書為

2012 年“一國兩制”專題研究報告之一，由該中心專

家學者自主完成，“一國兩制”作為影響深遠的理論

創新和制度創新，要求在實踐中提升對“一國兩制”

和基本法的正確理解，為了進一步展現和探索“一國

兩制”大思維、大事業，該書以對“一國兩制”理論

的深入系統研究為主，着重探討“一國兩制”方針的

內涵及其特徵、“一國兩制”理論的形式過程與基本

架構，並從不同學科來解讀和闡釋“一國兩制”，進

而深入討論“一國兩制”的實踐與國家權力結構的完

善、“一國兩制”基本國策定位的邏輯合理性、“一

國兩制”的法治解構、“一國兩制”與特別行政區制

度、“一國兩制”澳門實踐模式等相關判斷，期以推

動“一國兩制”理論的系統化、成熟化。 
“一國兩制”文庫系列之 31 是常江、張梓軒的

《“一國兩制”下澳門廣播電視業發展路徑研究》，該

書是一份以較新視角觀察、分析澳門社會發展主題的

研究報告，主要透過對澳門廣播事業發展的演進歷

史、基本規律及現存問題進行較為系統深入的探討和

推出一些必要而可行的思考和舉措建議，全面發展澳

門與內地之間包括廣播電視業在內的文化交流有助於

澳門廣播視業的持續發展，有利於澳門成為兩地經貿

資訊的重要平台、葡語系國家的外宣平台和國際合作

製片基地。 
“一國兩制”文庫系列之 32 是宋玉書、查燦長、

婁勝華等的《中國國家媒體上的澳門特區形象》，此專

著為 2012 年“一國兩制”專題研究報告之一，主要通

過對《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等國家級媒體關於紀念

澳門回歸暨特區成立以及相關主題週年活動的新聞報

導，探討了國家媒體如何通過議程設置集中宣傳實行

“一國兩制”的澳門特區，開展澳門特區形象傳播，

打造澳門特區獨特的政治、經濟、文化形象，此研究

不僅有助於拓展澳門特區對外形象，而且提供了通過

國家媒體對澳門特區重大題材的宣傳報道加深理解國

家與澳門特區之間目標與利益一致性的交流平台，因

而具有與眾不同的學術價值。 
“一國兩制”文庫系列之 33 是樊建民等的《澳門

與內地合作打擊賄賂犯罪問題研究》，此書為 2012 年

“一國兩制”專題研究報告之一，旨在通過比較分析

內地與澳門地區賄賂犯罪的歷史淵源及具體立法、執

法、司法的異同，找出兩地在應對賄賂犯罪問題上的

優劣之處，推動相互借鑒，冀使兩地賄賂犯罪立法更

加完善，報告以犯罪學預防賄賂犯罪的理論為基礎，

在現有刑事立法體制和司法制度下，結合一些實際案

例，對兩地合作打擊賄賂犯罪問題加以綜合研究，並

對建立兩地合作打擊賄賂犯罪的可行模式及輔助措施

提出了建議。 
此外，“一國兩制”文庫系列之 18 楊允中的《我

的“一國兩制”觀》(增訂版)亦於 2012 年 12 月澳門

特別行政區成立 13 週年時與讀者見面，本次增訂補充

了 13 篇作者近期完成的論文。該書具有較強的針對

性、探索性，作者在書中提出關於“一國兩制”理論

與實踐的多方面判斷顯然引人深思，值得關注。 
 
 

《“一國兩制”研究》(葡文版、英文版) 
第 2 期新書發行 

 
《“一國兩制”研究》(中文版)是澳門理工學院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於2009 年 7 月創辦的新型學術理論

刊物。作為海峽兩岸首份以研究“一國兩制”為主題

的學術理論刊物，它具有主題鮮明、包容量大、學術

民主、成果集中等特點。自發行以來，每三個月出版

一期，為澳門以及海內外相關專家學者提供了一個學

術交流的平台，同時也為對“一國兩制”的深入系統

研究提供一個成果展示的窗口。《“一國兩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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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文版、英文版)為年刊，分別於 2012 年 12 月及 2013
年 1 月出版了第 1 期。2012 年 12 月份，《“一國兩制”

研究》(葡文版、英文版)第 2 期正式出版，分別收錄

了由原中文版第 9 期至 2012 年第 2 期(總第 12 期)中
選出的 19 篇文章。 

澳門是中國實行“一國兩制”的第二個特別行政

區，澳門特別行政區是“一國兩制”的有效載體。包

括專家學者在內的澳門居民是“一國兩制”這項基本

國策的實踐參與者和直接受益人，對“一國兩制”的

理解最實際、感受最直接，因而，對“一國兩制”也

最有發言權。推動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正確而

全面的理解，推動對憲政發展與進步、對特別行政區

制度的理性認識與貫徹，是當代澳門學者尤其是同法

制建設相關的專家學者的一項義不容辭的歷史使命和

社會責任。澳門特色“一國兩制”實踐模式將成為未

來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一個重要品牌，因此，出版《“一

國兩制”研究》(葡文版、英文版)有利向海外讀者推

廣對“一國兩制”的認知。《“一國兩制”研究》(葡
文版、英文版)尊重學術民主、學術自由，期望相關學

術研究繼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並以自主創新、自

強不息作為刊物的立足和成長風向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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