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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評議《2014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 
 

2013 年 11 月 12 日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崔世

安發表任內第五份施政報告，即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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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的重點包括加快長效

機制的建設及推進民生工程、實現社會發展藍圖繼續

經濟適度多元發展、以及提高公共行政績效及優化公

共服務質量。 

為了更詳細瞭解不同學者對是次施政報告的評

價，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於 2013 年 11 月

22 日下午 3 時至 5 時 30 分舉辦了“對《2014 年財政

年度施政報告》的評議”學術座談會，會議由澳門理

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王禹副教授主持，參與會議

的專家學者包括：澳門大學法學院駱偉建教授，澳門

大學科技學院王志石教授，澳門大學校長辦公室主任

楊秀玲副教授，澳門理工學院社會經濟與公共政策研

究所朱顯龍教授、鄞益奮副教授，澳門理工學院公共

行政高等學校婁勝華教授，澳門科技大學法學院王凌

光助理教授、于曉博士研究生，澳門城市大學社會經

濟發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李嘉曾教授、殷旭東研究

員，以及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楊允中教

授、許昌教授、冷鐵勛副教授、姬朝遠副教授、李燕

萍副教授、謝四德講師等十多位專家學者。座談會上，

與會者對 2014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基本上給予了較

高的評價，並就施政報告的主要重點，如人才培養、

落實民生長效機制、着力解決深層次問題、推進法律

改革和公共行政優化的整體部署等進行了深入的探

討。有關座談會的相關內容詳見本期第 67-78 頁《“對

〈2014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的評議”學術座談會紀

要》一文。 

 

澳門學者同盟舉辦 
“澳門世界旅遊休閑中心建設”學術座談會 

 
自 2009 年初頒佈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

劃綱要(2008-2020 年)》首次提出要“鞏固澳門作為世

界旅遊休閑中心的地位”，這個話題繼而被正式提上

議事日程。2011 年 3 月簽署的《粵澳合作框架協議》

鄭重指出，要“以澳門世界旅遊休閑中心為龍頭”，

“建設世界著名旅遊休閑目的地”；國家《第十二個

五年規劃綱要》更明確表示“支持澳門建設世界旅遊

休閑中心”。“世界旅遊休閑中心建設”不僅是澳門

特區政府與廣大市民肩負的歷史重任，而且已被提升

到國家戰略的高度。為深入研討澳門世界旅遊休閑中

心建設的理論與實踐問題，澳門學者同盟於 2013 年

11 月 30 日上午 10 時至 12 時舉辦“澳門世界旅遊休

閑中心建設”學術座談會。會議由澳門學者同盟會

長、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楊允中教授主

持，與會學者包括：澳門特區政府文化產業委員會邢

榮發委員，澳門亞太拉美交流促進會魏美昌理事長，

澳門大學博彩研究所馮家超教授，澳門理工學院社會

經濟與公共政策研究所朱顯龍教授，澳門理工學院社

會經濟與公共政策研究所呂開顏講師，澳門科技大學

人文藝術學院譚志強助理教授，澳門旅遊學院趙偉兵

副教授，澳門文化遺產導遊協會簡萬寧主席，澳門經

濟學會柳智毅理事長，澳門博彩研究學會顧良智副理

事長，澳門學者同盟執行會長、澳門大學法學院駱偉

建教授，澳門學者同盟副會長、澳門大學校長辦公室

主任楊秀玲副教授，澳門學者同盟鄭國強副會長，澳

門學者同盟副會長、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鄧思平顧

問，澳門學者同盟副會長、澳門立法會麥瑞權議員，

澳門學者同盟楊開荊副會長，澳門學者同盟副秘書

長、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冷鐵勛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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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學者同盟常務理事、澳門大學法學院范劍虹教

授，澳門學者同盟常務理事、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

研究中心王禹副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旅遊研究中心

唐繼宗特約研究員，澳門學者同盟葉桂平理事、耿曉

征監事，澳門科技大學酒店與旅遊管理學院馬爾丹講

師，以及多位澳門學者同盟會員。與會學者就澳門建

設世界旅遊休閑中心的基礎與優勢、澳門世界旅遊休

閑中心建設的現狀與成效、世界旅遊休閑中心的目標

與展望、澳門世界旅遊休閑中心建設的努力方向等議

題展開深入探討。主辦單位將把座談會內容進行整

理，之後將提交澳門特區政府相關部門參考以及透過

相關渠道向公眾發表。 

 

 
“一國兩制”下的行政與立法關係 

──“一國兩制”高端論壇 2013 暨 

“‘一國兩制’下的行政與立法關係” 

學術研討會 

 
由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主辦、上海社

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及上海市法學會港澳台法律研究

會合辦的“一國兩制”下的行政與立法關係──“一

國兩制”高端論壇 2013 暨“‘一國兩制’下的行政

與立法關係”學術研討會於 2013 年 12 月 5 日舉行。

會議開幕式由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

公室研究室侯鴻副主任、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行政公

職局馮若儀代局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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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區榮智委

員及澳門理工學院殷磊署理院長主持。殷磊署理院長

在開幕儀式的歡迎辭中指出，回顧已經走過的歲月，

“一國兩制”事業在澳門得到了蓬勃發展，澳門走上

了與祖國內地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的寬廣道路。在澳

門特別行政區，行政立法間的基本關係準則已經在基

本法中有了明確規定，然而隨着社會實踐的發展，行

政立法關係的健康有序推進具有無可爭議的重要性。

為此，希望通過此次研討會能夠集思廣益，探尋行政

與立法關係的正確理解，為“一國兩制”在新形勢下

的實踐，為“一國兩制”研究帶來新的理論觀點與實

踐視角。 

在上午的高端論壇中，中國憲法學研究會會長、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院長韓大元教授，全國人大常委

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香港大學法學院陳弘毅教

授和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楊允中教授為大

會做了內容豐富、見解獨到的主題報告。其中，韓大

元教授作出“在基本法實施中豐富和發展國家意識”

的判斷，陳弘毅教授關於行政主導不等於強勢政府的

觀點，楊允中教授關於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要互相尊

重、互相支持、互相監督、互相認同的定位，為聽眾

帶來了新的研究視角，提高了理論高度。三份主題發

言均刊登於本期“‘一國兩制’高端論壇 2013”特

稿之專欄內。 

為了進一步拓展對同一主題研討的深度與廣度，

下午舉辦了“‘一國兩制’下的行政與立法關係”學

術研討會，邀請了來自北京、廣州、上海及本澳的多

位學者從對“一國兩制”下的行政與立法關係這一重

要課題進行深入探討，發表各自的研究成果與見解。

針對行政權如何正確行使，很多學者探討了行政權監

督問題。例如，有學者以澳門特別行政區為例，分析

了行政主導體制下的行政權控制與監督；有學者分析

了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控權機制；有學者關注

了“一國兩制”下行政與立法之間的適度制衡問題

等。就立法會的建設與完善問題，有學者研究了澳門

立法會的表決制度、辯論制度，也有學者對香港立法

會的特權及其限制做了分析。學術研討會有關文章將

分兩批，分別刊登於本刊本期及下一期“‘一國兩

制’下的行政與立法關係”學術研討會特稿之專欄

內。 

 
 

澳門學者同盟出訪湖南省 

 
經國務院港澳辦和澳門中聯辦盛情安排，澳門學

者同盟一行 16 人於 2013 年 12 月 15-20 日訪問了湖南

省。在省會長沙先後與湖南省社會科學院、湖南師範

大學和中南大學舉行學術座談會，就如何加強澳湘學

術交流、促進兩地合作與發展展開有益討論。 

訪問團成員由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學院、澳門科

技大學和澳門城市大學等單位的學者組成。澳門中聯

辦研究室李雪飛副主任、劉忠鋒副處長任顧問，學者

同盟會長楊允中、副會長鄭國強任正副團長，國務院

港澳辦夏豐處長以及湖南省港澳辦王麗文處長等亦全

程參與訪問團的交流座談。 

湖南學者對訪問十分重視，為雙向交流作了認真

準備。座談中，雙方的人員在各自介紹了自身所處地

區的經濟社會發展情況後，着重就兩地的學者間開展

交流合作的意義、前景、形式以及內容等充分交換了

意見。雙方一致認為，澳門回歸後，“一國兩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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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得到成功實踐，社會保持繁榮穩定，各項事業也取

得長足進步，但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和社會結構優化的

任務仍很艱巨，適時展開與內地的合作仍很必要；隨

着國家“中部崛起”戰略方針的大力實施，湖南省近

年來步入了發展的快車道，尤其是文化創意和旅遊管

理等方面具有較好的產業基礎和競爭優勢，與澳門開

展相關合作的空間非常大；湖南省可有效利用澳門這

個平台，拓展葡語系國家和地區的相關市場。通過座

談，雙方都認為要實現澳湘的雙赢合作，兩地的學術

界必須加強交流，共同探討澳湘合作中的相關問題，

並提出一些可行的建議，供兩地的政府部門決策時參

考。澳門學者同盟這次成功訪問湖南，有利於促進兩

地學術界的交流合作。 

訪問團還考察了湖南的部分風景區，大家對湖南

旅遊資源的深度開發和科學管理水平留下了頗深印

象。 

 
 
《澳門公共行政改革的方向與策略 

(專題研究報告)》暨 

“澳門學者文庫”新書發行 

 
澳門學者同盟作為專業學術社團，秉承“思考澳

門、研究澳門、發展澳門”的宗旨，對澳門特區驗證

“一國兩制”的歷史進程一向高度關注並力求以自身

有限的專業知識服務於特區“一國兩制”實踐。2013

年，該社團在澳門特區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組成了專題

研究項目組，完成了《澳門公共行政改革的方向與策

略》大型專題研究報告。這份報告對“一國兩制”下

澳門特區公共行政作了一次較為全面而系統的評估，

參照世界各國和內地改革經驗，對現時澳門公權力機

關自身建設的方向與策略選擇提出了若干建議，包括

政府架構適當減肥、對“不做不錯”保守文化的批

判、公共政策的優化、公共財政的有效管理、科學問

責制度的建立、博彩業正效應的合理開發、對回歸價

值的再認識等。研究報告同政府政策不可劃等號，但

一份有價值的報告對科學施政的影響也不能低估。 

為向社會各界發佈此項研究的成果，澳門學者同

盟於 2013 年 12 月 30 日下午 4 時 30 分舉行了《澳門

公共行政改革的方向與策略(專題研究報告)》暨“澳

門學者文庫”三部新書發行儀式，並邀請了澳門特別

行政區政府行政公職局朱偉幹局長、澳門特別行政區

行政會梁維特委員、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政策研究室

劉本立主任、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院何超明檢察長代

表趙奕顧問、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法務局梁葆瑩副局

長、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鍾怡委員及澳門學者同盟

駱偉建執行會長出席儀式並為儀式主禮。 

同日一併發行學術新著包括楊允中主編的《“基

本法與 2013 澳門立法會選舉”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王禹的《特別行政區及其制度研究》，及龔剛的《中外

敍事藝術說略》。三部新著各有特點，但其共同點是試

圖拓深對澳門社會現實的觀察，提升對澳門特區正確

實踐“一國兩制”的認知，力求為確保澳門長期繁榮

穩定的大局作些必要配合，這是澳門學者的特殊使命

和社會責任。 

 

 

“一國兩制”文庫新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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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該中心分別

出版了“一國兩制”文庫系列之 34、35、36、37、38

共五部新作。 

“一國兩制”文庫系列之 34 是劉耀強、朱新力、

何志遠等的《澳門博彩業監管體制的法治化出路》，此

書係一份以較新視角觀察、針對澳門博彩業監管體制

如何走向法治化出路作出分析的專題研究報告。作者

指出，傳統的博彩業法律規制方式無法適應新的管制

形勢的需要，而博彩監管體制暴露出來的諸多問題，

成為制約澳門博彩業健康發展並實現澳門經濟多元化

目標的阻礙，作為監管主體的博彩監察協調局更由於

獨立性和權威性不足，未能充分發揮應有的監管職

能。通過較深入分析，最後，作者提出澳門博彩監管

體制的法治化思路，以及建議澳門特區政府可以通過

對博彩監管體制的整體設置和調適，從而實現治理的

合法化和最佳性。面對目前澳門博彩業發展迅速，該

報告對澳門特區政府如何更好地監管博彩業具有一定

現實意義。 

“一國兩制”文庫系列之 35 是麥瑞權、丘海雄等

的《澳門社團參政問題研究》，此書通過對新制度主

義、法團主義、善治主義、團體衝突理論，以及香港

的社團參政經驗和澳門社團參政情況等的系統梳理，

探究在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等環境條件變化下為

何沒有導致制度安排發生實質性改變；結合定性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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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調查，描述制度需求、制度現狀和存在問題，探討

其成因以及對策。與此同時，報告較為全面地闡述了

《澳門基本法》規定的政治體制格局、澳門的社團參

政現狀、澳門精英及澳門民眾對社團參政情況的認知

等實際情況，分析了澳門社團參政在轉型階段所發生

的變化，並就如何改善澳門社團參政能力和制度環境

展開了較為深入的思考與研究，並提出了具體的改善

建議。 

“一國兩制”文庫系列之 36 是楊允中主編的

《“一國兩制”與澳門法律體系完善(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這是一部關於主題為“一國兩制”與澳門法

律體系完善學術研討會的論文集，同名學術研討會於

2013 年 6 月由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主辦。

約 20 篇選登論文反映多位知名專家學者對澳門特區

“一國兩制”新型法律體系的理論價值與實踐價及其

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直接相關性的若干共

識。第一部分為“一國兩制”與法律體系完善；第二

部分為法律改革與法治建設。所收論文不乏獨到創新

判斷，對澳門特區完善“一國兩制”法律體系及如何

優化依法治澳提供了一些可行思路。 

“一國兩制”文庫系列之 37 是史彤彪等的《“一

國兩制”下內地與澳門法律文化比較研究》，此書旨在

對法律文化建設提出一些初步構想和判斷，藉以推動

“一國兩制”在澳門特區的正確實踐。本研究首先對

法律文化作出界定，並以《澳門基本法》、法律本地化、

民商法、刑事法、經濟法、行政法、區際司法協助等

七個主題闡述內地與澳門法律文化交流現狀，對雙方

在新形勢下法律文化進一步交流與融合提出展望。 

“一國兩制”文庫系列之 38 是王禹等的《“一國

兩制”理論與實踐研究》，此書共分九章，從理論和實

踐兩個方面探討“一國兩制”的相關問題，具體涉及

“一國兩制”與立憲主義的關係、特別行政區制度的

邏輯建構、中央與特別行政區的關係、基本法解釋機

制、國家話語體系、以中文為主的正式語文制度、社

會保障制度、中產階級以及“一國兩制”理論的學科

定位等問題。其中既涉及法學和政治學專業領域，也

涉及社會學、語言學、政治經濟學和哲學等專業領域。

參與課題研究的成員從自己的專業領域出發，從各個

角度對“一國兩制”的理論和實踐作出了分析和論

證。 

 
 

《“一國兩制”研究》(葡文版、英文版) 
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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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文版、英文版)為年刊，分別於 2011 年底及 2012

年底出版了第 1 及 2 期。2013 年 12 月份，《“一國兩

制”研究》(葡文版、英文版)第 3 期正式出版，分別

收錄了由原中文版 2012 年第 3 期(總第 13 期)至 2013

年第 2 期(總第 16 期)中選出的 18 篇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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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