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論憲政意識與“一國兩制”實踐的相關性 

 

楊允中 

 

作為現代公民，基本的國家意識是必須具備的，

而憲政意識則應列為國家意識的一個核心內容。本文

擬就憲政意識與“一國兩制”實踐的相關性提出一

些判斷，以推進澳門特區依法施政與愛國愛澳傳統逐

步進入新形勢下新常態。 

 

 

一、憲政是立國之本，是建國的基礎工程 

 

通常一提起現代化，人們不約而同地首先關注科

技和教育現代化，離開發達的現代化科技和現代教

育，要實現工業、農業以及國防現代化，幾乎是匪夷

所思、不可思議的。認真觀察現代發達國家，人們不

難發現，構成全面現代化的還有一項基礎工程，那就

是法治的現代化，尤其是憲政現代化。作為一個現代

化起步較晚的國家，當代中國的憲政現代化之路當然

也要真正從國情出發，真正堅持已被實踐認定科學可

行的中國特色。 

憲政到底是甚麼？憲政與憲法是甚麼關係？在

現代社會，在民主、法制廣受認同的時代，沒有理由

對位居法治核心的憲政心存芥蒂，不管有意無意，承

認憲法而否定憲政即把憲政與憲法分割起來，是一種

欠缺理論依據的偏激做法。在倡導全面依法治國的今

天，進一步提升憲政意識、進一步加強憲政建設，是

一項事關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的基礎工

程。 

早在 1999 年國家第三次修憲時已把“實行依法

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寫入憲法，從而成為

一項基本國策，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當然要依法治國、

依憲治國。長期以來，有關民主的討論令大家受益非

淺，“民主是好東西”已成為普遍共識，民主既應有

一些公認標準，又應因不同國情不同發展階段而存有

某些原則性差異。同理，講憲法完善不能不講憲政，

講憲法實施同樣不能不講憲政。憲政(constitutional 

governance)是“以憲法為依據，以民主政治為核心，

以法治為基礎，以保障人權為目的的政治形態或政治

過程。”1 通俗地講，就是憲法權威受到普遍尊重、

憲法規範得以正確實施的憲制態勢，也可以理解為

“憲法導向、保障下的政治發展，或符合憲法原則與

精神的政治民主化進程。”2 

健康、成熟的憲政意味着政治生態優質化，公權

與民權保持最大限度平衡──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

利益得以有效維護，民生、民主的持續推進令公民的

尊嚴和幸福指數處於可比的高水平。西方有資本主義

憲政，中國則當仁不讓應該有建基於深厚文化積澱的

東方憲政，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憲政。西方憲政有起

步較早、實踐過程較長的優勢。中國憲政則有文化積

澱深厚、跨越發展等優勢。兩者之間既具制度完善

度、保障到位度、意識成長度、效益充分度等屬普遍

規律的可比性，也具有因文化傳統、法律創制、路徑

選擇等國情差異的不可比性。從可比性考慮，互相參

照對比目的是找出各自優劣，從而取長補短、自我優

化，而不是盲目同別人攀比，更不是妄自菲薄，甘心

跟在別人後面亦步亦趨。 

目前，中國國情依然十分特殊，無論經濟、社會

發展，二元結構特徵相當明顯。在東部沿海發達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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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特別是幾個所謂一綫城市，其基礎設施與綜合服

務水平即使同歐美中心城市相比也不遑多讓，但中西

部地區未脫貧居民的貧困度同國外落後地區亦相差

無幾。就人口而言，一方面，在嚴苛人口政策下總量

仍大幅增長，一年增長值便可達到某些中等發達國家

人口總和，另一方面，東部發達地區中心城市人均

GDP 已同中等發達國家基本上標齊，“讓一部分人先

富起來”已成現實，中國富豪數量之多、財富積累之

快、世界影響之巨令人震驚，但至今中西部還有 7,000

萬人口(按聯合國標準則有 2.5 億人)未脫貧，中國貧

富之間的巨大差距可能全球罕見，共同富裕的目標仍

然遙遠。故此，可以講，迄今世界上沒有任何國家的

發展模式包括基本政治制度能夠成為中國模仿的對

象，好在近三十多年改革開放創造的中國特色成長之

路不僅極大地增強了國人信心，而且舉世矚目的發展

成效也在頗大程度上令世人刮目相看。 

作為有重大國際影響的現代大國，中國在理論戰

綫尤其要有足夠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

推行法治和憲政，中國起步遲於西方發達國家，但經

近幾十年奮起直追，後進的帽子已基本摘掉。我們尊

重洛克、孟德斯鳩、盧梭等西方憲政理論大師的建

樹，尊重西方發達國家憲政建設的某些成就，但更要

從自身歷史和國情出發堅持走出一條有自身特色的

新型憲政發展之路。 

維護憲政體制的原則主要有三條：“○1 國家權力

是人民授予的，不得行使憲法沒有授予和禁止行使的

權力；○2 國家權力不得侵犯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而

且有義務保障公民權利的實現；○3 樹立憲法的最高權

威是憲政的集中表現。”  這表明合理約束公權力與

擴大公民基本權益保障即建立真正當代意義上的良

政善治，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3

生活在實行“一國兩制”的特別行政區並非可

以同“憲”字脫鈎。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特別行政

區的憲制基礎，憲法是特區基本法的母法，基本法是

憲法特別授權下的重大憲政成果，也是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憲政的劃時代創新，在居民基本權益方面甚至可

以享受到憲法與基本法的雙重保障。關注憲法規範的

完善、提升憲政意識的認知以及針對各界特別是青少

年一代推行愛國主義教育，一時一刻也不應淡忘。 

二、中國憲法的成功自我完善 

 

(一) 依憲治國是現代法治文明核心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堅持依法治國首先要堅

持依憲治國，堅持依法執政首先要堅持依憲執政。”4 

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型憲政六十多年實踐的歷

史總結。“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是治國安邦的總章

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權威、法律效力，具

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長期性。”5《中華人

民共和國憲法》莊嚴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

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一切法律、行

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一切國家

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

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

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

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第 5 條)“憲法作為根本

法，其內容涉及社會生活、國家生活的全面，規定着

國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務，是人們最根本的活動準

則。”6 

早在三十多年前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審議《中

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時，彭真便曾指出：現行憲法的

制定“繼承和發展了 1954 年憲法的基本原則，充分

注意總結我國社會主義發展的豐富經驗，也注意吸取

國際的經驗；既考慮到當前的現實，又考慮到發展的

前景。”因而，它是“一部有中國特色的、適應新的

歷史時期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的、長期穩定的新

憲法。”7 改革開放 37 年來國家與社會生活發生的

翻天覆地般變化，令人信服地證實了現行憲法包括

1988、1993、1999、2004 年四次修正案引導與保障作

用居功至偉、勿庸置疑。 

 

(二) 人民主權理論的堅守 

憲法完善、憲政發展是現代文明的核心標誌，也

是國泰民安、政通人和的根本保障。毫無疑問，中國

憲政發展起步較遲，從清末至今不過 120 年光景，而

且在制憲、行憲道路上也經歷過不少的反覆和挫折，

但縱觀改革開放新政以來現行憲法牽引下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法制建設進程，我們可以自豪地說，中國憲

法完善度和憲政實施度不僅達到了歷史上不曾有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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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水平，而且也創造了特色鮮明、獨樹一幟的中國

體系、中國風格憲政。 

理據之一是業已建成穩定運行的根本政治制度

和基本政治制度，前者即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它是中

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權組織形式，人民選舉代表，組成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作為人

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後者包括中國共產黨領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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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四大政治制度既深植於中國傳

統文化土壤，又帶有顯明的時代背景和東方法治文明

特徵，構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憲政制度創新。 

理據之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業已形

成，2011 年兩會期間，時任全國人大委員長的吳邦國

已代表國家作出正式宣佈，並正式在十八大報告中得

到確任。截至 2014 年 12 月，中國已制定現行憲法和

有效法律 242 件、行政法規 737 件、地方性法規逾

8,500 件、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逾 800 件。這就為有

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以及科學

主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社會生態，

為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實現國家和社會生活制度化、

法制化奠定了紥實基礎。 

理據之三是憲法權威逐步受到應有尊重。正如習

近平所講：“維護憲法權威，就是維護黨和人民共同

意志的權威。捍衛憲法尊嚴，就是捍衛黨和人民共同

意志的尊嚴。保證憲法實施，就是保證人民根本利益

的實現”，“憲法的根基在於人民發自內心的擁護，

憲法的偉力在於人民出自真誠的信仰。”8 憲法高權

威性在內地受到越來越充分的尊重並逐步進入常態

化，現實生活中“黨大還是法大”的爭議已由全面推

進依法治國的理念所取代。近年憲法與基本法共同構

成特別行政區憲制基礎的認知，則可令“一國兩制”

的正確實踐提升到全新水平。 

理據之四是人民群眾合理維權受到前所未有的

重視。由於存在過千年封建帝制，中國的封建意識涷

土層十分深厚，無論仍在全力打擊中的貪腐行為還是

家長制、一言堂、歧視婦女等社會現象，其根與源都

在於這種封建意識的劣根性、頑固性、失範性，都在

於現代法治實踐中公民意識的缺位和科學理性的核

心價值觀的扭曲。 

故此，“我們要依法保障全體公民享有廣泛的權

利，保障公民的人身權、財產權、基本政治權利等各

項權利不受侵犯，保證公民的經濟、文化、社會等各

方面權利得到落實，努力維護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

保障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我們要依法

公正對待人民群眾的訴求，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

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義，決不能讓不公正的

審判傷害人民群眾感情、損害人民群眾權益。”9 

這是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所要求，也是尊重基本

人權、發揮制度優越性、發揮億萬民眾正能量的動力

來源。憲法 2004 年修正案經反覆論證把“國家尊重

和保障人權”補進第 33 條；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

議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擴大地方立法權

並對可能越權的行政行為進一步作出約束：“沒有法

律或者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決定、命令的依據，部門

規章不得設定減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權利或者增

加其義務的規範，不得增加本部門的權力或者減少本

部門的法定職責。”十二屆全國人大開始，城鄉居民

的選舉權實現等值化，進一步體現國家實行人民代表

大會制度的堅定性、徹底性。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

設默默奉獻的 2.7 億農民工及其子女的平等權有望在

不久將來得到公平解決。全國範圍內平反冤假錯案有

了重大突破，內蒙被誤判姦殺罪並被執行死刑已 18

年的呼格吉勒圖案 2014 年得到昭雪並依法獲得國家

賠償。這些切實舉措深得人心，但民間維權依然舉步

維艱。可喜的是，以前過激非理性抗爭為主的維權似

乎已進入依法甚至依憲維權的較高文明階段，儘管憲

法規範保障的基本權益還存在頗大提升空間。 

 

(三) 領導核心力量刮骨療傷常態化 

中國是共產黨作為執政黨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

總人口已達 13.7 億，佔全球 1/5 有多，中共黨員達

8,600 萬，分別超越英、德、法等發達國家人口總和，

也可能超越全球各國政黨成員之總和。樹大有枯枝，

在如此巨大群體中存有某些不健康現象，究其原因確

實複雜而多元，但畢竟是非主流個別行為，而且全面

從嚴治黨業已被推動到執政黨高端議事日程。 

中國憲政發展有起步遲、國情複雜、偶有反覆等

不利因素制約，也有文化積澱深厚、崇尚文明禮儀、

@ F @ 



《“一國兩制”研究》2015 年第 3 期(總第 25 期) 

 

跨越發展等時代動因牽引。改革開放更令中國憲政迅

速駛入快車路，不僅彌補了過去許多空白點，縮小了

同某些發達國家的差距，而且沿着有自身特色的和平

崛起、和平發展、和平超越的獨特路徑前行，在當代

任何低估中華文明、中國創新、中國正能量的判斷都

不符合實際，都要被社會實踐所否定。 

中共十八大以來，反腐倡廉、老虎蒼蠅一起打，

成為深化改革的一張王牌。僅 2014 年，檢察機關共

查辦各類職務犯罪案件逾 4.1 萬件 5.5 萬人，人數同

比上升 7.4%。其中既有周永康、徐才厚、蔣潔敏、

李東生等 28 名省部級以上的“大老虎”，也有涉及

社保、拆遷、扶貧救災等民生領域 9,913 名“巨貪小

官”。10 2014 年啟動的境外“獵狐”工程得到多個國

家合作配合，令潛逃國外的貪腐犯罪分子難尋藏身之

所。當前，全面深入推進的反腐肅貪工程無禁區、全

覆蓋、零容忍，力度之大、震撼之強世所罕見。這在

一定程度上體現中國式權力約束，體現中國特色社會

主議憲政的與時俱進和自我完善。 

總而言之，經過四次修正的現行憲法，其完善度

和權威性不容低估，其創新價值和時代意義更十分突

出。正如習近平所講：“30 年來的發展歷程充分證

明，我國憲法是符合國情、符合實際、符合時代發展

要求的好憲法，是充分體現人民共同意志、充分保障

人民民主權利、充分維護人民根本利益的好憲法、是

推動國家發展進步、保證人民創造幸福生活、保障中

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好憲法，是我們國家和人民經

受住各種困難和風險考驗、始終沿着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道路前進的根本法制保證。”11 

 

 

三、創新型基本政治制度是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憲政的有效載體 

 

發展是各國人民永恆的主題，不僅要重點關注經

濟發展、改善民生，政治、文化領域的發展也應常態

化；追求高質量的物質生活，同關注多彩文化、確保

以政治平等、人格尊嚴為核心的民主實踐，是互為關

聯、互相促進的基礎發展目標。 

“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也不存在

適用於一切國家的政治制度模式。”因此，“設計和

發展國家政治制度，必須注重歷史和現實、理論和實

踐、形式和內容有機統一。”12 由於政治制度是用來

確定國家發展方向、發展路徑和發展方式，用來調整

政治關係、建立政治秩序、確保長治久安、政通人和

即繁榮穩定的大原則大方向的，故對政治制度的認定

與堅守必須遵循人類文明演進的規律性、普通性、與

時俱進性，必須堅持從具體國情出發、從社會現實出

發，自己的命運由自己把握，自己的發展前景用自己

的雙手和頭腦去開創。 

中共十八大在界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時，用

的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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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政治制度”表述，在

現有三項基本政治制度後面用了一個“等”字，這表

明對現有基本政治的認定並未終極化，實踐中已經出

現或即將出現的新型政治制度完全可能被國家在適

當時機確認為國家級基本政治制度。 

現有四大政治制度中，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早在六

十多年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初便以《共同綱領》

這部代憲法作出指引，並由 1954 年第一屆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的召開和首部憲法的制定為標誌正式啟動

運行。如今一年一度的“兩會”即作為最高國家權力

機關的全國人大年度例會和體現多黨合作與政治協

商制度的全國政協年度例會已成為最具中國特色的

政權運行方式。進入 21 世紀以來，“兩會”越來越

成為觀察中國政局和發展走勢的風向標，說中國基本

政治制度已進入內涵型、質量型發展新階段也許並不

過分。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權組

織形式，是國家的根本政治制度。現行憲法規定：“中

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

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第 1 條)“中華

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

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

會。”(第 2 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

代表大會都由民主選舉產生，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

督。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民代

表大會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第 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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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由中國的社會土壤中產生的新型“人民代

表大會制度體現了以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為主體的

社會主義勞動者和愛國者的根本利益，體現了中國各

民族、港澳同胞和海外僑胞的根本利益。保證全體人

民行使國家權力，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實質，按照

民主集中制原則組織起來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體現

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本質。它既有利於全國人民參

加國家管理，也有利於在民主的基礎上有效地處理國

家事務。”13 

中國現有中央、省、市、縣、鄉(鎮)五級人民代

表，總數約 260 萬人，他們中間絕大多數都是各行各

業精英，都是作出重大貢獻的先進人物，代表廣泛性

十分突出。以全國人大為例，在總數不超過 3,000 名

情況下，56 個民族中最小的民族都有自己的代表，在

不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特別行政區也安排了遠

超人口比例的代表名額。在每屆人代履職期間因違反

法律、行為不檢被撤銷代表資格者也時有發生。 

在總結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時，習近平指出：“在

中國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中國人民在人類政治

制度史上的偉大創造，是深刻總結近代以後中國政治

生活慘痛教訓得出的基本結論，是中國社會一百多年

激越變革、激蕩發展的歷史結果，是中國人民翻身作

主，掌握自己命運的必然選擇。”14 

另外三項基本政治制度也各具特色。其中，多黨

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也是中國的一項重大制度創

新，中國不實行西方的兩黨制或多黨制，但實行執政

黨內部監督與同民主黨派互相監督相結合、集中執政

黨智慧與參政黨智慧相結合。六十多年實踐已充分證

明這項制度的優越性和有效性。 

 

 

四、“一國兩制” 

──中國憲政發展史上的一次大創新 

 

(一) 讀懂中國這部大書不容易 

世紀之交中國的和平崛起應列入最具震憾性的

一條信息。正確認識中國，正確詮釋“當代中國”的

深刻內涵，不僅外國人不容易，就是中國人自己也要

認真下下功夫。 

作為最大的文明古國，中國不僅歷史悠久且不曾

中斷，而且文化積累淵遠流長。早在二千多年之前，

儒釋道等哲學體系即已分別創立，天人合一、和而不

同、福禍相依等辯證理念深入人心，古代四大發明是

中國物質文明昌盛的主要基因，也有力拉動了各國生

產力發展。直至 18 世紀末，中國基本上是東方以至

全球發展的主要推動者和牽引者。19 世紀 40 年代鴉

片戰爭之後的百多年間，實行封建帝制的中國積貧積

弱、屢戰屢敗，成為大小列強欺壓盤剝的對象。中國

受欺時間之久、不平等條約簽署的數目之多、向中國

施暴的主體之眾、形式之殘酷複雜，無以復加，《馬

關條約》、《辛丑條約》創下的天文數字賠款成為戰爭

史上無法改寫的世界紀錄。然而，災難、厄運同時也

考驗、鍛煉了中國啟蒙者和人民大眾的智慧，驅使他

們加速覺醒、團結、奮進，在逆境中走向成功，在挫

折中走向成熟。 

 

(二) 考驗政治智慧的複雜國情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標誌着中

華民族跨進了自身發展的歷史新時代。建國前夕由首

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體會議制定的《中國人民

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和 1954 年 9 月第一屆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是新

中國兩部有重大歷史價值和深遠影響的大憲章。當時

國情是在中國大陸實現了中國歷史上除元朝之外境

內最大範圍的統一，與此同時，歷史遺留的台港澳問

題主要緣於外部原因不得不押後解決。儘管早在 20

世紀 50 年代中期毛澤東、周恩來即已明確提出台灣

問題可以用非武力解決並為此作出過實質性探索，包

括有“一國兩制”基因的“一綱四目”方針的推

出。遺憾的是，曠日持久的“文化大革命”令預期中

的和解努力無疾而終。 

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在鄧小平等承前啟後推動

下，“一國兩制”方針作為國家的意志和人民的意願

迅速被確定為基本國策，並在 1982 年憲法中破天荒

地以憲法特別授權形式作出了積極指引，這便是著名

的第 31 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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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 1982 年制定的現行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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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預見性規定。連同憲法第 62 條第 13 項把“決定

特別行政區的設立及其制度”列為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應當履行的職權之一，以及 2004 年修正案把第 59

條修改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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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補上特別

行政區。這樣，現行憲法直接涉特別行政區的憲制規

範就有三條，共同構成了對“一國兩制”下特別行政

區制度的完整而科學的設計。 

在憲法指引保障下，中央以“十二條”羅列出作

為未來特別行政區制度核心的十二項基本方針政

策，這些原則在隨之開展的中英、中葡談判中成為中

方底綫不可越逾，兩大外交談判結束並發表聯合聲

明，這十二條被全文寫進聯合聲明正文，連同中方提

供的附件一更加詳盡的政策闡述，使這項基本國策開

始具備法制化、規範化的完整框架。為了不失時機地

落實基本國策，國家在兩部聯合聲明簽署後馬不停蹄

隨即開啟了香港、澳門兩部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起

草、諮詢工程。在有香港、澳門各界有代表性人士參

與下，分別歷經 4 年半有多，經幾上幾下反覆諮詢，

1990 年 4 月 4 日和 1993 年 3 月 31 日兩部基本法正式

出爐面世。這兩項系統工程之浩大，中外法制史上前

所未有。 

港澳兩部基本法有效地令“一國兩制”方針實

現了具體化、規範化、法制化，其起草過程直接創造

了多項國家甚至世界的憲政領域之最：○1 起草委員會

的高層次性、代表性、專業性歷來罕見，由作為最高

國家權力機關常設機關的全國人大常委會組建的兩

個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份屬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工作機

構，其成員除全國人大常委會領導成員外還包括中央

政府各有關部門的主要負責人和為數可觀的國家一

流法律專家及其他領域專家，更吸納港澳兩地有代表

性人士。這樣編組在中國歷史上尚屬首次。為配合起

草順利進行，國家還推動成立港澳兩地規模龐大、代

表性極強的基本法諮詢委員會。○2 起草時間分別長達

4 年 8 個月和 4 年 5 個月，是國際上任何國家任何法

律起草不曾有過的漫長過程，超過現行 1982 年憲法

起草 2 年 4 個月一倍以上。○3 為了展示兩部基本法的

前置規範指引作用，正式通過並頒佈同法律正式生效

實施的提前量超大，香港為 7 年 2 個月 24 日，澳門

為 6 年 8 個月 19 日。○4 兩部基本法制定權、修改權

均屬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即同憲法本身的安排一致。

○5 基本法規定港澳兩特別行政區擁有兩種正式語

文，擁有特定標識區旗區徽，這在中國開創了一個憲

制先例。○6 港澳兩特別行政區享有國家授予的一定對

外活動權，可在適當領域單獨地同世界各國各地區及

有關國際組織保持並發展關係。○7 分別設立全國人大

常委會香港、澳門基本法委員會，在中國為一部法律

的實施專門成立直屬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常設機關的

工作委員會，這是歷史上首次。○8 不能不提及的另一

重要事實是：中央人民政府即國務院成立專注落實

“一國兩制”方針、落實基本法而直接管理香港、澳

門兩特區的港澳事務辦公室並在全國各地成立對口

的港澳辦。這是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理念的一項針對

性極強的特殊安排。 

 

 

五、“一國兩制”的多重創新價值 

 

(一) 形象化的中國特色 

在當代中國，講中國特色離不開“一國兩制”，

講“一國兩制”，其價值、意義令中國特色更加形象

化、具體化、現實化。“實踐充分證明，作為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重要組成部分的‘一國兩制’

方針，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

路重要組成部分的祖國和平統一道路，具有強大的生

命力。”15 正確認識“一國兩制”，提升對貫徹“一

國兩制”的自覺性主動性，已成為一項擺在全國人民

面前一件大事。“一國兩制”表面上似乎僅僅實踐於

香港、澳門兩個特區，似乎僅僅事關兩個特區的繁榮

穩定，實際上它是當代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性事業，

是關係國家和平統一目標和民族偉大復興的大方

向、大目標、大政治、大智慧。 

鄧小平被譽為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當然也是

“一國兩制”偉大事業總設計師。鄧小平親自設計的

“一國兩制”理論，把兩大制度間傳統勢不兩立對立

關係推向一個對對方不傷反益的新階段。他反覆強

調：“我們的政策是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

具體說，就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十億人口的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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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台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

“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

度，這個特色，很重要的一個內容就是對香港、澳門、

台灣問題的處理，就是‘一國兩制’。”“這個新事

物不是美國提出來的，不是日本提出來的，不是歐洲

提出來的，也不是蘇聯提出來的，而是中國提出來

的，這就叫做中國特色。”“實現國家統一是民族的

願望，一百年不統一，一千年也要統一的。怎麼解決

這個問題，我看只有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

“世界上一系列爭端都面臨着用和平方式來解決還

是用非和平方式來解決的問題。總得找出個辦法來，

新問題就得用新辦法來解決。香港問題的成功解決，

這個事例可能為國際上許多問題的解決提供一些有

益的綫索。”16 

鄧小平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在新的實踐基

礎上繼承前人又突破陳規，開拓了經典理論新境界。

“鄧小平理論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基本成

果，抓住甚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根

本問題，深刻地揭示社會主義的本質，把對社會主義

認識提高到新的科學水平。”17 鄧小平開創的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特別是“一國兩制”理論，把社會主義與

資本主義兩大社會制度的對抗、衝突、鬥爭推向可以

用求同存異、互利共贏、對立統一的嶄新思維加以解

決的新模式新格局，不僅使歷史遺留的某些複雜問題

迎刃而解，而且把傳統的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推向一

個歷史發展新階段。 

 

(二)“一國兩制”的價值認定 

在統一的單一制社會主義國家內部歷史背景特

殊的局部小範圍內保留其原有的非社會主義制度，這

不僅是中國的史無前例，而且在國際上也絕對前所未

有，因而成為不折不扣的大膽而務實的憲政領域理論

創新與制度創新，也是人類文明史上最富想像力的認

知大突破和最富震撼力的政權大變革。 

由基本法所體現的“一國兩制”憲政，其宗旨是

“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澳門

長期繁榮穩定”。因而，“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

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

針，必須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維護中央

權力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發揮祖國內地堅

強後盾作用和提高港澳自身競爭力有機結合起來，任

何時候都不能偏廢。”18 

在基本法序言、總則、中央與特區關係部分清楚

地顯示，“一國”是“兩制”的前提與基礎，港澳兩

地回歸後新建的特別行政區是國家主權下不可分割

的部分，當然更是直屬中央政府管轄並享有高度自治

權的地方行政區域。在特別行政區存在兩個公權力：

上端是國家公權力，包括國防、外交、行政長官與主

要官員委任、立法備案、中央與特區關係、基本法解

釋與修改等涉國家核心利益、須依憲調整的事宜統由

中央政府操控；下端是特區公權力，涉特區高度自治

範圍包括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

權則由行政長官及行政、立法、司法三大公權力機關

分別依法行政。在特區高度自治權範圍內同樣存在公

權力的依法行使與自我約束和居民基本權益有效保

護兩個層面，由於“一國兩制”基本國策中“港人治

港”、“澳人治澳”佔有一個十分突出而核心位置，

故廣義理解所有港人和澳人都構成這項基本國策的

行為主體，反言之，生活在特別行政區的港人和澳人

亦不言而喻地要成為“一國兩制”憲政要求的真正

愛國者。 

根據對體現“一國兩制”原則與精神的兩部基

本法的理解，根據對港澳兩特別行政區分別近四個五

年和長逾三個五年實踐期的系統觀察，把基本判斷歸

結為八項核心認知是適宜的：○1 “一國兩制”構成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憲政在認知、理論、制度和實踐領域

的劃時代創新；○2 “一國兩制”理論應列為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主要內涵之一；○3 “一國兩制”下

的特別行政區制度有條件、有必要列為國家基本政治

制度之一；○4 愛國愛澳如同愛國愛港一樣事實上已成

為當代特別行政區居民第一核心價值；○5 “一國兩

制”屬於特區政府和居民，以至全中國人民的共同性

事業；○6 要堅持“一國兩制”澳門實踐模式，在實踐

中提高實踐水平；○7 “一國兩制”作為中華文化、東

方文明的一大制高點，作為體現多重創新成果的認知

總滙，最有條件作為新興複合型獨立學科和顯學得到

全面推廣；○8 “一國兩制”體現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

兩大社會制度的嫁接優勢，特別行政區某種意義上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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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社會主義利用、改造和駕馭資本主義的示範場。19 

 

(三) 導致嶄新學科形成的理論與制度創新 

在一個實行單一制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局部特

殊地區保持原有資本主義制度 50 年不變，這在近百

年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共生共存時代，不僅政治家、

思想家甚至學術界亦是未曾觸及過的嚴肅課題，如今

業已得到富有成效、富有啟廸的妥善解決。香港、澳

門兩特別行政區富有啟示的實踐，有效地驗證了這項

制度創新的成功，同時也令人信服地把自身理論成熟

度推向了有目共睹的高峰。這是一個大理論、大學

科，把它定位成“一國兩制”學包括“一國兩制”法

學、“一國兩制”政治學、“一國兩制”社會學、“一

國兩制”經濟學、“一國兩制”哲學等等完全可行，

給它取個較為通俗的“共贏學”或互贏學、多贏學

(polywinology，win-winology)名稱恐亦未嘗不可。20 

實踐證明 20 世紀後半期開始的新時代是人類認

知體系大突破大創新高峰期；實踐也證明，擁有五千

年不間斷文明史的世界最大民族擁有足夠潛質和智

慧在改變歷史、改變命運進程中有所作為、有所表

現。時至今日，說“一國兩制”是文明史上最大的理

論創新與制度創新，絕不為過，把它認定為人文社會

科學領域的一門顯學，當之無愧。其基本理據是：○1

它有嚴謹、系統的研究對象和範圍，包括國家主權

論、兩制共存論、澳(港)人治澳(港)論、高度自治論、

政策穩定論、長期示範論、思維創新論、和平發展論

等；○2 它直接涉及政治學、法學、國際關係學、國防

學、經濟學、歷史學、社會學、哲學、心理學、美學

等諸多基礎學科；○3 它有憲法規範的授權與保障，並

通過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加以法制化、系統化，形成目

標明確且具可行性、可控性、可操作性的特別行政區

制度；○4 它已導致經典認識論、方法論領域發生史上

罕見的深刻變化；○5 它早已轉換成兩個特別行政區的

活生生現實，其實踐進程充分驗證了這一新興發展模

式的科學性、生命力、優越性、啟示性。21 

 

(四) 成熟度有目共睹 

在人類文明演進過程中，實踐永無止境，提升對

客觀世界與主觀世界發展規律的認識也永無止境。

“一國兩制”不僅在港澳特區為期不短的實踐中站

穩了腳跟，驗證了自身的科學性與生命力，而且在諸

多方面包括認識論領域展示了不容低估的優越性和

獨創性。 

可以肯定地講，作為一項嶄新制度，它還有待於

在未來長期實踐中進一步完善。其未來發展走向是一

元還是多元，終極目標如何進一步做出科學論證，這

不僅對特區以至全國相關領域專家學者都是一大考

驗，而且對特區領導人和國家領導人恐怕也是一大考

驗。迄今在國家範圍內似乎依然存在不聞不問或少聞

少問一類傾向，“一國兩制”值不值得高度關注、重

點關注，它同當代中國和當代中國人構不構成正相

關，到底甚麼是“一國兩制”，它同正宗科學社會主

義、同正宗馬克思主義有沒有直接關聯？答案其實十

分之清楚。 

科學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其核心理論體系兩

大支柱是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

義主張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承認社會發展的相對

性，認定資本主義勢被社會主義所取代，而辯證唯物

主義堅持三大主體價值認定即質與量互換律、否定之

否定律、對立統一律。“一國兩制”與三大規律都存

在直接間接的認知關係，求同存異、互利共贏理念是

“一國兩制”方針賴以成立的認識基礎，對立統一、

矛盾轉化理念，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基本社會

制度的對立統一在特別行政區，這恐怕可以推定為認

識論領域最大的對立統一。故此，正確的認知、合理

的邏輯應該是：在特殊國情、特殊時代背景下推行

“一國兩制”非但沒有背離正宗馬克思主義，反而應

認定為馬克思主義在當今時代的變通應用或稱之為

時代創新。 

當前，在兩大社會制度依然共存時代，在主體日

益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個別局部地區允許保留原

有資本主義，標誌着辯證唯物認識論領域的重大突

破，標誌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成熟，這是其

一。在保留原有資本主義並實行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澳

門，並非樣樣都是資本主義屬性，特別行政區是社會

主義中國中央政府領導下具一定特殊性的地方行政

單位，“一國兩制”是其基本屬性，故整體觀察，它

不“性資”而份屬“性社”，這是其二。在新興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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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區有必要也有條件通過資源配置、結構重組實現

“兩制”的嫁接、整合、集成，建立高效的新型生產

函數，推動勞動生產力穩定增長，使實行“一國兩

制”的特區成為“三個有利”的全新展示窗口，成為

制度創新的有效載體，成為社會主義利用駕馭資本主

義的創新實踐平台，這是其三。22 

故此，“實行‘一國兩制’不是出於權宜之計而

是長期基本國策；不是無原則消極讓步而是富有創意

的積極進取；不是簡單的新舊更迭而是構思精密的基

因再造；不是通常意義上的新人新事而是前無古人、

世所未聞的大建構、大開拓、大開放、大創新。”23 這

是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制度的成功改革與

自我完善，也是科學社會主義經典理論在新形勢下的

發揚光大。理解它、認同它、捍衛它、研究它，不僅

直接對特別行政區而且對全國人民以至國際社會都

具有極高的現實意義，認定“一國兩制”是現代憲政

與法治文明的制高點絕不誇大。人們有理由相信，假

以時日，“一國兩制”理論影響力與現實震撼力必將

在海峽兩岸的和平發展並最終實現國家全面統一的

進程中以及在化解原有或現存國際爭端中得到充分

展示和驗證，從而令國人和世人眼前為之一亮。 

 

 

六、特別行政區制度有理由被認定為 

國家基本政治制度之一 

 

特別行政區制度作為中國憲政發展的一項獨特

制度創新且至今已有兩個特區長逾 15、18 年實踐驗

證，如果能在不久將來被認定為原有人民代表大會制

度、中共領導下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

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之後另一個基本政治制

度，應該說已具備越來越充分的理據。“已經被定型

為基本國策的這項‘一國兩制’基本政治制度，絕不

是消極應對而是積極創新；絕不是無可奈何、無原則

讓步，而是尊重歷史、尊重現實的主動安排；絕不是

損害國家核心利益，而是有效維護國家核心利益。這

是具有理論、價值、制度等多重創新意義的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憲政的大發展、大進步。”24 

從澳門第一個 15 年“一國兩制”成功實踐，人

們不難得出的基本判斷是：隨着特別行政區的成立，

澳門已進入其歷史發展的嶄新時代；隨着基本法的正

式生效實施，澳門正在實行的是具“一國兩制”特徵

並體現當代文明的新型特別行政區制度。這是一種新

型的有中國特色的憲政制度，即由憲法及其特別法和

配套法──基本法所規範並建立的民主政治制度，這

個新型制度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擴大了包容性，令

“中國特色”增加了積極有益的新鮮內容，令祖國大

家庭增添了認祖歸宗的特殊成員。特別行政區充滿生

機與活力的健康成長進程，更進一步證明了“一國兩

制”的理論與制度的雙重創新價值，證明了兩種不同

社會制度也可以融合互補，資本主義合理部分可以為

社會主義所用、為其服務。這種社會制度“具管治形

式的垂直從屬性、權力來源的授予性和權力行使的自

主性、思維與制度的雙重創新性、既定目標與實際利

益的高度一致性、示範效應全方位性等特點。”25 

人們經過認真觀察與深入思考，不難得出的一項

基本認知是，體現“一國兩制”基本國策原則與精神

的特別行政區制度，現已有條件列為國家的基本政治

制度之一。早在 2010 年 12 月由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

制研究中心與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所共同主辦的

“一國兩制”專題研討會上，本人作為主要起草人向

全國人大常委會吳邦國委員長所報送的建議書中便

陳述以下相關理由：○1 建立特別行政區、實行“一國

兩制”是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的理論創新與制度創

新；○2 經過港澳兩部基本法的制定，“一國兩制”與

特別行政區制度已具有完整的法制框架與保障體

系；○3 經過香港特別行政區 13 年實踐與澳門特別行

政區 11 年實踐驗證，特別行政區制度的科學性與生

命力、優越性與競爭力得到全面展示；○4 “一國兩

制”事業既是實行特別行政區制度的特區政府和居

民的莊嚴事業，也是全中國人民的共同事業；○5 實行

特別行政區制度直接同祖國和平統一和民族偉大復

興息息相關，是有待多代人為之奮鬥的長遠目標；○6

特別行政區制度或“一國兩制”政治制度同特別行

政區保留的原有資本主義制度是不同概念，絕不是資

本主義的代名詞，也不應被視為消極的負面現象。26 

把特別行政區制度列為國家基本政治制度的好

處很多，擇其要者有：一是標誌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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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政創新進入成熟階段；二是有助於豐富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法律體系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制

度；三是有助於港澳居民愛國愛港、愛國愛澳意識的

增強和自主建港、自主建澳意識的提升；四是有助於

台灣同胞增進對“一國兩制”的正確理解；五是有助

於中央與特別行政區關係的良性互動和全國人民與

特別行政區居民間相互關係的持久改善。 

有人講，“一國兩制”實踐期可能僅有 50 年，

故不宜把對其法律定位定得過早過死。其實，“一國

兩制”作為基本國策提出到 21 世紀中已不只 50 年，

即使 21 世紀中亦即第二個一百年中國夢實現時不再

推行這項國策，作為在當代中國曾經實行過的重要政

治制度也必然要載入中國憲政發展史以至國際憲政

史。也有人講，香港有“港獨”傾向人士從來未曾中

斷過試圖扭曲“一國兩制”、扭曲基本法原則性規

定，並進而挑戰中央政府全面管治權的行徑，提升特

別行政區制度的法律定位只能進一步助長上述離經

叛道行為。這種判斷有一定道理，但權衡利弊得失，

加大正面規範指引力度的積極意義會遠遠超過負面

防範的效應。 

 

 

七、提升規律性認知十分重要 

 

(一) 認知到位事關“一國兩制”高水平實踐 

澳門第一個 15 年“一國兩制”實踐得到國家領

導人高度肯定，從憲政層面觀察，成功實踐集中體現

在：“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針和

《澳門基本法》在澳門社會廣泛深入人心、得到切實

貫徹落實，憲法和基本法規定的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憲

制秩序得到尊重和維護，中央全面管治權有效行使，

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自治權受到充分保障。27 

推動“一國兩制”在新形勢下更高水平的實

踐，是澳門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要積極面對並認真承

諾的新課題。“實踐證明，只要堅持全面準確理解和

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嚴格按照基本法辦事，堅持

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堅持包容共濟、促進

愛國愛澳旗幟下的廣泛團結，‘一國兩制’實踐就能

沿着正確方向走穩、走實、走遠，澳門就能擁有更加

美好的明天。”28 

為了令新形勢新實踐走穩、走實、走遠，關鍵性

的一環便是堅持全面準確理解與貫徹“一國兩制”

方針與基本法。這是一項特別行政區制度開始啟動伴

生的時代要求，也是推動正確實踐“一國兩制”的創

新思維完善過程。“澳門回歸祖國 15 取得的成就，

值得澳門同胞和全國民族人民自豪和驕傲；探索積累

的寶貴經驗，值得澳門同胞和全國各族人民珍惜和銘

記。”29 

既然“一國兩制”是體現現代憲政多重創新的

積極成果，而實踐“一國兩制”則是包括理論創新與

制度創新在內的探索深化過程，所以，特別行政區的

官員和社會各界都應在新事新辦、特事特辦的新思維

下不斷作好認知和行動調整與優化，成為真正名符其

實的“一國兩制”事業正向認知主體與行為主體。 

 

(二) 提升認知的幾個着力點 

當前，為了進一步推動“一國兩制”的正確實

踐，以下幾個環節似有適當強調的必要。 

1. 全面加強憲政教育 

實踐證明，憲政並非一個十分遥遠的神秘用詞，

它本來就存在於當今時代的法治社會，存在於每個現

代公民的身邊。我們古老國家，古老民族隨着綜合國

力的增強、國際地位的提高，正經歷着發生深刻變革

的時代洗禮，正享受到歷史上少有的民族尊嚴和國籍

尊嚴。在回歸祖國大家庭後的“一國兩制”下，特別

行政區居民更享有憲法和基本法的雙重保障。因而，

不能不珍惜國家憲政創新設計下的特別行政區制度

優勢，不能不感恩國家感恩時代。同時，還要善於認

真關注並認定香港非法“佔中”、要求撤銷全國人大

常委會正式決定、鼓吹民族自決等旨在挑戰中央憲政

權威行為的無理性、荒謬性、危害性。有人往往對“違

憲審查”一詞頗感興趣，其實，防範各級公權力機關

的行為違憲固然重要，對於社會上發生的極端民粹主

義違憲一面同樣不可放任。 

2. 培育愛國愛澳新一代是政府施政長效工程 

歷史已經反覆證明，“一個心中無祖國的民族是

可悲的，同樣，肯於自尊自重、自強不息、與時俱進

的民族永遠是不可戰勝的。”30 故抓好愛國愛澳、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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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愛家的心理素質培育，對於當今特區第一代建設者

包括公職人員和各界人士依然具有現實意義，而對於

特區成立後陸續出生的新一代，其意義與價值就更為

突出和迫切。一個簡單道理是：香港、澳門都可認定

是符合國際標準的發達社會，加之“一國兩制”方針

保障的優惠史無前例。故年輕朋友自然容易誤解為這

是順理成章的常態化，似乎父輩、祖父輩等長輩所經

歷的不同朝代、不同社會制度、不同管治模式下歷史

階段不存大的差異。與此同時，受不同價值觀、不同

思潮的牽引，年輕一代行為失範失據也可能常態化。

故此，在新形勢下基本法宣傳推介過程中，必要的愛

國主義教育、歷史教育、國情教育，對當代年輕一代

的成長絕對是無可取代的，本屆政府、下屆政府都應

持之以恆抓住不放。當然，特區政府本身在頂層設計

與政策制定過程中保持高端認知的科學性、準確性，

以及全體社會成員“一國兩制”意識的持續提升，也

是一個不容放鬆的關鍵環節。 

3. 自覺總結實踐規律，堅持新事新辦創新思維 

“一國兩制”這一憲政深度創新出現在改革開

放後的當代中國，具體實踐在現有的港澳兩個特別行

政區。在推進這項史無前例偉大事業中，堅持新事新

辦創新思維、自覺總結自身實踐規律是一個意義重

大、影響深遠的發展要求。如追溯特區發展史，不能

不把基本法頒佈後在其指引下後過渡期事務包括公

務員本地化、法律本地化、中文官式語文化這三大歷

史任務的推進給予足夠評估，由於順利實現了政權順

利交接、平穩過渡，兩個特區可以說一起步就有個相

當可靠的基礎。如今兩個特區已進入第四個“一國兩

制”五年實踐期。過去三個五年的豐富實踐有正面經

驗，也有負面教訓，兩者都成為特區以至國家財富。

面對更加複雜的內外形勢，要確保更高水平的“一國

兩制”實踐，一是要善用業已積累的經驗教訓，二是

要敢於踐行新事新辦創新思維，“一國兩制”在一定

意義上也標誌着新型憲政發展模式的科學可行與基

本成功。新發展模式既有效維護國家主權又確保特區

長期繁榮穩定，既令原有社會經濟制度與生活方式保

持不變，又為體現“一國兩制”方針的新政治體制、

新運行機制、新施政理念得以全面啟動作出引導，其

中，新興特別行政區制度已全面投入運行且已展示出

無比生命力、競爭力。 

4.“一國兩制”系統研究進一步提到日程 

前文提及“一國兩制”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憲政創新至少可以在八大領域作出認定。“一國兩

制”作為理論其涵蓋面很寛，其創新價值不容低估；

作為學科其研究範圍和研究對象的跨越度很大、研究

隊伍與研究人才的密集度很高；作為制度這項用“特

別行政區制度”歸納的新型基本政治制度業已定型

且發揮出獨具特徵的規範、引導作用。故此，進一步

加大對“一國兩制”研究的廣度、深度和力度，應屬

極具挑戰性、必要性和迫切性的時代主題，作為成功

實踐“一國兩制”的客觀實體，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高層與社會各界都應進一步作出承諾，當然，整個中

國學術界也應盡快作出對“一國兩制”定位的調

整，因為越來越清晰一點是，“研究‘一國兩制’就

是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一國兩

制’就是研究中國國情、中國特色、中國智慧、中國

創新；研究‘一國兩制’就是研究中國人文社會科學

體系的現代化、成熟化；研究‘一國兩制’就是研究

確保特區長期繁榮穩定與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客觀

規律；研究‘一國兩制’就是研究中國學者思維體系

自我完善的必要途徑。”31 

 

 

八、結束語 

 

經過長逾 1/3 世紀開拓探索、總結完善以及長逾

三個五年實踐期檢驗，“一國兩制”作為全新社會制

度、全新發展模式、全新社會生態、全新力量博弈已

經逐漸走向成熟。從特別行政區活生生的社會現實，

從國家領導人和全國人民的期盼祝褔中，從海外以及

國際社會日益調整視角的關注中，人們深深感到“構

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項核心內涵的‘一國兩制’

不僅是十分完整、十分系統、十分合乎邏輯的新型理

論，而且是大包容量、大涵蓋面、高創新價值的理論；

不僅為新興特別行政區的開局、運行提供全面而系統

的指引，而且為國家的深入改革開放、為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的定型定性和日趨完善提供了寶貴的理論支

撐；不僅對中國和平統一大業的最後實現和民族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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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興的順利完成帶來一股全新的動力來源，而且也為

新世紀新時代國際事務的處理和求同存異、互利共贏

新型國際關係的建立帶來深刻啟示。”32 

總而言之，完善的憲政理論，嚴謹的憲法規範、

有效的憲法實施、全面的憲法認知，這是衡量現代法

治國家政治生態的一項基本標準。國家治理體系創

新、核心價值觀創新、發展路徑與模式創新、發展觀

與認識論創新，這項人文領域的制度建設與理念調整

同物質生產領域的改革創新具有同樣重要意義，也是

推進現代文明的必要着力點。 

實行“一國兩制”、推進特別行政區制度是傳統

單一制憲政理論的突破，也在一定意義上體現中國悠

久文化傳統的復興。站在特別行政區新時空，人們對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憲政發展要加深理解，一方面，對

國家核心利益的維護和基本人權保障不能淡忘，另一

方面，對直接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憲政的“一國兩

制”實踐及特別行政區制度的啟動和定位，更要倍加

關注、全力推進其沿着正確軌道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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