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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九大明確指出，我們國家已進入習近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這個新時代，是承前

啟後、繼往開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的時代，是決勝全面建成小

康社會、進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時代，是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鬥、不斷創造美好生活、

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時代，是全體中華兒女勠力同心、奮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

時代，是我國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斷為人類作出更大貢獻的時代。”1 
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十四項基本方略中，第(十二)“堅持‘一國兩制’和推進

祖國統一”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實現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因此，必須把維護中央對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

政區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起來，確保“一國兩制”方針不會變、不動搖，確保“一國兩制”實踐不變

形、不走樣。這“一個必須、兩個確保”就自然構成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當前和今後正確實踐

“一國兩制”的主體要求，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都應針對新時代新形勢，進一步調整好各自發展定位

和發展理念，不忘初心，砥礪前行，“共擔民族復興的歷史責任，共享祖國繁榮富強的偉大榮光。” 
 

 
一、民族偉大復興取得階段性成果 

 
新時代大時代要有新思維導航，新征程新使命要有新理想激勵。2017 年 10 月順利召開的中共十

九大，從理論和實踐兩大維度對中國國情的深刻變化、對進入 21 世紀第二個十年改革開放新態勢、

對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作出了權威性總結。它不僅事關國家“十三五”規劃及第一個“一百

年”預期目標的順利實現，而且也對隨後 30 年第二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最終實現，作出了高瞻

遠矚、高屋建瓴的科學設計。所以受到國內外、海內外有識之士幾乎一致的肯定、讚揚，絕對事屬必

然與正常。 
 
(一) 新時代新在哪裏 
首先，中國發展有了新方位新座標。以中共十九大為標誌，中國業已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

代，進入國家全面“強起來”歷史發展新階段，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

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相應地，科學社會主義制度百年實踐史上終於得到最具說服力的正確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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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走向成熟，中國道路、中國智慧、中國方案受到國際

上普遍認同。在決戰“十三五”、全面實現第一個“一百年”全面小康基礎上分兩步走實現高標準社

會主義現代化的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既具歷史必然性又具現實可行性。 
其次，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正式定型並寫進中共黨章和國家憲法，構成馬克思主

義中國化時代化東方化的最新最高標誌。“八個明確”、“十四項方略”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

的最新成果。歷史證明，擁有 5000 年文明積累且歷經第一個“一百年”即將完成的中華民族在崛起、

復興路上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擋。 
再次，中國和平崛起的普遍意義備受認同。崛起是個多義詞，不單經濟、民生要崛起，法治、文

化也要崛起。全球人口第一大國、世界第一大執政黨，建國近 70 年，改革開放近 40 年，綜合國力和

社會面貌同步發生歷史性巨變，這根本地改寫了當代中國發展史，也改變了人類文明史；改變了中國

人貧窮面貌，也改變了當代西方中心主義及其確立的國際地緣政治版圖。 
再再次，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重要組成部分的“一國兩制”事業也應步入有高驗證成效的

實踐新時代。走好有自身特點的新時代“一國兩制”成功實踐之路，必然要求認真展現中國思維、中

國智慧、中國堅守、中國探索。 
這是特定國情、世情下的新時代，是中國人大展拳腳、續創佳績的新時代，是中華文化、東方文

明備受認同的新時代，是力量對比、地緣政治重新洗牌的新時代。當然，進一步強化辯證唯物主義對

立統一思維，實幹興邦、居安思危、轁光養晦，清醒清醒再清醒、冷靜冷靜再冷靜，也永遠不可放鬆

或淡化。因為“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

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2 
 
(二) 怎麼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中國的獨特國情決定選擇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必要性、可行性，中國近 40 年改革開放所引發的國

情巨變，不僅令國人而且也令世人不得不全面調整視角、全面進行反思、全面對傳統思維定勢作出新

判斷、新認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創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指導黨和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理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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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是激勵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奮勇前進的強

大精神力量。”3 
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一個重大時代課題，這就是必須從理論和實踐結合上系統回答

新時代堅持和發展甚麼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包括新時代堅持

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目標、總任務、總體佈局、戰略佈局和發展方向、發展方式、發展動力、

戰略步驟、外部條件、政治保證等基本問題。”4 這是當代最大發展中國家、世界上最大執政黨的最

高決策層循序漸進、持續有效地進行探索、總結、開拓、完善的核心課題，這也是包括港澳台同胞在

內全國近 14 億樸實勤勞、愛國樂業的人民大眾不曾停息的追求。 
圍繞重大時代課題，當代中國及其執政黨領導者“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

實，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緊密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和實踐要求，以全新的視野深化對共

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進行艱辛理論探索，取得重大理論創

新成果，形成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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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標誌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最新成果、以習近平命名的思想體系及時做出了“八大明

確”和“十四個堅持”發展方略。“八大明確”第一條便是“明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

任務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分兩步走在本世紀

中葉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6 在十四個堅持發展方略中第十二項便是

“堅持‘一國兩制’和推進祖國統一”。這項“一國兩制”在認知和制度兩大領域、理論和實踐兩大

維度所作的探索和創新，開創了人類文明史上的新里程碑，豐富了馬克思主義認識論方法論新視域。

這是延續中華民族傳統求同存異、海納百川的包容基因，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不曾放鬆過

的國家統一思維和 20 世紀 80 年代初改革開放新契機而堅定果斷推出的一項基本國策。它的深厚理論

價值必然在未來的實踐中進一步得到全面系統的展示。 
站在特別行政區時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至少應被認定具有以下特徵。 
其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承前啟後、繼往開來，同時肯於自我完善，與時俱進的社會主義，它

既是開放型社會主義，又是創新型社會主義； 
其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符合中國國情和東方文化傳統的社會主義，它是推行“和”文化，倡

導互相尊重、平等交往、互利共贏並承諾永不稱霸的社會主義； 
其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科學認識論並遵循普遍發展規律的

社會主義； 
其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人類文明史上創造奇蹟最大，改變面貌最快的社會主義，它也是堅持

二元經濟與二元社會的國情，不迴避現存矛盾並力求以客觀理性思維加以回應的社會主義； 
其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當代最正統、最權威、最能在正反對比與左右干擾下站穩並大膽前行

的社會主義。 
 
(三) 怎麼看“一國兩制”及其成功實踐 
“香港、澳門回歸祖國以來，‘一國兩制’實踐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功。事實證明，‘一國兩制’

是解決歷史遺留的香港、澳門問題的最佳方案，也是香港、澳門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

度。”7 
這項判斷具很強的理論精準性，也具有很強的現實依據性。前已述及，“一國兩制”是產生於中

國的特殊國情，為中國特定歷史發展階段特定社會主題服務並在現實實踐驗證中突顯其巨大生命力、

科學性的一項戰略抉擇。它源於中國，卻給世人以巨大啟示；它實行於國家特定小塊地區，卻為偉大

祖國主體發展目標和國家核心利益服務。這項嶄新理論，其優越性、創新性極其深刻；這項嶄新制度，

其公平性、公信度正拾級而上。時至今日，雖然在特區某些環節仍存亟待改進、完善的空間，但瑕不

掩瑜，絕不構成對新政權、新制度心生疑點的依據；雖然依然可以聽到見到極為個別極端人士千方百

計、絞盡腦汁同新社會新人新事唱對台戲，甚至把攻擊矛盾指向中央政府，但此類行徑既代表不了時

代潮流和發展大局，也遠遠脫離廣大市民的意願、要求和福祉，因而被時代洪流所否定是必然的。 
已經有港、澳兩地四個五年實踐期的“一國兩制”事業，也應得到越來越清晰的解讀。 
其一，“一國兩制”是當代社會主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基本國策，其驗證成效事關國家核心利益

和全民根本利益，是“中國特色”最具代表性、最典型、最現實的集中展示； 
其二，“一國兩制”是推動國家和平統一、實現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大戰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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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一國兩制”是與國家主體部分實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同步構成殊途同歸、異曲同工，

也是現代社會主義認同資本主義合理存在前提下對其利用、改造、駕馭，使之為我所用、為我服務的

成功演練； 
其四，“一國兩制”是符合當代特別行政區居民意願、利益與要求，同時也代表全國各族人民長

遠利益與共同期盼的關鍵性舉措； 
其五，“一國兩制”是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認識論方法論的重大突破，因而是科學社會

主義初級階段的正確而必然的選擇，是益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創造性決斷。 
 
認定“一國兩制”實踐在港澳特別行政區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功，令國人十分欣慰，也令世人難持

異議。這點不容懷疑或否認。深入一層觀察特別行政區社會現實，人們可以進一步把認定成功實踐的

關鍵性要素作出下述歸納。 
一是國家恢復行使主權、全面管治權落實到位； 
二是特區新興政權行使高度自治權有效不越位、民本不官僚； 
三是社會和諧包容穩定等文明指標常態化、有感化； 
四是經濟持續走強，民生持續走高； 
五是治港港人、治澳澳人愛國愛港、愛國愛澳核心價值觀形成社會主流判斷； 
六是特區正面積極形象被國人、世人普遍接受認可； 
七是新時代新征程上，新思維成為自覺追求、新作為成為常態要求； 
八是年輕一代接班人培育受到重視並具可比性成效。 
 
以上所列，僅屬個人的觀察和思考，表述遠未達到規範、嚴謹、深刻、系統。為了不失時機地推

動“一國兩制”理論的深化細化、普及化與接地化，提倡多一些人士參與相關領域的推介與研究，早

已成為特別行政區基本建設工程之一，這是一項有得無失、有利無害的民意建設工程，直接也好、間

接也好，這項工程的參與者成行成軍是可以期待的，也是十分必要而有價值的。 
 
 

二、幾個基本關係的再認定 
 
香港中聯辦王志民主任 2018 年初在《求是》雜誌發表題為《“一國兩制”新的定位：正確處理

六對重要關係》的重要文章。這“六對重要關係”是：憲法和基本法的關係，中央全面管治權和特區

高度自治權的關係，融入國家發展和發揮香港優勢的關係，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的關係，“港式思

維”、“港事港辦”和“北京思維”、“內地方式”的關係，以及“一國”和“兩制”的關係。應該

說，對這六對重要關係的判斷，也完全適用於澳門特別行政區。 
為了便於學習和討論，本人結合對澳門 18 年“一國兩制”實踐的認知謹補充提出以下十個基本

關係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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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時間與空間的關係 
從認識論方法論視域觀察，時間與空間永遠是認識社會、認識世界兩大基本維度。講時間不能脫

離具體的空間，講空間不能不包括對時間的把握。近 180 年前鴉片戰爭後的時空中國人民開始面對非

正義非人道的悲慘命運，70 年前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標誌的時空中國人民在中共領導下實現了

“站起來”的夢想，40 年前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為開端的時空中國人民歷史性地基本實現“富起

來”的嬗變，2017 年 10 月中共十九大令中國人民進入一個全新時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

序的推進不可阻擋，同一空間的人和物都可能發生巨變，關鍵性因素就在於及時總結發展經驗、精準

探索發展規律。在當代中國，素稱有 5000 年文明史積累的近 14 億中國人做到了，因而也是當代人類

文明史上罕見的一大飛躍。 
天時地利人和，是國人千百年來總結實踐規律的高度概括。天時、地利屬於客觀因素，人和主要

是主觀因素。毫無疑問，時序進入 20、21 世紀之交，發生在地球東方的巨變，可以稱之為人類文明

史上罕見的大天時大地利大人和。認知到位、實踐到位，就能繼續創造出人間奇蹟。其中，1997 年 7
月 1 日和 1999 年 12 月 20 日這兩個具里程碑意義的日子及其豐富內涵就發生在我們眼前，無論從歷

史見證人還是從命運主體觀察，都要接受、都要認同，因為這是新時代新制度的黎明；是主動自覺適

應還是消極觀望，選擇權在每個人手上，但結果的不同是十分清晰的。如今一個足以影響全球發展進

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業已開啟，同這個偉大時代同步前行是每個幸運的當代中國人的歷史使

命和責任使然。 
 
(二) 理論與實踐的關係 
“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8 作為現代人，基本上都受過不俗的教育和培訓，盡可

能多懂一些社會發展規律、盡可能多從客觀規律上進行觀察、思考，這幾乎是常態要求。而其結果必

然是看得深一點、透一點、遠一點，從而行動盡可能少一些盲動性、被動性。通常講的理論，即“人

們由實踐概括出來的關於自然界和社會的知識的有系統的結論”9，它並非懸在半空無法捉摸，只能

屬於少數政治家理論家的專利，正確的經實踐反覆驗證的理論應是可以認知、可以理解、可以沿用的。

事實上，每個有正常思維能力的人無不天天、時時直接或間接接觸某些方面理論，區別只在於實踐中

自覺性主動性有所差異而已。 
實踐沒有止境，理論創新也沒有止境。中國是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是以馬克思主

義特別是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作為行動指南。中共十九大確定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就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就是當代最高水平的馬克思主義。國家發展離不開作為執政黨行動指南的

馬克思主義，各行各業發展進步也離不開對發展規律的認知和踐行。在現代社會，無論對立統一觀、

否定的否定觀、質量互換觀都是人們常見的觀察分析方法，這些基本原則和規律就是構成馬克思主義

理論基礎的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方法論。“世界每時每刻都在發生變化，中國也每時每刻都在發生變

化，我們必須在理論上跟上時代，不斷認識規律，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制度創新、文化創

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創新。”10 
“一國兩制”是我們國家一項重大原創理論和原創制度，歷經 20 載兩個特別行政區成功實踐的

有效驗證，其巨大生命力與科學性受到越來越廣泛而深化的認同。正因為它是理論與制度創新，正因

為它史無前例，故在實踐中一方面要擴大宣傳、加深理解，另一方面又要備加愛護、扶植，使之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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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完善與成熟，就是發展所需、題中之義。總之，要端正視角、放平心態，拿出社會主人翁自覺，在

新時代新征程上的“一國兩制”實踐中，使之更嚴謹可行、更務實有效，不僅為越來越大比例的本地

居民所理解和把握，而且也力求越來越深入地為境外人士所認同和支持。這是求之不得的難得機遇，

這是不容推卸的歷史使命。 
 
(三)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關係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作為兩大基本社會制度共生共存從 1917 年蘇俄十月革命算起已有整整一個

世紀歷史，不同國家、不同民族因發展階段不同、民族文化傳統不同可以在不同歷史階段做出不同選

擇，也可以做出不同否定。人們不難觀察到，不僅社會主義國家經歷了令人驚異的跌岩起伏，在號稱

發達的資本主義體系中其政治制度依然千差萬別。在現代條件下不同國家即使所選社會制度不同相互

間仍然存在具實質性、基礎性的某些共同屬性：一是都要有效維權，既要維國權又要維民權，不容忽

視自身民族尊嚴；二是都要真誠愛民、堅持政權民本性，既要開明開放、擴大民主，更要時刻關心廣

大民眾的衣食住行。 
兩種不同社會制度下不同國家性質的根本區別一是“公”與“私”的價值認定與行為取向間的

差異：社會主義強調“公”字，即強調公有制為主體的運行機制，資本主義強調“私”字，即強調私

有制為基礎的運行機制。二是執政黨性質的差異，社會主義國家係共產黨為法定執政黨(個別國家已

發生性質變異)，非社會主義國家則是由資產階級性質政黨輪流坐莊。 
不容否認，兩大社會制度之間曾經有過以敵視、對抗、鬥爭為主軸的交往歷史，直到當前，西方

資本主義世界仍強調意識形態攻勢，妄圖以所謂“鮮花”革命來改寫地緣政治版圖。其實，地球雖然

不大，但不僅可以容納現有實行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和諧共存、互利共贏，而且可以根據人類命運共

同體思維讓每一國家每一民族每一角落都能各展所長、各得所求，令相互間平等尊重、互信互利、共

建共享成為新世紀新時代的文明生存法則。 
特別行政區保留原有資本主義制度與生活方式，絕不意味着資本主義或原有資本主義是老佛爺眼

珠──不准碰、不能碰，更不意味着特區的政治、經濟、文化都自然具資本主義屬性，更何況基本法

還明文規定只限於 50 年不變。故此，不僅對大陸實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還可能存在某些消極現象，

可以討論、可以批評，而且對特區本身保留的原有資本主義亦不宜簡單化、絕對化地予以美化和肯定。 
作為超大型社會主義國家，中國近 40 年改革開放引發的歷史性巨變，對於兩大基本社會制度長

期以來的競存競爭早已作出令人信服的結論性認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無可取代，但中國依

然尊重各國各族自行選擇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社會制度的現在時和未來時留待人們繼續思考、探

索。 
作為生活在特別行政區的中國人，對於兩大基本社會制度的觀察、體會、理解更有別人難以相比

的有利條件，孰是孰非、孰優孰劣、孰正孰邪，不是一句話可以說清楚的，也不是一刀切可以擺平的，

但至少我們擁有兩大制度不同優勢的綜合利用條件，通過對兩種制度積極因素的合理嫁接、集成、整

合可令新興特別行政區制度漸趨完善與成熟，這絕對是迄今任何一種社會制度下尚難達致的境界。 
 

(四)“一國”與“兩制”的關係 
“一國”是根，根深才能葉茂，“一國”是本，本固才能枝榮。“一國兩制”及其中的“一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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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兩制”近 30 多年來已成為中國境內以至國際範圍的常用詞、創新詞。如今，“一國兩制”理論

不僅早已成為當代中國人文社科學術界公認的理論創新、制度創新，而且也受到國際上越來越大範圍

的理解與認同。這“一國”的所指即業已成為國際事務中心的社會主義性質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其主

權管轄範圍內的 96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和超逾 300萬平方公里的主權水域繼續推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制度，與此同時，為了妥善處理歷史遺留的台港澳問題國家適時制定“一國兩制”新興國策或稱之為

基本方略。所以制定這項基本國策，鄧小平生前早已明確指出這是從中國國情和未來發展目標出發的

利在當前、益於長遠的成熟舉措。兩個特區 20 年上下“一國兩制”實踐成功表明，這是“兩個最

佳”：既是解決歷史遺留的香港、澳門問題的最佳方案，也是香港、澳門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

最佳制度。 
“一國兩制”是社會主義中國中央政府推出的一項重大戰略部署。“一國”是根本、是基礎、是

前提，其基礎性、前導性、決定性不容動搖，即這項方針的不動搖、不能變一面，“兩制”是特殊歷

史與時空背景下基於實現祖國完全統一和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長遠奮進目標而適時推出的特大抉

擇，故需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實行“兩制”的核心要求一是在確保國家主體部分

實行單一制社會主義制度同時，為期 50 年內保持原有資本主義制度與生活方式不變，二是授權特別

行政區依法享有高度自治權，即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與終審權。這意味着社會主義國

家中央政府認同、承認並尊重資本主義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有效性，讓保留原有資本主義的特區

繼續成為當代最大社會主義國家與現代資本主義世界聯繫、接觸、交流、合作的有效平台，從而既有

利於國家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也有利於特區繼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有利於特區文明指標和居民基

本福祉在全球範圍內繼續具有高可比性，一舉兩得。 
 
(五) 憲法與基本法的關係 
憲法是國家根本大法，是國家治理總章程。“依法治國，首先是依憲治國；依法執政，關鍵是依

憲執政。”11 進入現代發展階段，依法治國、全面法治已成國際社會慣例，中國也不例外。在中國

具龍頭地位、最高位階、最高效力的現化憲法，其規範、導向功能與作用日趨明顯。現行憲法係 1982
年所制定，迄今已作五次修正，這是建國以來第四部憲法，也是當代國際上完備度完善度比較高的一

部憲法。其巨大理論與實踐價值在於：一是屬社會主義性質憲法，經中國近 40 年改革開放的成功實

踐，中國和平崛起的事例已受到並將繼續受到國際社會的日趨理性化理解與認同，二是這是佔人類

1/5 的最多人口的國家憲法，其大國效應、國情效應、東方效應不容低估、不容扭曲。 
憲法設立 31 條，是它總結中國歷史發展規律與針對特定社會現實作出的十分精辟、深度前瞻的

一項重大理論與制度創新。它不僅把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認識論方法論大大推向

一步，而且也把近一二個世紀以來關於社會制度懸而未決的爭議、批判、鬥爭可以也應該採取的平等

尊重、理解協商、互利互補、共存共贏新思維付諸實踐並已獲舉世公認的成功。 
憲法與特區基本法是母法與子法關係，兩者一高一低、一上一下、一主一次的關係顯而易見，基

本法又是憲法原則特別是第 31 條授權的具體化、法制化，因而是國際法制史上前所未有的首創，故

此，說“憲法與基本法共同構成特別行政區憲制基礎”就相當準確客觀。當然，引伸一步，強調憲法

構成特區憲制基礎，基本法體現了特區憲制規範體系的具體化與完整化，恐亦應成立。 
對於特區人，建立牢固的憲制意識，尊重憲法的最高性、認真貫徹基本法的自覺性、主動性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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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常備課目，永遠在路上。 
 
(六) 中央與特別行政區的關係 
這是一種上級與下級、領導與被領導、整體與局部的關係，實行“一國兩制”的特別行政區與憲

法第 30 條中規定設置的其他地方行政單位一樣都要自覺維護國家主權和中央管治權威，當然，特別

行政區與全國其他地方行政單位也存在一個十分特殊的安排：國家為特區單獨制定一部基本法，特區

享有全國其他地方行政單位不能享有的高度自治權。 
“一國兩制”全面實踐與基本法正式生效實施所引發的制度重構與再建，特別是體現在中央與特

別行政區關係方面的積極變化，其深刻性、震憾性更令人為之驚羨。從性質認定，這些變化雄辯地表

明：一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基本社會制度宏觀上可以實現求同存異、對立統一；二是中央全面

管治權與特區高度自治權可以達致上下協調、共創新猶；三是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與特區長期繁榮

穩定可以同步推進、相得益彰；四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與特區永久性居民可以身份兼顧、保障充分；

五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一國兩制”文明體系可以兼容並蓄、互為補充；六是中國聲音、中國形

象、中國話語權與特區形象及擴大國際參與可以有序拓展、漸進提升；七是實現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

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與驗證具“一國兩制”優勢的特別行政區制度可以異曲同工、殊途同歸。12 
 
(七) 中央全面管治權與特區高度自治權的關係 
這是中央與特區關係中的一項最核心的內涵。中國是單一制社會主義國家。依據憲法，中國境內

主權與治權當然份屬中央政府。中國也是迄今世界上惟一敢於並擅於推出“一國兩制”基本方略的國

家。根據憲法和基本法，國家即中央政府對某些恢復行使主權的局部特殊地區直接行使防務、外交、

任免高級官員、監督立法等權限，同時又將高度自治權即行政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終審權授

與特別行政區政府。這中間存在兩大要點：一是根據國內法特別是憲法，以及國際法和國際慣例，中

央對全國所有轄區包括特別行政區享有絕對的不容分割、不容扭曲的直接管轄權或全面管治權；二是

實行“一國兩制”的特區享有高度自治權，其權力邊界僅限高度自治所需某些領域而非特區領域內所

有管治權。事實上，這個界定早在港澳兩地政權交接的那天起就已兌現，而絕不是 2014 年中央發表

香港白皮書才開始落實的，因而也就不存在所謂中央收緊或改變現狀的問題。 
權力邊界的大與小、高與低、上與下，是一目了然、清清楚楚的。作為下位法的執行者，特區公

權力機關要心悅誠服、認認真真接受中央政府的指導，貫徹中央政府明示或暗示的要求。當然，代表

全國人民意願的中央政府也要時時、事事竭盡最大可能愛護、關心特區發展。這本是基於憲法、基本

法所作定位，同時也基於共同目標、共同利益所使然。 
至於特區內依然存在、今後也可能繼續存在的某些異見人士及其某些意欲對抗中央管治權威的違

法違規行為，其實，對其依法處置甚至嚴處也順理成章，用一句接地氣的話來講，就是該出手時就出

手。 
 
(八) 愛國與愛澳的關係 
進入“一國兩制”新政權啟動之後，港澳特區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法律定位發生根本性變化。作為

享有特區居民權利和義務的行為主體，特區人真正成為自身命運的主人，同時享有當代中國合法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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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等權利。所謂共擔、共享，這項轉變必然要求認知與行動同步轉變。早在回歸之日起，兩地絕大

多數居民核心價值觀，包括堅持愛國愛港愛澳、擁護“一國兩制”已發生了深刻調整。這亦即人們常

講的政權回歸與人心回歸的同步實現。20 年“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一個主要因素便是兩地居民對

國家認同、民族認同、文化認同的持續堅守。未來新時代新征程上更高水平實踐同樣離不開上述因素

的有效發揮。歷史證明，有國方有家、國強民可安，故愛國與愛港愛澳這“二愛”具有本質一致性、

效益持久性、榮耀互補性。 
在特別行政區強調愛國者治港治澳，這已成新興“一國兩制”哲學的一項突出命題，這中間就包

括理解與認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一國兩制”的關係。20 年來鐵一般事實證明“一國兩制”是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主要組成部分，是中國特色最具說服力的一條。在實現“兩個一百年”、民族偉大復

興中國夢歷史進程中，“一國兩制”這朵鮮艷花朵將成為載入歷史的時尚座標，“一國兩制”事實上

也同全國人民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構成殊途同歸、異曲同工。 
鑑於愛國愛澳這一份屬社會心理學範疇的認知有待在廣度、深度、前瞻度、創新度等維度拓展邊

界效應，故特區政府宜在頂層設計、政策導向、資源傾斜等方面抓緊把這項系統工程持之以恆加以推

進，而社會各界特別是年輕一代通過強化文化自信時刻把提升綜合素質、擴大參與空間、鍛造競爭力

擺在自身奮進的日程表上，中老年要繼續走好人生旅程，青少年更應在時代洪流中加速身心健康成

長，每個人都不是旁觀者。 
 
(九) 特區公權力機關與社會各界的關係 
現代社會中公權力機關即政府的地位作用十分突出，特別行政區亦不例外。一方面，因港人治港、

澳人治澳的政策約束，新政權核心人物均來自民間、代表民間、受民間監督也要吸納民間智慧。這是

“一國兩制”下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國策所決定，甚至可以講，保留原有資本主義制度

和生活方式，絶不可引伸為政治、經濟、文化的資本主義化全面覆蓋，社會各領域都同回歸之前一模

一樣。新政權在政治領域實行的是基本法規定的特別行政區制度，而在文化領域由廣大居民依法成為

自身命運主人，愛國愛港、愛國愛澳、依法施政、尊重中央等理念已成新型核心價值觀。故在特區，

政府與社會有條件也有必要形成真正的命運共同體、利益共同體。在政府推行科學施政、依法施政、

民本施政，建立強政府的同時，社會各界則應堅持強社會、自我完善、自我轉型的發展思維。“雙強”

機制、雙輪驅動，這是建設發達經濟、發達社會的必由之路，也是進入高標準高水平“一國兩制”成

功實踐新時代的客觀要求。 
“實踐證明，澳門人是完全有智慧、有能力、有辦法管理好、建設好、發展好澳門的。”13 這

是前國家領導人胡錦濤 2004 年 12 月視察澳門時作出的精辟論斷。澳門是個微型社會，但“小舞台大

劇目”、小社會大作為、小人物大發揮。為確保中央全面管治權精準到位、確保高度自治權正確行使，

為確保“一國兩制”方針不能變不動搖、“一國兩制”實踐不走樣不變形，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人和

事，如何選擇如何前進，時時刻刻、分分秒秒都受到考驗與檢驗。可貴的是，國家高度信賴，而澳門

人十分珍惜，18 年的開創性實踐可以劃上一個完滿句號，未來征程亦應續寫完滿。 
 
(十) 政治經濟與文化的關係 
“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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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14 新時代強調用高質量發展取代高速度增長。這意

味着一要從長計議，二是彌補欠賬、發展民生。這中間一項關鍵性舉措便是抓文化建設、提升文化自

信。這對進入“一國兩制”實踐新時代新征程的澳門特區，也具有很大共同性、普遍性。澳門歷史不

長、規模不大，但歷史特殊性和現實特殊性十分明顯。當前澳門一些人士苦於思考改善產業結構的有

效途徑，實際上“一國兩制”優勢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動力來源，就在於會用不會用。此外，發揮

歷史集結的文化領域巨大潛質正待認知與開發，毫不誇大地講，澳門同中國近代史現代史上許多重大

事件、人物均有十分密切的深度關聯，透過表面覆蓋的一層塵土層便可發現其中不可取代的價值。而

當代擁有實行“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和制度保障，令澳門是一座具罕見的高開放、高自由度、高和

諧度，因而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暢通的國際化城市。小城之美，美在中西合璧、古今滙集，

美在人文和制度，美在傳統和現實。這種依戀、這種傳承、這種潛移默化，十分值得珍惜、值得重視。 
2017 年 7 月 1 日粵港澳三方行政首長與中央政府代表在習近平見證下簽署的《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把強調文化開發的“一個基地”同原有“一個中心一個平台”並列提

出，這是澳門未來持續協調發展的又一利好因素，盡快組織必要的深層論證與規劃十分必要，機不可

失時不再來。 
 
 

三、結語 
 
澳門是“一國兩制”成功實踐或可比指標屢創高位的示範樣板。作為傳統博物館式社會，澳門如

今更是廣受認同的“一國兩制”天然博物館。回歸 18 年來政治穩定，法制完善，經濟繁榮，民生改

善，愛國愛澳核心價值觀調整到位。這裏中央政府的管治權受到尊重，中央全面管治權落到實處，中

央與特區關係協調穩定，憲法、憲制、憲政原則與理念逐步深入人心；這裏經濟跨越式發展，民生福

祉大幅改善，小城已是全國 300 多地級以上中心城市中人均 GDP、人均 GNI 的絶對冠軍，社會保障

充分性全球罕見。這裏的居民守望相助，自強不息，在分享社會發展成果同時，本身精神面貌也在與

時俱進。 
在十九大展示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澳門不會放鬆前進腳步，嚐到“一

國兩制”甜頭的澳門人心裏有祖國，和全國人民一起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繼續走好未來的“一國兩制”實踐征程，讓祖國放心、讓人民信賴、讓時代生輝、讓歷史銘記，是具

歷史必然性和現實可行性的惟一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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