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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關於關於關於建設建設建設建設““““具具具具有澳門特色的政制民主有澳門特色的政制民主有澳門特色的政制民主有澳門特色的政制民主””””的思考的思考的思考的思考    

————————紀念澳門基本法頒紀念澳門基本法頒紀念澳門基本法頒紀念澳門基本法頒佈佈佈佈二十周年二十周年二十周年二十周年    

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會長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會長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會長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會長    梁維特梁維特梁維特梁維特    

〔〔〔〔2013201320132013----02020202----22221111〕〕〕〕    

    

時光荏苒時光荏苒時光荏苒時光荏苒，，，，自自自自 1993199319931993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31313131 日日日日《《《《澳門基本法澳門基本法澳門基本法澳門基本法》》》》頒佈至今已經二十周頒佈至今已經二十周頒佈至今已經二十周頒佈至今已經二十周

年了年了年了年了 ，，，， 在在在在 《《《《 澳門基本法澳門基本法澳門基本法澳門基本法 》》》》 正式實施正式實施正式實施正式實施 ，，，， 亦即亦即亦即亦即 是澳門特區成立以來是澳門特區成立以來是澳門特區成立以來是澳門特區成立以來 ，，，， 澳門社澳門社澳門社澳門社

會取得了很大進步會取得了很大進步會取得了很大進步會取得了很大進步 ，，，， 總體上保持了經濟繁榮總體上保持了經濟繁榮總體上保持了經濟繁榮總體上保持了經濟繁榮 、、、、 民生改善民生改善民生改善民生改善 、、、、 民主進步民主進步民主進步民主進步 、、、、 社社社社

會穩定的良好局面會穩定的良好局面會穩定的良好局面會穩定的良好局面 ，，，， 這些都離不開這些都離不開這些都離不開這些都離不開 ““““ 一國兩制一國兩制一國兩制一國兩制 ”””” 方針政策和方針政策和方針政策和方針政策和 《《《《 澳門基本澳門基本澳門基本澳門基本

法法法法 》》》》 的有效貫徹落實的有效貫徹落實的有效貫徹落實的有效貫徹落實 ，，，， 離不開中央對澳門的離不開中央對澳門的離不開中央對澳門的離不開中央對澳門的 全力全力全力全力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 離不開特區政府離不開特區政府離不開特區政府離不開特區政府

的依法施政的依法施政的依法施政的依法施政，，，，離不開全體澳門居民的離不開全體澳門居民的離不開全體澳門居民的離不開全體澳門居民的積極參與和積極參與和積極參與和積極參與和辛勤努力辛勤努力辛勤努力辛勤努力，，，，也離不開也離不開也離不開也離不開《《《《澳澳澳澳

門基本法門基本法門基本法門基本法 》》》》 為澳門創設的符合澳門實際的民主政治體制為澳門創設的符合澳門實際的民主政治體制為澳門創設的符合澳門實際的民主政治體制為澳門創設的符合澳門實際的民主政治體制 ，，，， 胡錦濤胡錦濤胡錦濤胡錦濤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在在在在

去年底就高度肯定去年底就高度肯定去年底就高度肯定去年底就高度肯定特區特區特區特區這一這一這一這一““““具有澳門特色的政制民主具有澳門特色的政制民主具有澳門特色的政制民主具有澳門特色的政制民主””””。。。。    

而吳邦國委員長在而吳邦國委員長在而吳邦國委員長在而吳邦國委員長在““““澳門社會各界紀念澳門基本法頒佈澳門社會各界紀念澳門基本法頒佈澳門社會各界紀念澳門基本法頒佈澳門社會各界紀念澳門基本法頒佈 20202020 周年啟動周年啟動周年啟動周年啟動

大會大會大會大會 ”””” 上發表講話上發表講話上發表講話上發表講話 時時時時 ，，，， 既充分肯定澳門特區的建設和發展既充分肯定澳門特區的建設和發展既充分肯定澳門特區的建設和發展既充分肯定澳門特區的建設和發展 ，，，， 又又又又 指指指指 出出出出 了了了了 澳澳澳澳

門特區進一步宣傳推廣基本法門特區進一步宣傳推廣基本法門特區進一步宣傳推廣基本法門特區進一步宣傳推廣基本法 的重要性的重要性的重要性的重要性 ，，，， 並提出三個並提出三個並提出三個並提出三個 ““““ 一定要一定要一定要一定要 ”””” 的殷切的殷切的殷切的殷切

期望期望期望期望 ，，，， 讓讓讓讓 我們我們我們我們 在在在在 深受鼓舞深受鼓舞深受鼓舞深受鼓舞 的的的的 同時同時同時同時 ，，，， 又深感特區和我們在未來的責任更加又深感特區和我們在未來的責任更加又深感特區和我們在未來的責任更加又深感特區和我們在未來的責任更加

重大重大重大重大 。。。。 在吳委員長提出的第二個在吳委員長提出的第二個在吳委員長提出的第二個在吳委員長提出的第二個 ““““ 一定要一定要一定要一定要 ”””” 中中中中 ，，，， 特別提出特別提出特別提出特別提出 ““““ 一定要深刻一定要深刻一定要深刻一定要深刻

認識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認識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認識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認識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 ”””” ，，，， 建議我們不斷增強建議我們不斷增強建議我們不斷增強建議我們不斷增強 ““““ 一國兩制一國兩制一國兩制一國兩制 ”””” 理理理理

論自信論自信論自信論自信、、、、制度自信制度自信制度自信制度自信，，，，不斷增強不斷增強不斷增強不斷增強維護維護維護維護““““一國兩制一國兩制一國兩制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自覺性和基本法的自覺性和基本法的自覺性和基本法的自覺性。。。。    

““““ 一國兩制一國兩制一國兩制一國兩制 ”””” 方針的內涵十分深廣方針的內涵十分深廣方針的內涵十分深廣方針的內涵十分深廣 ，，，， 更具有強大生命力更具有強大生命力更具有強大生命力更具有強大生命力 ，，，， 認真學習認真學習認真學習認真學習

““““ 一國兩制一國兩制一國兩制一國兩制 ”””” 理論理論理論理論 ，，，， 不斷推進不斷推進不斷推進不斷推進 ““““ 一國兩制一國兩制一國兩制一國兩制 ”””” 實踐實踐實踐實踐 ，，，， 正正正正 是我們在新的歷史是我們在新的歷史是我們在新的歷史是我們在新的歷史

階段的重大使命階段的重大使命階段的重大使命階段的重大使命。。。。今年適逢今年適逢今年適逢今年適逢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選舉年選舉年選舉年選舉年，，，，認真認真認真認真重溫胡錦濤主席的指示重溫胡錦濤主席的指示重溫胡錦濤主席的指示重溫胡錦濤主席的指示，，，，

深刻深刻深刻深刻 理解吳邦國委員長的期盼理解吳邦國委員長的期盼理解吳邦國委員長的期盼理解吳邦國委員長的期盼 ，，，， 我們我們我們我們 更加更加更加更加 感到建設和發展感到建設和發展感到建設和發展感到建設和發展 ““““ 具有澳門特具有澳門特具有澳門特具有澳門特

色的政制民主色的政制民主色的政制民主色的政制民主””””  的重要性的重要性的重要性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緊必要性和緊必要性和緊必要性和緊迫迫迫迫性性性性。。。。對此對此對此對此，，，，筆者筆者筆者筆者有有有有以下以下以下以下的的的的初步初步初步初步

思考思考思考思考。。。。    

一一一一 、、、、 具有澳門特色的政制民主具有澳門特色的政制民主具有澳門特色的政制民主具有澳門特色的政制民主 應該應該應該應該 是是是是 符合符合符合符合 ““““ 一國兩制一國兩制一國兩制一國兩制 ”””” 原則原則原則原則 、、、、 符合符合符合符合

澳門特區澳門特區澳門特區澳門特區憲制憲制憲制憲制法律地位法律地位法律地位法律地位的政制民主的政制民主的政制民主的政制民主    

中國中國中國中國 是一個是一個是一個是一個 單一制國家單一制國家單一制國家單一制國家 ，，，， 由由由由 根據憲法產生的中央政府根據憲法產生的中央政府根據憲法產生的中央政府根據憲法產生的中央政府 統一行使對全統一行使對全統一行使對全統一行使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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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管理權國的管理權國的管理權國的管理權 ，，，， 中央根據國家管理的需要依法設立地方行政區域並中央根據國家管理的需要依法設立地方行政區域並中央根據國家管理的需要依法設立地方行政區域並中央根據國家管理的需要依法設立地方行政區域並決決決決定定定定其其其其

政治體制政治體制政治體制政治體制。。。。《《《《澳門基本法澳門基本法澳門基本法澳門基本法》》》》第第第第 1111 條規條規條規條規定定定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是中澳門特別行政區是中澳門特別行政區是中澳門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華人華人華人民民民民共共共共和和和和

國不國不國不國不可可可可分離的分離的分離的分離的部部部部分分分分””””，，，，第第第第 12121212 條規條規條規條規定定定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是中澳門特別行政區是中澳門特別行政區是中澳門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華人華人華人民民民民共共共共和國和國和國和國

的一個的一個的一個的一個享享享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 ，，，，直轄於直轄於直轄於直轄於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人人人人民政府民政府民政府民政府 ”””” ，，，， 由此由此由此由此

可見可見可見可見，，，， 澳門特區不是一個澳門特區不是一個澳門特區不是一個澳門特區不是一個獨獨獨獨立的政治實體立的政治實體立的政治實體立的政治實體 ，，，， 而是一國而是一國而是一國而是一國之之之之下的下的下的下的 ““““ 特別行政特別行政特別行政特別行政

區區區區 ”””” 。。。。 澳門特區的政治體制澳門特區的政治體制澳門特區的政治體制澳門特區的政治體制屬於屬於屬於屬於地方行政區域的政治體制地方行政區域的政治體制地方行政區域的政治體制地方行政區域的政治體制 ，，，， 是國家管理是國家管理是國家管理是國家管理

制 度 的 重 要制 度 的 重 要制 度 的 重 要制 度 的 重 要組組組組成成成成部部部部分分分分 ，，，， 是 單 一 制 國 家是 單 一 制 國 家是 單 一 制 國 家是 單 一 制 國 家結構結構結構結構下 中 央 與 地 方下 中 央 與 地 方下 中 央 與 地 方下 中 央 與 地 方關係關係關係關係的 重 要 內的 重 要 內的 重 要 內的 重 要 內

容容容容，，，， 是中央是中央是中央是中央通過通過通過通過基本法基本法基本法基本法明確規明確規明確規明確規定的定的定的定的 ，，，， 澳門特區澳門特區澳門特區澳門特區作作作作為地方行政區域為地方行政區域為地方行政區域為地方行政區域 亦亦亦亦無無無無權權權權

自行自行自行自行決決決決定定定定或或或或改改改改變其變其變其變其政治體制政治體制政治體制政治體制。。。。    

另另另另一方面一方面一方面一方面 ，，，， 澳門特區的高度自治權不是原澳門特區的高度自治權不是原澳門特區的高度自治權不是原澳門特區的高度自治權不是原始始始始的的的的 、、、、固固固固有的有的有的有的 ，，，， 而是全國而是全國而是全國而是全國

人人人人民民民民代代代代表大會表大會表大會表大會通過通過通過通過基本法基本法基本法基本法授予授予授予授予的的的的 ，，，，無無無無論澳門特區論澳門特區論澳門特區論澳門特區享享享享有的高度自治權有的高度自治權有的高度自治權有的高度自治權範圍範圍範圍範圍

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廣廣廣廣泛泛泛泛、、、、 內內內內容如何豐富容如何豐富容如何豐富容如何豐富，，，， 都不都不都不都不能能能能改改改改變其變其變其變其權力性權力性權力性權力性質質質質的的的的授授授授權性和權性和權性和權性和派派派派生性生性生性生性 。。。。

因因因因此此此此 ，，，，關於關於關於關於中央管理的中央管理的中央管理的中央管理的事務及事務及事務及事務及中央與澳門特區中央與澳門特區中央與澳門特區中央與澳門特區關係關係關係關係的的的的事務事務事務事務，，，， 應由中央行應由中央行應由中央行應由中央行

使使使使決決決決定權定權定權定權 。。。。 澳門特區政制民主的發展不澳門特區政制民主的發展不澳門特區政制民主的發展不澳門特區政制民主的發展不屬於屬於屬於屬於高度自治權的高度自治權的高度自治權的高度自治權的範圍之範圍之範圍之範圍之內內內內 ，，，，涉涉涉涉

及及及及中央與澳門特區的中央與澳門特區的中央與澳門特區的中央與澳門特區的關係關係關係關係，，，，其決其決其決其決定權在中央定權在中央定權在中央定權在中央，，，，我們必我們必我們必我們必須須須須予予予予以以以以尊尊尊尊重重重重。。。。然然然然而而而而，，，，

對對對對於於於於高度自治權高度自治權高度自治權高度自治權範圍範圍範圍範圍內的內的內的內的事務事務事務事務，，，， 澳門特區有權依澳門特區有權依澳門特區有權依澳門特區有權依照照照照基本法的基本法的基本法的基本法的規規規規定自行定自行定自行定自行處處處處

理理理理 ，，，， 澳門居民應該依法主動而積極地參與澳門居民應該依法主動而積極地參與澳門居民應該依法主動而積極地參與澳門居民應該依法主動而積極地參與 ，，，， 理性而充分地發表理性而充分地發表理性而充分地發表理性而充分地發表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同同同同

時時時時 ，，，， 澳門居民澳門居民澳門居民澳門居民從從從從特區的實際出發特區的實際出發特區的實際出發特區的實際出發 ，，，， 以以以以負負負負責任的責任的責任的責任的態態態態度提出政制民主的發展度提出政制民主的發展度提出政制民主的發展度提出政制民主的發展

思思思思路路路路，，，，也必也必也必也必然然然然會得到中央的重會得到中央的重會得到中央的重會得到中央的重視視視視。。。。        

因因因因此此此此 ，，，， 要發展具有澳門特色的政制民主要發展具有澳門特色的政制民主要發展具有澳門特色的政制民主要發展具有澳門特色的政制民主 ，，，， 必必必必須須須須認認認認清清清清我國單一制的國我國單一制的國我國單一制的國我國單一制的國

家家家家結構形結構形結構形結構形式式式式 、、、、 澳門特區地方行政區域的澳門特區地方行政區域的澳門特區地方行政區域的澳門特區地方行政區域的 憲制憲制憲制憲制 法律地位和澳門法律地位和澳門法律地位和澳門法律地位和澳門所享所享所享所享有的高有的高有的高有的高

度自治權的度自治權的度自治權的度自治權的授授授授權性權性權性權性質質質質，，，， 必必必必須處須處須處須處理好中央與特區的理好中央與特區的理好中央與特區的理好中央與特區的關係關係關係關係，，，， 保保保保障障障障澳門的政制澳門的政制澳門的政制澳門的政制

民主符合國家和澳門的根本民主符合國家和澳門的根本民主符合國家和澳門的根本民主符合國家和澳門的根本利益利益利益利益，，，，符合符合符合符合““““一國兩制一國兩制一國兩制一國兩制””””的的的的精神精神精神精神。。。。總體而總體而總體而總體而言言言言，，，，

是必是必是必是必須堅須堅須堅須堅持在持在持在持在 ““““ 一國兩制一國兩制一國兩制一國兩制 ”””” 原則下原則下原則下原則下 ，，，， 根據根據根據根據 《《《《 澳門基本法澳門基本法澳門基本法澳門基本法 》》》》 的的的的相關規相關規相關規相關規定定定定 ，，，，

循序漸循序漸循序漸循序漸進地推動進地推動進地推動進地推動 澳門澳門澳門澳門 政制民主政制民主政制民主政制民主 的的的的 穩步穩步穩步穩步向前向前向前向前發展發展發展發展 。。。。誠誠誠誠然然然然，，，， 在在在在 推進政制民主推進政制民主推進政制民主推進政制民主

的的的的過程過程過程過程中中中中 ，，，， 我 們我 們我 們我 們首先首先首先首先需需需需 要 充 分要 充 分要 充 分要 充 分尊尊尊尊重 和 維 護 中 央 對 澳 門 政 制 發 展 的 主重 和 維 護 中 央 對 澳 門 政 制 發 展 的 主重 和 維 護 中 央 對 澳 門 政 制 發 展 的 主重 和 維 護 中 央 對 澳 門 政 制 發 展 的 主導導導導

權權權權 、、、、決決決決定權和定權和定權和定權和其他其他其他其他權力權力權力權力 ，，，，如如如如任命權任命權任命權任命權 、、、、批准批准批准批准權權權權 、、、、備案監督備案監督備案監督備案監督權權權權等等等等，，，， 亦亦亦亦 要充分要充分要充分要充分

動員澳門居民動員澳門居民動員澳門居民動員澳門居民，，，，以主以主以主以主人翁人翁人翁人翁的的的的態態態態度度度度積極參與積極參與積極參與積極參與，，，，踐行具有澳門特色政制民主踐行具有澳門特色政制民主踐行具有澳門特色政制民主踐行具有澳門特色政制民主。。。。    

    

二二二二 、、、、 具有澳門特色的政制民主是具有澳門特色的政制民主是具有澳門特色的政制民主是具有澳門特色的政制民主是多種多種多種多種民主民主民主民主形形形形式式式式相結相結相結相結合合合合 、、、、 符合澳門實符合澳門實符合澳門實符合澳門實

際的政制民主際的政制民主際的政制民主際的政制民主    

((((一一一一 ))))    具有澳門特色的政制民主是具具有澳門特色的政制民主是具具有澳門特色的政制民主是具具有澳門特色的政制民主是具多種多種多種多種形形形形式式式式、、、、符合澳門實際的符合澳門實際的符合澳門實際的符合澳門實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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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認同我們認同我們認同我們認同 ，，，， 民主是個好民主是個好民主是個好民主是個好東西東西東西東西；；；；我們更加我們更加我們更加我們更加清楚清楚清楚清楚，，，， 符合澳門符合澳門符合澳門符合澳門獨獨獨獨特區特區特區特區情情情情和和和和

發展發展發展發展 實際的民主實際的民主實際的民主實際的民主才才才才是好是好是好是好東西東西東西東西。。。。事事事事實上實上實上實上 ，，，， 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 內涵和內涵和內涵和內涵和形形形形式式式式豐富豐富豐富豐富多樣多樣多樣多樣，，，， 在在在在

世世世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的政制民主實踐中界各個國家和地區的政制民主實踐中界各個國家和地區的政制民主實踐中界各個國家和地區的政制民主實踐中 ，，，， 民主民主民主民主 大大大大多多多多是是是是多種形多種形多種形多種形式並式並式並式並存存存存的的的的 ，，，，

當當當當中中中中 既有既有既有既有直接直接直接直接民主又有民主又有民主又有民主又有間接間接間接間接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既有選舉民主既有選舉民主既有選舉民主既有選舉民主 ，，，， 又有又有又有又有協商協商協商協商民主民主民主民主 。。。。 而而而而事事事事

實上實上實上實上 ，，，，多種形多種形多種形多種形式民主的式民主的式民主的式民主的兼容兼容兼容兼容並並並並存存存存，，，， 使使使使 澳澳澳澳 門門門門 的政治發展的政治發展的政治發展的政治發展 ，，，， 一一一一直直直直得得得得 以在以在以在以在 穩定穩定穩定穩定

祥祥祥祥和和和和的主的主的主的主軸軸軸軸上上上上，，，，彰顯包容互補彰顯包容互補彰顯包容互補彰顯包容互補，，，，開展適度開展適度開展適度開展適度競爭競爭競爭競爭，，，，促促促促進進進進持持持持續續續續發展發展發展發展。。。。    

作作作作為為為為人類人類人類人類政治政治政治政治文明文明文明文明的主要成的主要成的主要成的主要成果果果果，，，， 民主既有民主既有民主既有民主既有普遍普遍普遍普遍性性性性 ，，，， 亦有特亦有特亦有特亦有特殊殊殊殊性性性性 。。。。 對對對對

民主理念的民主理念的民主理念的民主理念的追求追求追求追求，，，， 是是是是世世世世界界界界共共共共識的識的識的識的 ，，，， 具有具有具有具有普遍普遍普遍普遍性性性性 ，，，，但但但但實實實實現現現現民主需要一定的民主需要一定的民主需要一定的民主需要一定的

經濟經濟經濟經濟 、、、、 政治政治政治政治 、、、、 社會社會社會社會文化文化文化文化、、、、人文素質人文素質人文素質人文素質等條件等條件等條件等條件，，，， 而不同國家而不同國家而不同國家而不同國家或或或或同一國家的不同一國家的不同一國家的不同一國家的不

同時期都同時期都同時期都同時期都可能可能可能可能有不同的政治經濟有不同的政治經濟有不同的政治經濟有不同的政治經濟水水水水平平平平、、、、 不同的社會發展不同的社會發展不同的社會發展不同的社會發展程程程程度度度度 ，，，，相相相相應的民應的民應的民應的民

主主主主 內內內內容容容容、、、、 方式方式方式方式 、、、、 進進進進程程程程亦有亦有亦有亦有所變化所變化所變化所變化，，，，呈現相呈現相呈現相呈現相應的特色應的特色應的特色應的特色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國家國家國家國家或或或或地區的地區的地區的地區的

政制民主政制民主政制民主政制民主形形形形式是不式是不式是不式是不能能能能生生生生搬硬套搬硬套搬硬套搬硬套的的的的 。。。。因因因因此此此此 ，，，， 一個成一個成一個成一個成熟熟熟熟的社會不的社會不的社會不的社會不 會會會會簡簡簡簡單地單地單地單地 為為為為

了民主而民主了民主而民主了民主而民主了民主而民主 ，，，， 而會而會而會而會從從從從國家國家國家國家或或或或地區的實際地區的實際地區的實際地區的實際 需要出發需要出發需要出發需要出發 ，，，，追求追求追求追求能夠促能夠促能夠促能夠促進經濟進經濟進經濟進經濟

社會穩定而社會穩定而社會穩定而社會穩定而健康健康健康健康發展發展發展發展 ，，，， 保保保保障障障障居民居民居民居民安安安安居居居居樂業樂業樂業樂業，，，， 穩步推進穩步推進穩步推進穩步推進公平公平公平公平正正正正義義義義的政制民的政制民的政制民的政制民

主主主主，，，，追求追求追求追求具有生命力的真正民主具有生命力的真正民主具有生命力的真正民主具有生命力的真正民主。。。。而這亦應是澳門政制民主而這亦應是澳門政制民主而這亦應是澳門政制民主而這亦應是澳門政制民主的的的的追求追求追求追求。。。。    

澳門政制民主應有澳門自澳門政制民主應有澳門自澳門政制民主應有澳門自澳門政制民主應有澳門自身身身身特色特色特色特色 ，，，，西西西西方國家方國家方國家方國家 ，，，， 以至同以至同以至同以至同樣樣樣樣實施實施實施實施 ““““ 一國一國一國一國

兩制兩制兩制兩制 ”””” 方針的方針的方針的方針的香港香港香港香港特區特區特區特區 ，，，， 都有與澳門不都有與澳門不都有與澳門不都有與澳門不相相相相同的政治同的政治同的政治同的政治 、、、、 經濟經濟經濟經濟 、、、、 社會社會社會社會環境環境環境環境，，，，

有不同的有不同的有不同的有不同的人文人文人文人文特特特特質質質質，，，，其其其其政制民主政制民主政制民主政制民主模模模模式也具有式也具有式也具有式也具有相相相相應的特應的特應的特應的特點點點點，，，， 不不不不能能能能生生生生搬硬套搬硬套搬硬套搬硬套

於於於於澳門澳門澳門澳門。。。。    

    

((((二二二二 ))))    符合澳門實際的符合澳門實際的符合澳門實際的符合澳門實際的政制民主政制民主政制民主政制民主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是大是大是大是大多數多數多數多數澳門居民認同的澳門居民認同的澳門居民認同的澳門居民認同的，，，， 具澳具澳具澳具澳

門特色門特色門特色門特色、、、、展展展展現現現現生命力生命力生命力生命力，，，，持持持持續續續續增增增增量量量量發展發展發展發展的政制民主的政制民主的政制民主的政制民主。。。。    

首先首先首先首先，，，， 符合澳門實際符合澳門實際符合澳門實際符合澳門實際 ，，，， 就就就就 應該應該應該應該 充分充分充分充分 體體體體現現現現和和和和 符合符合符合符合 澳門澳門澳門澳門 政治政治政治政治 、、、、 經濟經濟經濟經濟 、、、、 社社社社

會會會會 、、、、 居民居民居民居民素質等多素質等多素質等多素質等多個方面的發展個方面的發展個方面的發展個方面的發展水平水平水平水平，，，， 並以此並以此並以此並以此作作作作為推動澳門政制民主發為推動澳門政制民主發為推動澳門政制民主發為推動澳門政制民主發

展的根本依據展的根本依據展的根本依據展的根本依據。。。。    

其次其次其次其次，，，， 澳門的政制民主澳門的政制民主澳門的政制民主澳門的政制民主 應該應該應該應該 有有有有利於整利於整利於整利於整體社會的體社會的體社會的體社會的健康健康健康健康、、、、 有有有有序序序序發展發展發展發展 。。。。 發發發發

展政制民主應該要展政制民主應該要展政制民主應該要展政制民主應該要能夠能夠能夠能夠讓居民的權讓居民的權讓居民的權讓居民的權利利利利、、、、發展發展發展發展機機機機會會會會、、、、生生生生活素質等多活素質等多活素質等多活素質等多個方面個方面個方面個方面，，，，

均均均均有持有持有持有持續續續續的的的的 改善改善改善改善 、、、、 提提提提升升升升或或或或增長增長增長增長 ，，，， 而而而而 不受任不受任不受任不受任何何何何的的的的減減減減損損損損，，，， 也也也也無無無無需面對需面對需面對需面對過急過急過急過急發發發發

展展展展所帶所帶所帶所帶來的來的來的來的危機危機危機危機。。。。    

再再再再者者者者 ，，，， 既既既既然然然然是是是是 要要要要確確確確保保保保 居民持居民持居民持居民持續續續續受受受受益益益益，，，， 就就就就 必必必必須從須從須從須從居民的居民的居民的居民的角角角角度出發度出發度出發度出發 ，，，，尋尋尋尋

求求求求大大大大多數多數多數多數居民認同的發展居民認同的發展居民認同的發展居民認同的發展之路之路之路之路。。。。 ““““ 發展經濟發展經濟發展經濟發展經濟 、、、、 改善民生改善民生改善民生改善民生 ”””” ，，，， 是廣大澳是廣大澳是廣大澳是廣大澳人人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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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優先關注當前優先關注當前優先關注當前優先關注的的的的著眼點著眼點著眼點著眼點，，，， 也是特區政府施政的主也是特區政府施政的主也是特區政府施政的主也是特區政府施政的主調調調調。。。。 政制發展政制發展政制發展政制發展 、、、、 政治選政治選政治選政治選

舉舉舉舉 ，，，，均均均均必必必必須須須須與這一與這一與這一與這一最最最最大民大民大民大民情相配情相配情相配情相配合合合合 。。。。 今年今年今年今年雖雖雖雖是選舉年是選舉年是選舉年是選舉年 ，，，， 也不應也不應也不應也不應偏於偏於偏於偏於政治政治政治政治

而而而而忽略忽略忽略忽略此一主此一主此一主此一主調調調調。。。。    

最後最後最後最後，，，， 澳門政制民主具有澳門政制民主具有澳門政制民主具有澳門政制民主具有 強大強大強大強大 生命力生命力生命力生命力 ，，，，還還還還體體體體現於現於現於現於《《《《 澳門基本法澳門基本法澳門基本法澳門基本法 》》》》 為為為為

澳門政制民主澳門政制民主澳門政制民主澳門政制民主 提提提提供供供供了了了了寬寬寬寬廣廣廣廣 的發展的發展的發展的發展空間空間空間空間，，，，容許容許容許容許澳門在中央的主澳門在中央的主澳門在中央的主澳門在中央的主導導導導、、、、決決決決定定定定 和和和和

支持下支持下支持下支持下 ，，，， 推動政制民主推動政制民主推動政制民主推動政制民主向前向前向前向前有有有有序序序序發展發展發展發展；；；；同時同時同時同時 ，，，， 澳門居民澳門居民澳門居民澳門居民 在在在在 ““““ 一國兩制一國兩制一國兩制一國兩制 ””””

的制度的制度的制度的制度框架框架框架框架下下下下 ，，，， 主動主動主動主動 、、、、 積極積極積極積極 、、、、 理性地參與澳門政制民主的理性地參與澳門政制民主的理性地參與澳門政制民主的理性地參與澳門政制民主的 實踐實踐實踐實踐過程過程過程過程，，，， 使使使使

政制民主政制民主政制民主政制民主形形形形成一個持成一個持成一個持成一個持續續續續的增的增的增的增量量量量發展發展發展發展過程過程過程過程，，，， 並在這並在這並在這並在這過程過程過程過程中展中展中展中展現其旺盛現其旺盛現其旺盛現其旺盛生命生命生命生命

力力力力。。。。    

當當當當中中中中，，，，澳門居民澳門居民澳門居民澳門居民以以以以理性理性理性理性、、、、兼容兼容兼容兼容的的的的態態態態度度度度，，，，主動主動主動主動提出各自的提出各自的提出各自的提出各自的意見意見意見意見和和和和訴求訴求訴求訴求，，，，

讓各讓各讓各讓各種種種種不同不同不同不同意見意見意見意見和和和和訴求訴求訴求訴求得以充分發表得以充分發表得以充分發表得以充分發表 ，，，，集集集集體體體體智慧智慧智慧智慧得以得以得以得以 在在在在 ““““交鋒交鋒交鋒交鋒”””” 中中中中凝聚凝聚凝聚凝聚

和提和提和提和提升升升升，，，，最終形最終形最終形最終形成推動澳門政制民主有成推動澳門政制民主有成推動澳門政制民主有成推動澳門政制民主有序序序序發展的動力發展的動力發展的動力發展的動力。。。。    

    

((((三三三三 ))))    推動符合澳門實際的政制民主持推動符合澳門實際的政制民主持推動符合澳門實際的政制民主持推動符合澳門實際的政制民主持續續續續發展發展發展發展 ，，，，需要積需要積需要積需要積澱澱澱澱更更更更豐厚豐厚豐厚豐厚的的的的社社社社

會會會會基基基基礎礎礎礎，，，，優化優化優化優化澳門的澳門的澳門的澳門的人文環境人文環境人文環境人文環境。。。。    

““““ 一國兩制一國兩制一國兩制一國兩制 ”””” 的制度的制度的制度的制度優勢優勢優勢優勢、、、、 中央的全力支持中央的全力支持中央的全力支持中央的全力支持 、、、、 特區政府和澳門居民特區政府和澳門居民特區政府和澳門居民特區政府和澳門居民

的的的的共共共共建建建建共享共享共享共享，，，， 是澳門特區是澳門特區是澳門特區是澳門特區能能能能保持穩定和發展的重要保持穩定和發展的重要保持穩定和發展的重要保持穩定和發展的重要前前前前提提提提 ，，，， 而而而而 澳門居民的澳門居民的澳門居民的澳門居民的

愛愛愛愛國國國國愛愛愛愛澳澳澳澳 、、、、純樸互助純樸互助純樸互助純樸互助、、、、 不不不不懈耕耘懈耕耘懈耕耘懈耕耘，，，， 既既既既 是澳門特區的是澳門特區的是澳門特區的是澳門特區的寶貴財富寶貴財富寶貴財富寶貴財富，，，， 也是推動也是推動也是推動也是推動

特區持特區持特區持特區持續續續續進步的動力進步的動力進步的動力進步的動力所所所所在在在在。。。。    

然然然然而而而而 ，，，，隨著隨著隨著隨著““““ 一國兩制一國兩制一國兩制一國兩制 ”””” 的進一步深的進一步深的進一步深的進一步深入入入入推進推進推進推進 ，，，，外外外外部部部部環境環境環境環境的不斷發展的不斷發展的不斷發展的不斷發展

變化變化變化變化，，，， 社會內社會內社會內社會內部矛盾部矛盾部矛盾部矛盾的的的的逐逐逐逐步步步步浮現浮現浮現浮現，，，， 我們要更有自信我們要更有自信我們要更有自信我們要更有自信 、、、、 更有更有更有更有把握把握把握把握地全面地全面地全面地全面 、、、、

準確準確準確準確落實落實落實落實 ““““ 一國兩制一國兩制一國兩制一國兩制 ”””” ，，，， 就必就必就必就必須須須須積積積積累累累累更更更更豐厚豐厚豐厚豐厚的社會基的社會基的社會基的社會基礎礎礎礎，，，，優化優化優化優化澳門的澳門的澳門的澳門的人人人人

文環境文環境文環境文環境，，，， 這是這是這是這是 特區政府和全體澳門居民都特區政府和全體澳門居民都特區政府和全體澳門居民都特區政府和全體澳門居民都 責責責責無旁貸無旁貸無旁貸無旁貸的的的的 。。。。 社會基社會基社會基社會基礎礎礎礎的積的積的積的積澱澱澱澱

和和和和人文素質人文素質人文素質人文素質的提的提的提的提升升升升，，，， 需要特區政府需要特區政府需要特區政府需要特區政府健健健健全全全全相關相關相關相關的的的的機機機機制和制和制和制和工作團隊工作團隊工作團隊工作團隊，，，， 需要居需要居需要居需要居

民民民民素質素質素質素質的持的持的持的持續續續續提提提提升升升升，，，， 法治法治法治法治觀觀觀觀念的不斷增強念的不斷增強念的不斷增強念的不斷增強 。。。。當當當當中中中中 ，，，， 切合實際地深切合實際地深切合實際地深切合實際地深入入入入學習學習學習學習

《《《《澳門基本法澳門基本法澳門基本法澳門基本法》》》》，，，，既既既既注意普及注意普及注意普及注意普及化化化化，，，，亦亦亦亦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深深深深入入入入認識和認識和認識和認識和提高提高提高提高，，，，以更以更以更以更全面全面全面全面而而而而準準準準

確確確確地地地地 理解理解理解理解 ““““ 一國兩制一國兩制一國兩制一國兩制 ”””” 的內涵的內涵的內涵的內涵 ，，，， 認真認真認真認真把握把握把握把握好好好好 ““““堅堅堅堅持一國原則和持一國原則和持一國原則和持一國原則和尊尊尊尊重兩制重兩制重兩制重兩制

差異差異差異差異、、、、 維護中央權力和保維護中央權力和保維護中央權力和保維護中央權力和保障障障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 、、、、 發發發發揮祖揮祖揮祖揮祖國內地國內地國內地國內地堅堅堅堅強強強強

後盾作用後盾作用後盾作用後盾作用和提高和提高和提高和提高港港港港澳自澳自澳自澳自身競爭身競爭身競爭身競爭力力力力 ”””” 這這這這 三三三三 對對對對關係關係關係關係，，，，將將將將是澳門特區是澳門特區是澳門特區是澳門特區 ，，，，包括包括包括包括政政政政

府和民府和民府和民府和民間間間間的的的的首首首首要任要任要任要任務務務務。。。。我們也我們也我們也我們也清楚知道清楚知道清楚知道清楚知道，，，，““““一國兩制一國兩制一國兩制一國兩制””””    的實踐的實踐的實踐的實踐過程過程過程過程，，，，尤尤尤尤

其其其其內地和澳門經濟加內地和澳門經濟加內地和澳門經濟加內地和澳門經濟加速融速融速融速融合合合合 的的的的過程過程過程過程，，，， 自自自自然然然然會出會出會出會出現現現現新的新的新的新的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對對對對於於於於發展中發展中發展中發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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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出出出現現現現的的的的問題問題問題問題，，，，只能用只能用只能用只能用發展和開發展和開發展和開發展和開放放放放的思維的思維的思維的思維、、、、方式方式方式方式予予予予以解以解以解以解決決決決。。。。近近近近期期期期，，，，自由行自由行自由行自由行、、、、

特區特區特區特區旅旅旅旅遊承載遊承載遊承載遊承載量量量量，，，， 以至以至以至以至奶粉奶粉奶粉奶粉等問題等問題等問題等問題，，，，其其其其實正好推動我們認真總實正好推動我們認真總實正好推動我們認真總實正好推動我們認真總結結結結經經經經驗驗驗驗、、、、

不斷提高不斷提高不斷提高不斷提高科科科科學學學學研究研究研究研究和管理和管理和管理和管理水平水平水平水平。。。。““““辦辦辦辦法總法總法總法總比困難比困難比困難比困難多多多多””””    ，，，，只只只只要政府和民要政府和民要政府和民要政府和民間間間間

共共共共同努力同努力同努力同努力 ，，，， 加強加強加強加強調調調調查查查查分分分分析析析析，，，， 強強強強化化化化執執執執行行行行能能能能力力力力 ，，，， 我們一定我們一定我們一定我們一定能能能能藉藉藉藉著問題著問題著問題著問題的的的的研究研究研究研究

和解和解和解和解決決決決，，，，實實實實現現現現特區經濟和民生的進步特區經濟和民生的進步特區經濟和民生的進步特區經濟和民生的進步，，，，並進一步並進一步並進一步並進一步豐富豐富豐富豐富““““一國兩制一國兩制一國兩制一國兩制””””    的內的內的內的內

涵涵涵涵。。。。    

    

““““ 一國兩制一國兩制一國兩制一國兩制 ”””” 方針和方針和方針和方針和 《《《《 澳門基本法澳門基本法澳門基本法澳門基本法 》》》》 在澳門十在澳門十在澳門十在澳門十多多多多年來的成年來的成年來的成年來的成功功功功實踐表實踐表實踐表實踐表

明明明明，《，《，《，《澳門基本法澳門基本法澳門基本法澳門基本法》》》》創設的具有澳門特色的政制民主符合國家和澳門的根創設的具有澳門特色的政制民主符合國家和澳門的根創設的具有澳門特色的政制民主符合國家和澳門的根創設的具有澳門特色的政制民主符合國家和澳門的根

本本本本利益利益利益利益，，，， 符合澳門的社會實際符合澳門的社會實際符合澳門的社會實際符合澳門的社會實際 ，，，， 有有有有利於利於利於利於維護國家主權維護國家主權維護國家主權維護國家主權 ，，，， 有有有有利於利於利於利於保持澳門保持澳門保持澳門保持澳門

特區的長期繁榮穩定特區的長期繁榮穩定特區的長期繁榮穩定特區的長期繁榮穩定 ，，，， 有有有有利於利於利於利於全體全體全體全體 澳門居民澳門居民澳門居民澳門居民福祉福祉福祉福祉的增的增的增的增量量量量提提提提升升升升。。。。 而在澳門而在澳門而在澳門而在澳門

特區持特區持特區持特區持續續續續發展進步的發展進步的發展進步的發展進步的過程過程過程過程中中中中 ，，，， 國家對澳門發展的支持國家對澳門發展的支持國家對澳門發展的支持國家對澳門發展的支持 ，，，，包括所包括所包括所包括所有有有有優優優優惠惠惠惠政政政政

策的提策的提策的提策的提供供供供，，，， 是不是不是不是不可或可或可或可或缺缺缺缺的重要一的重要一的重要一的重要一環環環環。。。。 澳門澳門澳門澳門作作作作為國家的一個為國家的一個為國家的一個為國家的一個組組組組成成成成部部部部份份份份，，，，嚴嚴嚴嚴

格遵守格遵守格遵守格遵守國 家 憲 法 和國 家 憲 法 和國 家 憲 法 和國 家 憲 法 和 《《《《 澳 門 基 本 法澳 門 基 本 法澳 門 基 本 法澳 門 基 本 法 》，》，》，》，繼繼繼繼續續續續推 動推 動推 動推 動 ““““ 一 國 兩 制一 國 兩 制一 國 兩 制一 國 兩 制 ”””” 方 針 成方 針 成方 針 成方 針 成功功功功落落落落

實實實實，，，，將將將將是澳門是澳門是澳門是澳門回報回報回報回報國家國家國家國家所所所所應有的應有的應有的應有的貢獻貢獻貢獻貢獻和和和和功功功功能能能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