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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一國兩制”下特別行政區制度的制度性摩擦，就是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在一個國家內

的矛盾和衝突。這種矛盾和衝突，可以表現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既可以表現為激進對抗式的，也

可以表現為非激進對抗式的；但其表現形態是固化的，有兩種形態，一種是技術性層面的，一種是觀

念性層面的。其中，觀念性制度性摩擦是主要的，它在“一國兩制”下特別行政區制度制度性摩擦中

起了主要的作用。形成“一國兩制”下特別行政區制度制度性摩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歷史性原因、

社會性原因、觀念性原因、制度性原因和管制性原因等。“一國兩制”下特別行政區制度的制度性摩

擦是先天性的，但可以靠後天的調適予以解決。要調適和解決“一國兩制”下特別行政區制度制度性

摩擦，必須確立正確的立足點，這就是堅持“人民共和”的憲政制度。依據這一立足點，調適“一國

兩制”下特別行政區制度制度性摩擦的方法，就是不同政治制度之間，要互相尊重、互相包容和互相

學習；依據這一立足點，解決“一國兩制”下特別行政區制度制度性摩擦的途徑就是，既轉變觀念，

又加強制度建設。我們必須克服傳統的“鬥爭哲學”，確立“包容性”思維；在我們民主共和的國家

體制內，把共和國的國家體制做大、做寬，做得更加宏偉和包容。要充分發揮“人民共和制”下“一

國兩制”的包容性功能、作用和價值，並使這些包容性功能、作用和價值體現在特別行政區的各項制

度、政策和施政措施中。 

 

 

二、“一國兩制”下特別行政區制度制度性摩擦的基本概念和形態 

 

“一國兩制”下特別行政區制度在香港、澳門 20、18 年的實踐，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這是基於

制度的先進性和實踐的正確性；但“一國兩制”下特別行政區制度在取得很大成功的同時，也存在一

些矛盾和問題；這些矛盾和問題是基於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共存在一個國家內所產生的制度

性摩擦。正視“一國兩制”下特別行政區制度制度性摩擦的問題，並找出問題的關鍵所在，在實踐和

理論的探索中，找到正確解決問題的立足點、途徑和方法，是極為必要的。 

憲法和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確立的“一國兩制”下特別行政區制度的基本含義，就是在統一的中國

內，大陸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澳門等地區以特別行政區制度形式，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一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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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制”下特別行政區制度的實質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社會制度在一個主權國家內並存；“一國

兩制”下特別行政區制度突破了在一個國家內，只能有一種社會制度的模式；摒棄了社會主義和資本

主義不能共存的認識局限；開闢了一國內政治制度多樣化(兩種制度四個法域)體制，正如鄧小平所說

“一國兩制”，“說它具有歷史意義，不只對過去、現在，而且包括將來；說國際意義，不只對第三

世界，而且對全人類都具有長遠意義。這是一個具有創造性的傑作。”1 

一個國家內，並存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制度，如果不加以有效地調適，兩種制度必然存在制

度性摩擦。“一國兩制”下特別行政區制度的制度性摩擦，就是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在一個

國家內的矛盾和衝突，這種矛盾和衝突，可以表現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經濟領域、政治領域和思

想觀念領域等；“一國兩制”下特別行政區制度的制度性摩擦，可以表現為激進對抗式的，如群體運

動等；也可以表現為非激進對抗式的，如不予認同等。 

“一國兩制”下特別行政區制度制度性摩擦表現形式是動態發展的，但其表現形態是固化的，有

兩種形態，一種是技術性層面的，一種是觀念性層面的。技術性層面的制度性摩擦，是因為社會主義

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在“一國兩制”下特別行政區制度實施過程中，長期不同做法所形成的矛盾衝

突，如釋法方式和釋法權限所引起的矛盾衝突，適用法律的方式方法引起的矛盾和衝突等等；觀念性

層面的制度性摩擦，是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在“一國兩制”下特別行政區制度實施過程中，

因為基本觀念不同，所形成的矛盾衝突，如地方治理是社會為主導，還是政府為主導，地方首長直接

選舉所秉承甚麼原則，等等。技術性制度性摩擦和觀念性制度性摩擦構成了“一國兩制”下特別行政

區制度制度性摩擦的基本形態。其中，觀念性制度性摩擦是主要的，它在“一國兩制”下特別行政區

制度制度性摩擦中起了主要的作用；技術性摩擦是次要的，它在“一國兩制”下特別行政區制度制度

性摩擦中起了次要的作用。 

“一國兩制”下特別行政區制度的制度性摩擦是先天性的，但可以靠後天的調適予以解決，因為

這是一個國家內的矛盾和摩擦。現代國家的憲政制度以實施“民主共和”的社會制度為己任，它要實

現人民之間的和諧、區域之間的和諧、民族之間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所以現代國家的憲政制度

也一定能調適和解決“一國兩制”下特別行政區制度的制度性摩擦，使“一國兩制”下特別行政區制

度的制度性和諧與穩定。 

 

 

三、“一國兩制”下特別行政區制度的制度性摩擦的原因 

 

客觀存在的“一國兩制”下特別行政區制度的制度性摩擦，影響着“一國兩制”下特別行政區制

度全面貫徹實施，影響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穩定和發展，甚至影響了國家的主權和領土的完整。因此，

必須化大力氣予以解決。 

要解決“一國兩制”下特別行政區制度的制度性摩擦，必須正確認識這一問題產生的根源，針對

其根源，才能找到解決問題的良方。“一國兩制”下特別行政區制度制度性摩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中有歷史性原因、社會性原因、觀念性原因、制度性原因和管制性原因等。 

導致“一國兩制”下特別行政區制度制度性摩擦的歷史性原因是，歷史上的資本主義制度與社會

主義制度長期對立，香港又長期在實行典型資本主義制度的英國管制之下；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時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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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干擾，因此要消除長期以來資本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對立，使資本主

義制度和社會主義制度融合發展，確實需要一個過程，並有一定的難度。 

導致“一國兩制”下特別行政區制度制度性摩擦的社會性原因是，本來作為生活關係和生產關係

總和的中華民族不同地區的社會，即使實行的制度不同，但總會有許多共同之處，但因為大陸社會主

義社會和香港資本主義社會分離百年時間，期間又有人為的阻隔，缺乏必要的交流和溝通，致使兩地

民眾和社會陌生；陌生就會產生距離，距離就會產生信任危機，出現信任危機就會導致人為的矛盾、

對立和摩擦。 

導致“一國兩制”下特別行政區制度制度性摩擦的觀念性原因是，長期以來，特別是持續半個世

紀的冷戰時期，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衝突、鬥爭，造成水火不容的局面，人們形成不是“東

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的傳統觀念。要消除這種你死我活的制度對立的觀念，不僅要假以

時日，而且需要在新時期，以兩大制度漸進融合的事實，重新認識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從而轉變人

們的傳統觀念。 

導致“一國兩制”下特別行政區制度制度性摩擦，還有制度性原因，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

度在治理國家和社會方面確有許多不同之處，如社會主義制度着重於國家的管制，資本主義制度着重

於社會的治理等。這一制度性原因，也會導致不同區域人們的誤解。着重於國家的管制、實行社會主

義制度的一方以為強調社會治理是對國家的離心力；而着重於社會的治理的、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另

一方卻以為強調國家管制是對自由權利的限制等。 

導致“一國兩制”下特別行政區制度制度性摩擦，還有管制性原因。“一國兩制”下特別行政區

制度由於種種原因，客觀存在着制度性摩擦，而我們在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以後，儘管在政治上、經

濟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並未能找到很好的方法解決制度性摩擦問題；同時在施政過程中，比較

習慣於國家的管制，未能準確地兼顧和發揮社會的治理能力，這樣就使香港社會鬱積的一部分社會能

量，以負能量渠道表現出來，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一國兩制”下特別行政區制度制度性摩擦的程度。 

 

 

四、調適解決“一國兩制”下特別行政區制度制度性摩擦的立足點 

 

“一國兩制”下特別行政區制度的制度性摩擦是先天存在的，必須靠後天的調適加以解決；而且

必須加快調適，否則會有併發症產生，使調適和治癒更為困難，成本更大。所以我們必須化大力氣、

及時調適和解決“一國兩制”下特別行政區制度制度性摩擦。 

要調適和解決“一國兩制”下特別行政區制度制度性摩擦，必須有一個正確的立足點，這是調適

和解決問題的指導思想，也是調適和解決問題的關鍵所在。調適和解決“一國兩制”下特別行政區制

度制度性摩擦的立足點就是堅持“人民共和”的憲政制度。“人民共和”的憲政制度寫在中華人民共

和國國號上，“人民共和”的憲政制度極具包容性，是它確立了“一國兩制”下特別行政區制度，也

一定能調適和解決“一國兩制”下特別行政區制度制度性摩擦。 

“共和制度”，“民主共和”、“人民共和”是當今世界各國普遍採用的一種國家制度，這種制

度以憲政為主要形式，確立了各界層、各階級、各民族、各區域、乃至人與自然在國家中和平共處的

地位。共和制度在人類國家制度史上，源遠流長。共和的思想來源於古希臘，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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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政治學、倫理學著述中，對共和理論有所闡述。西塞羅認為共和國表現為一種政體。現代西方

孟德斯鳩等學者將“民主”和“共和”結合起來，以人民主權、權力劃分、保障人權原則的憲政形式

實行“民主共和制”。馬克思曾指出，“共和制是無產階級將來進行統治的現成形式”2。中國辛亥革

命時期孫中山強調“五族共和”是立國基本原則之一。3 1949年新中國成立，國家採用“共和”的國

體，並以“人民共和”的形式創造了中國人民的新紀元。 

中華民族“人民共和制”來自於中華民族博大精深的“和諧”思想，是“和諧”思想的制度化；

中華民族“人民共和制”來自於中華民族“包容性”哲理，是“包容性”哲理的體現；中華民族“人

民共和制”，來自於中華民族“大一統”思想，是中華民族“大一統”思想確認；中華民族“人民共

和制”，來自於中華民族追隨先進文化的歷史傳統，是與時俱進的先進性文化在國家制度上充分展現；

中華民族“人民共和制”，來自於廣泛的人民性，它是全體中國人民意志的體現。正如習近平所指出

的：“一國兩制是中國的一個偉大創舉，是中國為國際社會解決類似問題提供的一個新思路新方案，

是中華民族為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的新貢獻，凝結了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國智慧。堅持‘一國兩

制’方針，深入推進‘一國兩制’實踐，符合香港居民利益，符合香港繁榮穩定實際需要，符合國家

根本利益，符合全國人民共同意願。”4 

“一國兩制”下特別行政區制度基於“人民共和”的國家憲政制度，是“人民共和”國家基本制

度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的具體化，這是保證國家制度行穩致遠的治國方略。“人民共和制”下“一國兩

制”下特別行政區制度的基本含義就是：在“人民共和制”的統一的中國內，大陸和香港、澳門、台

灣實行不同的社會制度和治理體制；大陸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治理體制，香港、澳門等地區實行資本

主義制度和治理體制。“一國兩制”的實質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社會制度在一個主權國家內並

存；並存的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並不是社會主義包容資本主義，也不是資本主義制度包容

社會主義制度，而是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並存共和。鄧小平說得好，“一個國家，兩種制度

的構想是我們根據中國自己的情況提出來的，而現在已經成為國際上注意的問題了。中國有香港、台

灣問題，解決這個問題的出路何在呢？是社會主義吞掉台灣，還是台灣宣揚的“三民主義”吞掉大

陸？誰也不好吞掉誰。”5 

 

 

五、調適解決“一國兩制”下特別行政區制度制度性摩擦的方法和途徑 

 

堅持“人民共和”的憲政制度作為調適和解決“一國兩制”下特別行政區制度制度性摩擦的立

足點。依據這一立足點，解決“一國兩制”下特別行政區制度制度性摩擦的方法，就是不同政治制度

之間，要互相尊重、互相包容和互相學習。正如習近平所說“在‘一國’的基礎之上，‘兩制’的關

係應該也完全可以做到和諧相處、相互促進。要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維護中央

權力和保障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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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自身競爭力有機結合

起來，任何時候都不能偏廢。只有這樣，一國兩制這艘航船才能劈波斬浪、行穩致遠。”6 

“一國兩制”下特別行政區制度作為國家的基本制度，所有中國公民，無論是大陸的，還是港澳

台地區的居民，都必須既尊重大陸的社會主義制度，又尊重港澳台的資本主義制度，而且必須予以同

等的尊重。人們要在互相尊重的基礎上，互相包容，大陸的社會主義制度和港澳台的資本主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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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有許多不同的說法和做法，但這些不同的說法和做法，在特定的區域內都是行之有效的，都是異

曲同工地維護社會穩定、發展和繁榮國家的治國方略，彼此應當互相包容。在互相尊重、包容的基礎

上，還應當互相學習，在世界全球化的浪潮中，老天給了我們不出國門，在一個國家內，不同的社會

制度互相學習、借鑒的機會，我們必須格外珍惜。社會主義制度必須繼續虛心學習資本主義制度的市

場經濟和社會治理的經驗；資本主義制度也必須虛心學習社會主義的國有化和國家治理經驗。不同制

度間的相互學習，取長補短，一定能使國家的制度更加穩定、更加完美和更加強大。 

堅持“人民共和”的憲政制度作為調適和解決“一國兩制”下特別行政區制度制度性摩擦的立

足點，依據這一立足點，解決“一國兩制”下特別行政區制度制度性摩擦的途徑就是，既轉變觀念，

又加強制度建設。 

轉變觀念，就是必須要克服傳統的“鬥爭哲學”，摒棄“不是東方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

的理念”，拋棄“‘一國兩制’下特別行政區制度是社會主義制度下的資本主義制度”，或者“‘一

國兩制’下特別行政區制度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社會主義制度”的錯誤觀念，確立“包容性”思維：

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在一國內要互相包容。轉變觀念，還需要克服“‘一國兩制’下特別行

政區制度是權宜之計”的觀念，“一國兩制”下特別行政區制度不是權宜之計，是一項國家的基本制

度，五十年、一百年，或者更長時間會存續下去。“一國兩制”下特別行政區制度，就是在統一的中

國內，大陸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澳門等地區以特別行政區制度形式，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大陸

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香港、澳門等地區實行的資本主義制度，在一個主權國家內都具有主體的合法

性和主體的平等性，我們實行的是真正的、持久的“一國兩制”下特別行政區制度。正如習近平所說：

“一國兩制包含了中華文化中的和合理念，體現的一個重要精神就是求大同、存大異。”7 轉變觀念，

需要借鑒傳統治理文化和西方有益經驗，使“人民共和”的憲政制度更具包容性。漢朝初期，登上意

識形態統治地位的儒家學說，吸取了歷史上自身過於偏執而導致沒頂之災的歷史教訓，摒棄“以古非

今、禮法不容”的陳腐觀念，兼收並蓄諸子百家思想，形成了儒法合流以儒為主，並吸收道家、陰陽

五行家以及殷周時的天命神權等各種有利於維護封建統治的思想因素；隨着社會和時代的變遷而與時

俱進，儒家學說形成了具有時代性特色的經學8。儒家學說一貫反對戰爭、侵略和略奪，提倡“王道”

9、“和諧”、“包容”，這使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10，中國的版圖逐步擴大，奠定了大

中華帝國的疆域，並形成了包容東南亞各國的儒家文化圈。同樣，英國憲政革命形成的法治文化，並

沒有打倒原先的皇帝貴族，而是在民主體制下，象徵性地包容了皇帝貴族地位，確立了君主立憲制，

這使得英國民主革命較為順利，革命並沒有倒行反復，國家持續穩定；相反法國憲政革命具有徹底性，

摧毀了原有的皇帝貴族統治，建立了法蘭西共和國，但復辟和反復辟的鬥爭持續了近百年，國家在動

盪中飄搖。 

完善制度建設，就是必須健全和完善“一國兩制”下特別行政區制度，在民主共和的國家體制內，

要把共和國的國家體制做大、做寬，做得更加宏偉和包容，並改造不適應“一國兩制”下特別行政區

制度的國家體制，使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能在國家制度層面上，互相尊重、互相包容和互相

學習。憲法是國家的總章程，規定國家最根本、最重要的制度，作為國家基本制度的“一國兩制”下

特別行政區制度，必須由憲法直接予以規定。中國經歷二十餘年“一國兩制”下特別行政區制度的實

踐，已經具備將特別行政區制度寫進憲法、成為憲法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的條件。正如列寧所說：“蘇

維埃政權的任務，就是要解釋現在已經到來的轉變和法律肯定這種轉變的必要性。”11“嚴格依照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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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基本法辦事，完善與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12 相比較中國現行憲法規定中國民族區域

自治制度來說，就更必要用憲法來規定中國“一國兩制”下特別行政區制度。中國現行憲法直接規定

中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條款共有 12條之多，總綱第 4 條用 4款篇幅規定中國民族政策，並確立民

族自治機關和自治權；憲法第三章國家機構的第六節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共 11 條，詳細規定

民族自治機關的各項權力和義務；而現行憲法直接規定特別行政區制度的僅 1 條，即憲法第 31 條。

在這一條中，關於特別行政區制度的規定還是授權性條款，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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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現行憲法有必要在總綱中確立中國實行“一國兩制”

下特別行政區制度，並在以下諸如國家機構的章節中設專節闡述特別行政區制度。憲法要以概括、精

煉的語言表述“一國兩制”下特別行政區制度的基本內容，包括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要互相

尊重、互相包容和互相學習、中央和特別行政區的關係、特別行政區的基本制度等。中國的法律體系

隨着“一國兩制”下特別行政區制度在憲法上的確立，而形成具有“一國兩制”特點的法律體系。 

 

 

六、調適和解決“一國兩制”下特別行政區制度制度性摩擦的對策 

 

必須充分發揮“人民共和制”下“一國兩制”極具包容性的制度優越性，堅持正確的對策，克服

“一國兩制”下特別行政區制度的制度性摩擦。 

第一，要充分發揮“人民共和制”下“一國兩制”的包容性功能、作用和價值，並使這些包容性

功能、作用和價值體現在特別行政區的各項制度、政策和施政措施中，就要堅決維護國家的統一、領

土完整和主權安全。絕不允許任何人、任何組織、任何政黨、在任何時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塊

中國領土從中國分裂出去。這是中華民族“人民共和制”包容性的“大一統”思想理念的體現。 

第二，要充分發揮“人民共和制”下“一國兩制”的包容性功能、作用和價值，並使這些包容性

功能、作用和價值體現在特別行政區的各項制度、政策和施政措施中，就要堅持在大陸實行社會主義

制度，在港澳台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大陸的社會主義制度和港澳台的資本主義制度要互相尊重、互相

包容和互相學習。這是中華民族“人民共和制”包容性的“和諧”思想的體現。 

第三，要充分發揮“人民共和制”下“一國兩制”的包容性功能、作用和價值，並使這些包容性

功能、作用和價值體現在特別行政區的各項制度、政策和施政措施中，就要使全體中國公民，包括大

陸、港澳台的公民享有同等的基本權利，並履行同等的基本義務，如納稅、服兵役等。這是中華民族

“人民共和制”包容性哲理中“人民性”思想的體現。 

第四，要充分發揮“人民共和制”下“一國兩制”的包容性功能、作用和價值，並使這些包容性

功能、作用和價值體現在國家的各項制度、政策和施政措施中，就要允許不同地區基於不同意識形態

發出不同的意見和聲音，使這些不同意識形態不同的意見和聲音在一國內都得到同等的尊重和對待，

並在不同區域內發揮應有的作用；同時允許不同地區基於不同制度採用各自符合實際的治理模式，在

特別行政區實行高度自治。 

第五，要充分發揮“人民共和制”下“一國兩制”的包容性功能、作用和價值，並使這些包容性

功能、作用和價值體現在特別行政區的各項制度、政策和施政措施中，就要堅持在大陸實行中國共產

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同時允許特別行政區內，愛國愛港、愛國愛澳、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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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國、效忠特別行政區的人士參政、議政，充分調動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並發揮其作用。正如鄧

小平所說，“由香港人推選出來管理香港的人，由中央政府委任，而不是由北京派出。選擇這種人，

左翼的當然要有，盡量少些，也要有點右的人，最好多選些中間的人。這樣，各方面人的心情會舒暢

一些。”13 

第六，要充分發揮“人民共和制”下“一國兩制”的包容性功能、作用和價值，並使這些包容性

功能、作用和價值體現在特別行政區的各項制度、政策和施政措施中，就要使大陸的社會主義制度和

港澳台的資本主義制度互相借鑒，互相學習，以提升國家、地區、部門的治理能力和水平。這是中華

民族“人民共和制”包容性的追隨先進文化的體現。 

第七，要充分發揮“人民共和制”下“一國兩制”的包容性功能、作用和價值，並使這些包容性

功能、作用和價值體現在特別行政區的各項制度、政策和施政措施中，就要對特別行政區制度作與時

俱進、適時的修改和調整，使“一國兩制”下特別行政區制度更加健全完善，更具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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