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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 1997年回歸至今，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制

定的「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基本方針（以下簡稱「一國兩

制」），已在香港特別行政區付諸實踐二十五年。二十五年間，

「一國兩制」方針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取得了舉世公認

的成就，確保了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

中共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就新形勢下堅持「一國兩

制」方針等重大問題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論述，為推進「一國兩

制」實踐行穩致遠提供了根本遵循。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香港

特別行政區的民主發展必須遵循「一國兩制」方針和香港基本

法，從本地實際出發，依法有序進行。1

針對近年來香港出現的政治亂象及其造成的嚴重危害，中

國共產黨和中央政府審時度勢，作出健全依照憲法和基本法對

特別行政區行使全面管治權、完善同憲法和基本法實施相關制

度機制的重大決策，推動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

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堅

1�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民主發展》白皮書，國務院

新聞辦公室，�2021�年�12�月�20�日。

定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這一系列標本兼治的舉措，推動

香港局勢實現由亂到治的重大轉折，推動香港特別行政區民主

發展重新回到正確軌道。中央政府將堅定不移、全面準確貫徹

「一國兩制」方針，堅定不移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發展符合其

憲制地位和實際情況的民主制度。

香港回歸祖國二十五年來，中央和特區政府堅持全面、準

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所取得的舉世矚目的重大成就，概

括而言具有以下五個主要方面。第一，徹底結束了港英政府

對香港的殖民管治，順利確立了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香港

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為基礎的新的政治秩序和法律制度。第二，

協助中央人民政府接管和順利行使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相關的防

務和外交權力，並獲得國際社會的認可。第三，成功組建包括

行政、立法和司法機構在內的新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權組織架

構，對香港實現了持續、全面和有效的管治。第四，認真履行

�▏2022年 5月 8日，李家超當選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任行政
長官。（新華網記者王申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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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自治職責，成功保持了香港社會經濟制度的高度延續性，

維護了自由營商環境，初步改善了香港原有的經濟關係和投資

結構，保持了香港的繁榮穩定。第五，完善了與國家安全有關

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完善了選舉制度，實現了由亂到治、

由治而興的歷史轉折。

近年來——特別在 2 0 1 4 年「佔領中環」非法集會之

後——「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也面臨着一系列新情況，主

要體現在：香港政治體制中長期存在的張力（tension）始終無

法得到解決，香港社會的撕裂（division）、對抗（confrontation）

及極化（polarization）趨勢有顯著上升，在政治衝突激化的狀

況下香港現有法治秩序遭遇相當程度挑戰，與中央人民政府和

特區政府處於對立位置的部分香港政治力量出現意識形態與行

為模式上的激進化趨向，以謀求「香港獨立」為標誌的分離主

義勢力持續上升並實現了活動及言論公開化，作為全球民粹主

義趨勢一部分的香港反體制青年運動有所抬頭，香港特別行政

區政府施政面臨經常性、結構性的困難，甚至人為阻滯。2019

年，香港發生了以「反修例」為幌子的較長時間的社會政治

風波。

這些新情況，都曾對特區政府的良好管治及全面、準確落

實「一國兩制」基本方針構成程度不同的新的困難，但也昭示

着新時代「一國兩制」適應性變革的需要。我們希望通過檔案

研究、深度訪談和事件分析，回顧與分析「一國兩制」作為政

治和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則、運行思路和重要特徵，跟蹤「一國

兩制」方針在香港政治實踐中所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研究

在「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框架下中央和特區關係的形態，並就

出現的相關新問題和新情況進行政策研究，有針對性地提出應

對建議。

本書擬從回顧由「一國兩制」基本方針所構建的政治制

度本源入手，跟蹤分析和綜合研究當前在特區政治中出現的

新情況，為促進政學各界對「一國兩制」實踐中最新政治問

題進行恆常性對話研商提供思路，並針對「一國兩制」在新

時期的調適，以及增強特區政府的適應性管治能力（adaptive�

governance）、改善中央與特區關係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議。

本書採取「制度主義徑路」（institutionalist�approach）。所

謂「制度」（institution），就是那些「具有持續性的、且被用

來塑造、限制以及轉變人類行為的規則」。2�就政治學的解釋徑

路而言，制度主義的根本觀點可以被概括為：「認為政治制度

是可以被用來解釋政治事件和政治現象的核心變數，制度及制

度構建物不但塑造政治過程，而且影響政治後果。」

具體而言，制度可以從以下五個方面，影響政治過程和政

治結果。第一，制度及制度建構物可以決定政治過程參與者的

資格和範圍，即制度決定各層次、各類型政治生活的准入資

格。第二，制度及制度建構物可以決定政治競爭過程的勝利

者和失敗者。第三，制度及制度建構物可以影響甚至決定政

治、經濟和社會資源的分配。第四，在制度設計的指引下，

不同政治系統中的政治家們可以形成自己的相應的政治動機

（incentive）和政治策略（strategy）。第五，制度和制度建構物

2� 閻小駿：《當代政治學十講》，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
1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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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幫助塑造人們的政治身份和政治認同。

從制度主義視角出發，「一國兩制」是一個完整、複雜和

精巧的制度體系，有其獨特的理論基礎和制度實踐，值得深入

研究。為此，在研究過程中，我們廣泛採用了文本分析與田野

調查相結合的方法，結合具體事件，保證本書具有相當程度的

客觀性和實效性、不致流於空談，並試圖重構「一國兩制」制

度體系創立、發展與實踐的語境，力求全面理解「一國兩制」

之完整意涵。

基於這樣的研究目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在「一國兩

制」在香港的適應性變革這一主題之下，本書主要關注四個話

題，分別是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央對港方針政策、香港政治委任

制度（「旋轉門」）、香港公務員制度（特別是「政治中立」原

則）和香港青年問題。這四個話題都是在「一國兩制」制度體

系創立、發展與實踐中具有重要意義的話題，可以幫助揭示

中央與香港關係、香港政制發展和「一國兩制」未來等重大課

題，也有助於反映「一國兩制」在香港的適應性變革的問題、

障礙與方向。

制度的運作有其自身的邏輯，而這一邏輯，很大程度上是

歷史地形成的。因此，認識制度的歷史淵源，尤其是理解制度

設計者的原初意圖，對於制度在不同歷史時期的具體實踐具有

重要指導價值。同時，制度往往也需要因時而遷、因事而變。

因此，認識制度的演化變遷，尤其是學習領會中央的政策制定

思路，對於制度在當下和未來的具體實踐具有重要指導價值。

近年來，圍繞「一國兩制」的具體含義產生不少爭議，對「一

國兩制」方針的繼承與發展進行回顧式研究尤顯必要。

「一國兩制」方針和制度體系，是由中央在上世紀八十年

代提出、設計，並由中央在九十年代港澳回歸之時透過全國人

大制定基本法和設立特別行政區等方式，使其在港澳地區落地

實踐。因此，中央與特區關係，可謂是「一國兩制」制度體系

中最重要的一環；分析中央對港方針政策，是「一國兩制」研

究中綱舉目張的第一步。同時，香港的「一國兩制」研究一般

從本地視角出發，更關注「兩制」，尤其是香港自身的政制發

展，而較少強調國家戰略層面的考量。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央

提出並實施了一系列具有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意義的「依法治

港」之「頂層設計」、「底線思維」和重大戰略舉措，取得了在

香港特區全面準確地理解認識和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政

策的重大成果、重大突破，指引了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

程中全面完成香港同胞「人心回歸」歷史任務的正確方向。

第一章「新時代『一國兩制』方針的繼承與發展」，通過

政策分析和檔案研究，從中共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核心的

黨中央對於香港問題和「一國兩制」方針的一系列重要政治論

述、政策措施和法律法規出發，結合「一國兩制」方針的設計

原意，整理新時代「一國兩制」方針的思想和實踐，梳理「一

國兩制」政治實踐中的重要論述，系統了解「一國兩制」方針

在香港取得的成就和面對的困難、重新認識中央與特區關係，

並為「一國兩制」在香港的適應性變革預測方向，對於力求全

面反映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央對港政策和論述的演進與發展，對

於全面準確理解、掌握和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對於正確觀

察和處理香港事務，具有現實意義。

在系統回顧探討了新時代「一國兩制」方針的繼承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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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我們轉向「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及香港管治的制度

問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的重

要內容。「行政主導」則是香港管治架構的基本特徵。因此，

本書在研究香港管治問題時，首先聚焦於香港的行政體系，

力圖澄清香港的「行政主導制」的歷史淵源與調適發展，並在

理論與經驗研究的基礎上，展望其改革方向。而在香港特區管

治架構中，特別是在特區政府中，政治委任官員和公務員分別

承擔政策的決策與執行，是「一國兩制」在港實踐的重要參與

者，也是「一國兩制」在香港的適應性變革的重要參與者。本

書第二章「豐富『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旋轉門』制度」

和第三章「『一國兩制』實踐中的公務員制度」，以香港的「旋

轉門」制度（即政治委任制度）和公務員制度中的「政治中立」

原則作為切入點，探討了香港的公共行政制度的理論基礎、歷

史變遷和當前問題，並提出了相應的改革建議，以為改善「一

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以及提高特區管治質素提供支援。

「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不僅需要中央的指導和特區

政府的依法施政，也需要廣大香港市民的支持與配合，需要回

應或正視香港市民的心聲和訴求。但是，不可否認，近年來，

香港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受到不少市民的質疑。其中，青年

被認為是所謂非建制派陣營的主力；不斷趨於激烈化的青年運

動，成為管治香港需要面對的重要政治議題。

自 2012年的「反國民教育」風波以來，香港青年逐漸成

為社會運動的「急先鋒」。從 2014年的非法「佔中」，到 2016

年的「旺角暴亂」，再到 2019年的「修例風波」，香港青年運

動朝着愈來愈激進的方向發展，由此極大地加劇了香港社會的

對立情緒，造成了嚴重的社會撕裂和社會動蕩。青年是國家的

未來。對於「一國兩制」和香港管治而言，青年事務亦是一個

相當重要的內容。尤其是在青年運動頻發的大背景下，香港社

會各界都應努力思考以下問題：第一，近年來的香港青年運動

背後，究竟有哪些深層次原因？第二，香港應如何開展青年事

務，以更好地凝聚人心，維護繁榮穩定？

因此，在本書第四章「『一國兩制』實踐與香港青年：挑

戰及回應」，我們對「一國兩制」之下香港青年參與社會運動

的社會現象，特別是香港青年一代對於「一國兩制」理論與實

踐的看法，進行了系統研究，探討了青年問題背後的政治、經

濟及社會因素，並對香港當前的青年事務提出了全面的政策建

議，以求更好地推進「一國兩制」下香港青年事務的開展，並

為特區政府與青年一代開展有效對話提供背景研究。

本書提出新的政策思路，以促進未來學術和政策研究界人

士就落實「一國兩制」中出現的新情況以及中央和特區關係有

關問題進行深入對話，有利於加強政治溝通，提高公共政策質

素。作為公開出版發行的書籍，本書對於向公眾宣介「一國兩

制」和基本法、加強公共諮詢亦具相當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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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是中國政府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二十五周年。

如果以 1979 年元旦中共中央發表《對台灣同胞書》提出和

平統一祖國的方針為起點，「一國兩制」也已走過了四十三

年歷程。

1997 年回歸以來，「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取得了重

要成就，同時亦面臨一些新的困境與現實挑戰。不可否認

的是，近年以來，以 2014 年非法「佔中」、2015 年「政改

爭端」及 2019 年「修例風波」等一系列政治事件為標誌，

「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和香港的有序管治遭逢新的問題

與困難，香港政治發展本身也出現新的形勢及世代變化，

需要中央政府、特區政府、香港社會和廣大市民共同予以

適切回應。

這些新的挑戰主要包括：

第一，香港的社會運動呈激進化趨勢，原有的政治秩

序受到一定衝擊，以「港獨」思潮為代表的新的議題和新

的意識形態逐漸進入公眾視野和政治話語。

第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原有的管治架構和管治思

路難以應對新的政治形勢和政治議題，進一步提高特區管

治的質素存在阻力。

第三，出生於 1997 年之後的香港青年一代開始成為社

會運動的主體，並成為處於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

區政府對立位置的政治勢力的主要來源和社會基礎。

所有這些新的情況，都對「一國兩制」方針在香港特

別行政區的全面、準確貫徹落實提出新的問題及帶來新的

考驗。

面對這一系列困難，正如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中

國人民大學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齊鵬飛教授所評論的那

樣，中央與時俱進地將「中央政府對香港、澳門實行的各

項方針政策」之「根本宗旨」，由傳統的突出強調「保持香

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一個方面，調整為現行的辯證統

一的「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和「保持香港、

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兩方面並重。1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明確

提出，「辦好香港的事情，關鍵是要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一

國兩制』方針，維護基本法權威」，而要「全面準確」，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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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章將就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中央

關於港澳問題的主要論述和重大政策，進行系統回顧，全

面梳理新時代中央對港政策和「一國兩制」方針在港全面、

準確實踐的歷程。

1� 齊鵬飛：〈中共十八大以來習近平「依法治港」的新理念、新論述初探〉，

《黨史研究與教學》，2016年第 4期，頁 4－16。

2� 習近平：〈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20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
就職典禮上的講話〉（2017年 7月 1日），新華社，2017年 7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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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中共十八大報告關於港澳問題的論述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下簡稱中共

十八大或黨的十八大）於 2012 年 11 月 8 日至 14 日在北京

召開。出席大會的代表 2,268 人（由全國 40 個單位選舉產

生），特邀代表 57 人，代表當時全國 8,260 萬名黨員。

中共十八大的主題是：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

幟，以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

指導，解放思想，改革開放，凝聚力量，攻堅克難，堅定

不移沿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為全面建成小康社

會而奮鬥。

中共十八大的議程為：聽取和審查十七屆中央委員會

的報告；審查十七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工作報告；審

議通過《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選舉十八屆中央委

員會；選舉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中共十八大選舉了新一屆的中共中央領導層，包括中

央委員會委員、中央候補委員、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

員。11 月 15 日，中共十八屆一中全會選舉習近平為中央委

員會總書記，並選舉產生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務委

員會、中央書記處、中共中央軍委等機構的組成人員。

中共十八大報告題為《堅定不移沿着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道路前進、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鬥》。報告對港澳

問題提出了新的論述，值得全面介紹和深入剖析。具體而

言，報告第十部分《豐富「一國兩制」實踐和推進祖國統

一》指出：

香港、澳門回歸以來，走上了同祖國內地優勢互補、

共同發展的寬廣道路，「一國兩制」實踐取得舉世公認的成

功。中央政府對香港、澳門實行的各項方針政策，根本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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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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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政府將嚴格依照基本法辦事，完善與基本法實施

相關的制度和機制，堅定支持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政府

依法施政，帶領香港、澳門各界人士集中精力發展經濟、

切實有效改善民生、循序漸進推進民主、包容共濟促進和

諧，深化內地與香港、澳門經貿關係，推進各領域交流合

作，促進香港同胞、澳門同胞在愛國愛港、愛國愛澳旗幟

下的大團結，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干預港澳事務。 

我們堅信，香港同胞、澳門同胞不僅有智慧、有能

力、有辦法把特別行政區管理好、建設好，也一定能在國

家事務中發揮積極作用，同全國各族人民一道共用做中國

人的尊嚴和榮耀。3

3� 胡錦濤：《堅定不移沿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為全面建成小康社

會而奮鬥——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12年
11月 8日），《人民日報》2012年 11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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