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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制度研究中心 中心要聞

2019年2月20日，香港大學中國制度研究中心於香港大學王賡武講堂舉行成立儀式暨論壇。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出席成立儀式並致詞。

香港大學中國制度研究中心由全國政協常委、世茂集團董事局主席許榮茂先生慷慨資助，由香港大學社會科

學學院組建。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閻小駿博士擔任首任總監。中心旨在為促進跨學科、跨機

構及跨地域的當代中國制度研究提供世界級的合作平台，為共同關注中國的過去、現在及未來的有識之士提

供交流平台，并為年青一代中國研究學者做出富有學術想像力及創造力的學術成果提供孵化器。

中國制度研究中心還將承擔政策諮詢、學位教育和專業培訓等方面職能，致力於在本港、全國及全球範圍內

承擔社會責任，並發揮政策影響力。

香港大學中國制度研究中心舉行成立儀式暨論壇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為中心揭幕并致辭

林鄭月娥指出，「香港作為中國最具國際化的都市，必將為

中國制度研究中心的成長與發展提供理想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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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制度研究中心中心要聞

2019年2月20日下午2時，中國制度研究中心成立儀式於香港大學王賡武講堂舉行。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在致詞中指出，「中國有源遠流長而豐富多彩的歷史，因此中國的發展一直是學界長期關注的一個

重要課題。」她強調，「在過去四十年中，我們見證了中國的根本性變革和巨大發展。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

是一個應予研究及學習的重大課題，相關經驗亦將為中國及世界—尤其是正在思索自身發展前途的新興經濟

體—提供寶貴的啟示。」

林鄭月娥行政長官表示，「香港作為中國最具國際化的都市，必將為中國制度研究中心的成長與發展提供理

想之環境。」

林鄭月娥行政長官、許榮茂先生、香港大學署理首席副校長譚廣亨教授、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夏偉立

教授、中國制度研究中心總監閻小駿博士共同為中心揭幕。

左起：閻小駿博士、夏偉立院長、許榮茂先生、林鄭月娥行政長官、譚廣亨首席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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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制度研究中心 中心要聞

在隨後舉行的題為「全球視野裡的中國」的成立論壇上，美國哈佛大學戴維斯俄羅斯研究中心前主任、政治

學講席教授科爾頓(Timothy	 Colton)、哈佛大學歐洲研究中心主任、講席教授埃克爾特(Grzegorz	 Ekiert)和北京

大學燕京學堂院長、美國研究中心主任袁明教授分別就中歐關係、中俄關係以及中國與世界的關係等議題發

表主旨演講，並回答觀眾提問。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前主席范徐麗泰女士、香港特別行政區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秘書長鄧特抗教授和香港

大學校務委員會前委員、新世界集團執行董事紀文鳳女士等250余名嘉賓出席了成立儀式暨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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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制度研究中心中心要聞

2019年2月18日，香港大學中國制度研究中心成功舉辦首場「傑出學人講座」（Distinguished	Lecture	Series）

。哈佛大學政府系講席教授、歐洲研究中心主任埃克爾特（Grzegorz	 Ekiert）教授作了題為「通過民主從共產

主義走向威權主義：東中歐政治轉型的迷思」的學術報告。

埃克爾特教授指出，1989年「蘇東劇變」之後的二十年中，中東歐國家經歷了迅速的民主化轉型，並相對平

穩地過渡到了市場經濟，這為它們加入北約和歐盟打開了大門。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後，東中歐國

家的政府開始背離西方的自由民主政體。例如，匈牙利和波蘭曾被視為東中歐地區的改革先驅和成功典範。

但近年來，匈牙利的執政黨青年民主主義者聯盟（FIDESZ）和波蘭的執政黨法律與公正黨（PiS）開始大力批

判法治和歐洲一體化的基本價值，日益疏遠其歐洲盟友，並轉向威權統治。在東中歐國家青年中，極端民族

主義乃至法西斯主義思潮亦迅速蔓延。

中國制度研究中心成功舉辦首場「傑出學人講座」

哈佛大學政府系講席教授、哈佛大學歐洲研究中心主任	

埃克爾特：要警惕中東歐國家轉型道路上的政治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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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制度研究中心 中心要聞

埃克爾特教授在深入分析波蘭和匈牙利兩個典型案例後指出，雖然東中歐的民主化與市場化轉型看似順利，

但新舊力量之間的關係卻長期處於緊張狀態。在「蘇東劇變」之際，波蘭和匈牙利尚有大量接受了蘇聯式教

育的年輕人，他們原本可以順利進入體制，獲得一種相對體面的生活。然而，他們同時接受了民族主義思

想，因此支持蘇聯解體。

「蘇東劇變」以後，一方面，他們喪失了原有的晉升路徑，難以成為體制內中堅力量；另一方面，蘇聯式教

育背景亦使他們難以適應截然不同的、以民主化和市場化為特徵的新制度。在此背景下，他們開始不滿現

狀，希望回到自己更熟悉的舊制度。因此，他們寄希望於通過一種民族主義的威權政體，來重塑自身的支配

力。

埃爾克特教授亦認為，中國在處理中歐關係方面繞過歐盟與歐洲各國直接談判的做法，長遠而言不利於中國

與歐洲建立及培育良好關係。

左起：閻小駿博士、埃克爾特教授、夏偉立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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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制度研究中心中心要聞

2019年4月4日下午，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特派員謝鋒應香港大學邀請，在港大知名地標建築

陸佑堂發表主題演講，介紹了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理念和成果。香港大學中國制度研究中心承辦此次

活動。

香港大學副校長（學術人力資源）區潔芳教授致歡迎詞。

謝鋒特派員首先從「怎麼看當前世界大勢」破題，講解了習近平主席「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論斷。謝鋒認

為，當今世界正處於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雖然面臨的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突出，但和平與發展仍

然是時代主題。隨著中國崛起為一個大國，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與世界各國的競爭亦難

免增多；但必須保持戰略定力，同時堅定戰略信心。

中國制度研究中心在本部陸佑堂舉辦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謝鋒特派員香港大學演講會

謝鋒強調：香港能夠為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增添一份中國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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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制度研究中心 中心要聞

針對外界關注的「一帶一路」倡議相關情況，謝鋒介紹了近六年的實踐，強調中國堅持共商、共建、共享，

不搞「一言堂」；推動各國發展戰略對接，不搞「另一套」；堅持開放包容共贏，不搞「小圈子」，共建「

一帶一路」正闊步邁向更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

針對舉世矚目的中美關係，謝鋒闡明了中方立場。他重申，中美交往40年的歷史表明，合則兩利，鬥則俱

傷，推進以協調、合作、穩定為基調的中美關係是唯一正確選擇

謝鋒結合外交部駐港公署工作，向師生介紹了涉港外交的三項使命，即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堅定守護

者、特區對外交往合作的積極促進者、香港同胞海外合法權益的忠實維護者。

謝鋒還用一個多小時時間回答了港大師生及各界來賓的提問。

©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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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制度研究中心中心要聞

2月27日，應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理事長莫道明教授邀請，香港大學中國制度研究中心總監閻小駿

博士訪問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並發表題為「維護穩定：關於中國國家治理一個重要側面的若干思

考」的學術報告。

研究院執行院長楊麗君教授主持報告會，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教

授作點評。

閻小駿指出，西方傳統的政治學理論一般認為，轉型與穩定之間存在內在張力。首先，社會經濟層面的劇烈

變化和隨之而來的利益關係調整，會極大加劇國家和社會之間的張力和摩擦。其次，發展中國家往往在國家

能力上存在短板，在適應劇烈社會經濟變化方面的行動裕度有限。因此，西方政治學家普遍認為，發展中國

家的高速經濟增長勢將無可避免伴隨著政治動盪、社會撕裂、國家失能和革命浪潮。整個二十世紀西方的理

論和實踐似乎也未能對此提供成功的解決方案。

中國制度研究中心總監閻小駿博士應邀
訪問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並作學術報告

廣東省委常委、廣州市委書記張碩輔會見

鄭永年、閻小駿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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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制度研究中心 中心要聞

然而，在過往四十年中，中國雖然經歷了複雜、劇烈而又深刻的社會經濟變革大潮，面臨著動盪不安的國際

政治環境，但卻保持了國家基本政治和社會秩序的總體穩定。這一獨特現象，從根本上挑戰了西方政治學理

論的基本預設。如何解釋這一複雜的「中國故事」，成為國際學術界急於尋找答案的一個重要問題。

閻小駿認為，中國得以在經濟大變動的格局下保持社會政治的基本穩定，根本經驗在於正確處理和適時調整

國家的「彈性」與「剛性」這兩方面的辯證統一關係。國家的彈性，就是政權吸納。政權吸納不斷更新政權

的社會基礎，擴大體制的邊界，鼓勵參與式和協商式公共治理，促進國家與社會的協調和交融，真正夯實政

權穩定的社會基石。國家的剛性，則是預防式管控。預防式管控制度化地發現、識別、干預和控制社會層面

上不斷湧現的對政權的挑戰力量和破壞因素，並把它們對國家基本政治秩序的負面影響控制在最低程度。

閻小駿提出，要解釋中國何以穩定，須從「學習型政權」的視角進行觀察分析。「學習」在這裡指對內外環

境和社會力量的觀察、分析和適應，對外部世界政治實踐成果的吸收，對自身執政和治理結構的適時調整和

創新，對歷史傳統的理性繼承和揚棄，以及對社會管理和控制辦法的與時並進等。他認為，全球來看，能否

建立起具有高度適應性的「學習型政權」，亦是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在經濟社會劇烈變動情況下下保持

政治社會穩定的關鍵所在。

演講會結束後，廣東省委常委、廣州市委書記張碩輔在鳴泉居會見並宴請了鄭永年、閻小駿一行，賓主雙方

就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議題進行了交流。

廣州市委常委、秘書長潘建國、市委政研室主任鄧建富、市發改委主任曾進澤等參加了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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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制度研究中心中心要聞

2019年3月27日到3月29日，香港大學中國制度研究中心全體成員由閻小駿博士帶隊，赴福建省上杭縣古田

鎮考察調研。

上杭縣位於中國福建省西南部，是龍巖市下轄的一個縣，東臨新羅區，南連永定區和廣東省蕉嶺縣，西與武

平縣接壤，北接長汀縣、連城縣。上杭縣屬客家地域，同時也是全國著名的革命根據地之一。該縣東西寬69

公里，南北長78公里，面積2848平方公里，耕地面積36.94萬畝，全縣設9鎮13鄉，335個行政村和8個居委

會，全縣戶數121690戶，人口483118人。

1929年在此召開的「古田會議」，即紅四軍第九次黨代會，是南昌起義部隊南下後召開的第一次會議，也是

1949年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制度建設的重要起點，塑造了新中國的制度形態。在是次會議上，代表們就中國

共產黨與紅軍的領導關係問題，進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討論。2014年，在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的親

自提議和主持下，中國人民解放軍全軍政治工作會議（「新古田會議」）在古田鎮召開。新古田會議的召開

和同時期的軍隊反腐敗行動，對新時代中國軍隊制度建設發揮重要影響	。

中國制度研究中心全體成員赴
福建省上杭縣古田鎮考察調研

研究中心與上杭縣委縣政府、古田幹部學院達成初步意向

擬在上杭縣古田鎮設立常設田野調查基地

前排左起：古田幹部學院副院長陳耀華、上杭縣委常委羅小洪、中心總監閻小駿

©	© 古田幹部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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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制度研究中心 中心要聞

3月27日下午，中國制度研究中心全體成員搭乘高鐵抵達上杭縣古田會址站後，即在上杭縣委常委羅小洪陪

同下，參觀了2014年全軍政治工作會議會址。羅小洪常委還介紹了上杭縣總體經濟社會發展狀況，以及該縣

歷史文化資源保護的有關情況。

28日上午，中心全體成員參觀了古田幹部學院，聽取了該院副院長陳耀華教授對古田幹部學院的歷史、使命

與現狀的介紹，並就研究中心在古田成立常設田野調查基地等事宜交換了意見，達成初步意向。隨後，中心

全體成員考察了上杭縣步雲鄉和梅花山自然保護區，聽取精準扶貧和可持續發展工作相關情況介紹。

下午，中心全體成員瞻仰毛主席紀念園，並參觀了古田會議會址、古田會議紀念館及紅四軍第一縱隊司令部

舊址（「協成店」）等史跡。古田會議紀念館副館長洪武子研究員結合自己長期研究心得，就相關史蹟向大

家做了饒有興趣的講解和介紹。

步雲鄉黨委書記范杭榮、步雲鄉人民政府鄉長楊進學和古田鎮人大主席團主席華倫斌等地方主要負責官員分

別陪同參加了上述考察調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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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制度研究中心觀點摘編

我非常高興參加今天的「聚焦灣區，共建帶路」專題午餐會。剛才，從各位的發言中，學到很多，很受教

育，非常感謝。

今天午餐會的主題，「大灣區人才一體化—共生、互通、多贏」是個很好的命題；我想，「共生、互通、多

贏」六個字也準確揭示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一帶一路」倡議的願景所在。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我國改革開放再出發這一藍圖的重要篇章。如何落實好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特別是如

何在這一過程中發揮香港的獨特優勢，我想用三個詞來分享一點想法。

第一個詞是「格局」。粵港澳大灣區包括廣東珠三角地區的9個城市和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GDP總量

超過10萬億人民幣，是我國開放程度最高、經濟活力最強的區域之一。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是新時代推動形成

我國全面開放新格局的重大舉措。2012年以來，我國陸續形成了南有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部有長江三角洲

一體化，北有京津冀協同發展，西北、西南、東北也都形成了各自深化改革和全面開放的規劃。我想，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特別是香港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首先需要站在改革開放再出發的大格局上、站在全國協

同發展、全面開放的大格局上進行思考和謀劃，站得高、才能看得遠，所慮者遠、方能所成者大。正如習近

平主席講得那樣，要「從全局謀劃一域、以一域服務全局」。在這裡，站位是不是高、格局是不是大，對大

灣區建設的成敗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格 局、制 度 與 命 運 共 同 體： 
在「聚焦灣區，共建帶路」午餐會上的發言

閻	小	駿

2019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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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制度研究中心 觀點摘編

第二個詞是「制度」。衆所周知，目前世界上著名的灣區有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和東京灣區等。這幾個灣

區的規劃和建設都是在同一種社會制度、同一種體制的框架內進行。與它們相比，粵港澳大灣區是一個國

家、兩種制度、三個司法管轄區和關稅區，流通三種貨幣，制度方面的差異是比較大的。粵港澳三地在經濟

自由度、市場開放度、營商便利度及社會福利水平等方面也都存在不小的差異。這些差異決定了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面臨其他灣區所沒有的制度和體制機制難題。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關鍵是要通過制度和體制創

新，促進大灣區內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等高效便捷流通，優化資源配置，提升經濟活力和競爭力。

因此我想制度創新和體制創新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核心要素。

第三個詞是「命運共同體」。正如剛才講到，粵港澳大灣區是一個在經濟、金融、社會、法治等制度層面和

發展程度上都存在很大差異的一個特殊區域。在這樣一個區域開展互聯互通、經濟融合、人才一體化的嘗

試，讓理念、制度、生活方式等都存在較大差異的不同地域和居民都能和諧相處、安居樂業、共謀發展，進

入未來更新、更好、更高的發展階段，這也是在二十一世紀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的探索。

探索人類和而不同、求同存異、和諧共存，尋找實現不同文明、不同社會經濟制度、不同發展階段的人們「

共生、互通、多贏」的道路，也正是當年我國領導人提出「一國兩制」這個重要構想的初心所在，是新時代

「一國兩制」重要構想在香港、澳門的實踐行穩致遠和「一國兩制」的台灣方案最終得以實現的力量源泉和

信心所在。

各位嘉賓，「曾是昔年辛苦地，不將今日負初心」。這是唐朝宰相魏扶一首詩裡的兩句。為了追尋新中國七

十年對港政策的初心，在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大力協助下，從2018年春天開始，我和我

的同事用一年多的時間走訪了十位新中國對港工作、特別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以來「一國兩制」重要

構想形成和香港回歸祖國全過程的重要親歷者，包括周南、姜恩柱、陳佐洱、王鳳超、徐澤等老領導，也包

括梁振英、譚耀宗、譚惠珠、費斐等當年參與這一過程的香港知名人士，還包括了1949年就來港從事香港工

作、目前已屆九十高齡的對港工作老前輩張祥霖老先生。最後形成了25萬字的訪談錄，繁體中文版很快將由

中華書局（香港）出版，簡體中文版稍後也將在北京出版。

在這些訪談中，令我們感動的是，雖然很多老領導、老前輩已屆耄耋之年，作為「一國兩制」構想的重要親

歷者、踐行者和見證人，他們所念念不忘的仍是國家主權、治權的完整統一，仍是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他

們所殷切期望的是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為依託，我們能最終尋找到一條成功的道路，既把社會主義的祖國內

地建設好、也把資本主義的香港建設好，希望我們能尋找到一條不同社會制度、不同生活方式、不同發展階

段的人們和諧共處、安居樂業、共謀幸福生活的人類社會發展的嶄新道路。

「艱難困苦、玉汝於成」。我想，這裡體現的正是新中國七十年對港政策一以貫之的傳承和延續，是幾代港

澳工作者初心不改、一代一代接著幹的精神力量。我也相信，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一帶一路」倡議的大

潮推動和引領下，老一輩的期許一定能夠實現。

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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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制度研究中心工作短訊

2月2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基本法委員會研究室副主任陳建文來訪，就香港政制發展和基本法相關問題交換

了意見。

2月22日，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謝鋒特派員在公署會見了來港出席香港大學中國制度研究中心成立儀式暨

論壇的北京大學燕京學堂院長袁明教授。中心總監閻小駿博士陪同參加了會見和晚宴。主賓雙方並共同觀看

了外交部駐港公署紀念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和公署2018年工作總結兩部視頻資料。

3月7日，中華書局（香港）新任總編輯侯明來訪，就實現戰略合作事宜進行了交流。

3月13日，香港新家園協會總幹事黃頌來訪，就加強香港社會福利制度研究進行交流探討。

3月19日，中心總監閻小駿博士參加與外交部國際司副司長楊濤午餐會，就香港青年工作相關問題進行了交

流。

3月21日，廣州市社會主義學院院長蔡國萱一行來訪，主賓雙方就在加強大灣區建設等問題上開展聯合研究

進行了探討。

3月30日，日本國駐香港總領事和田充廣大使在山頂總領事官邸會見並宴請香港大學中國制度研究中心總監

閻小駿博士、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法學部教授加茂具樹博士和香港嶺南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張泊匯博士。雙方就

中日關係、中日人文和教育交流等議題進行了交流探討。

4月15日，中心總監閻小駿博士應邀出席「聚焦灣區，共建帶路」專題午餐會，並作題為「制度、格局與命

運共同體」的主題發言。

2019年2月20日—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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