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授权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

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的决定 PDF转换可能丢

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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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5_85_AD_E5_B1_8A_E5_c36_326885.htm （１９８７年４月

１１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第六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听取了国务委员兼外部部长吴学

谦受国务院委托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

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草签文本的报告。 会

议对我国政府为解决澳门问题所进行的工作和吴学谦国务委

员兼外交部部长的报告表示满意。 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涉及特别

行政区的设立及其制度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三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

定。会议决定授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

》经中葡两国政府正式签署后予以审议和决定批准。 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 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满意地回顾了两国

建交以来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的发展，一致

认为，由两国政府通过谈判妥善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澳门问

题，有利于澳门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并有助于进一步加

强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为此，经过两国政府代表团的

会谈，同意声明如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

和国政府声明：澳门地区（包括澳门半岛、凼仔岛和路环岛



，以下称澳门）是中国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于１９

９９年１２月２０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二、 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据“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的方针，对澳门执行如下的基本政策：（一） 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澳门恢

复行使主权时，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二

） 澳门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除

外交和国防事务属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享有高度的自治权

。澳门特别行政区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

和终审权。（三）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立

法机关均由当地人组成。行政长官在澳门通过选举或协商产

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担任主要职务的官员由澳门特别

行政区行政长官提名，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原在澳门任职

的中国籍和葡籍及其他外籍公务（包括警务）人员可以留用

。澳门特别行政区可以任用或聘请葡籍和其他外籍人士担任

某些公职。（四） 澳门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

式不变；法律基本不变。澳门特别行政区依法保障澳门居民

和其他人的人身、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旅行和迁徙、

罢工、选择职业、学术研究、宗教信仰和通信以及财产所有

权等各项权利和自由。（五） 澳门特别行政区自行制定有关

文化、教育和科技政策，并依法保护在澳门的文物。 澳门特

别行政区政府机关、立法机关和法院，除使用中文外，还可

使用葡文。（六） 澳门特别行政区可同葡葡牙和其他国家建

立互利的经济关系。葡萄牙和其他国在澳门的经济利益将得

到照顾。在澳门的葡萄牙后裔居民的利益将依法得到保护。 

（七） 澳门特别行政区可以“中国澳门”的名义单独同各国



、各地区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经济、文化关系，并签订

有关协定。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可以自行签发出入澳门的旅

行证件。（八） 澳门特别行政区将继续作为自由港和单独关

税地区进行经济活动。资金进出自由。澳门元作为澳门特别

行政区的法定货币，继续流通和自由兑换。（九） 澳门特别

行政区保持财政独立。中央人民政府不向澳门特别行政区征

税。（十） 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社会治安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政

府负责维持。（十一） 澳门特别行政区除悬挂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旗和国徽外，还可使用区旗和区徽。（十二） 上述基本

政策和本联合声明附件一所作的具体说明，将由中华人民共

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

本法规定之，并在五十年内不变。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声明：自本联合声明生效之日起至１９

９９年１２月１９日止的过渡时期内，葡萄牙共和国政府负

责澳门的行政管理。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将继续促进澳门的经

济发展和保持其社会稳定，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给

予合作。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声明

：为保证本联合声明的有效实施并为１９９９年政权的交接

创造妥善的条件，在本联合声明生效时成立中葡联合联络小

组；联合联络小组将根据本联合声明附件二的有关规定建立

和履行职责。五、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

声明：关于澳门土地契约和其他有关事项，将根据本联合声

明附件的有关规定处理。六、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

共和国政府同意，上述各项声明和作为本联合声明组成部分

的附件均将付诸实施。七、 本联合声明及其附件自互换批准

书之日起生效。批准书将在北京互换。本联合声明及其附件



具有同等约束力。 １９８７年４月１３日在北京签订，共两

份，每份都用中文和葡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 葡萄牙共和国代表 赵 紫 阳 卡瓦科席

尔瓦 （签字） （签字）附件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澳门

的基本政策的具体说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第二款

所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澳门的基本政策，具体说明如下：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

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据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将

在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０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时，设立中

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制定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

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规定澳

门特别行政区成立后不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保持现

行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 澳门特别行

政区直辖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除外交和国防事

务属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享有高度的自治权。澳门特别行

政区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中

央人民政府授权澳门特别行政区自行处理本附件第八节所规

定的各项涉外事务。 二 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行政管理权属澳门

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由当地人组成。澳门

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在澳门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

民政府任命。担任主要职务的官员（相当于原“政务司”级

官员、检察长和警察部门主要负责人）由澳门特别行政区行

政长官提名，报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行政机关必须遵守法



律，对立法机关负责。 三 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权属澳门特

别行政区立法机关。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由当地人组成

，多数成员通过选举产生。 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后，澳门原

有的法律、法令、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除与《基本

法》相抵触或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作出修改者外，予以

保留。 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可根据《基本法》的规定并

依照法定程序制定法律，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备案。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凡

符合《基本法》和法定程序者，均属有效。 澳门特别行政区

的法律体系由《基本法》，以及上述澳门原有法律和澳门特

别行政区制定的法律构成。 四 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审判权属澳

门特别行政区法院，终审权由澳门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行使

。法院独立进行审判，不受任何干涉，只服从法律。法官履

行职责时享有适当的豁免。 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的法官，根

据当地法官、律师和社会名流组成的独立的委员会的推荐，

由行政长官任命。法官的选用以其专业资格为标准，符合标

准的外籍法官也可以应聘。法官只有在无力履行其职责或行

为与其所任职务不相称的情况下，才能由行政长官根据终审

法院院长任命的不少于三名当地法官组成的审议庭的建议，

予以免职。终审法院法官的免职由行政长官根据澳门特别行

政区立法机关成员组成的审议委员会的建议决定。终审法院

法官的任命和免职须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澳门特别行政区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法律赋予的检察职能，不

受任何干涉。 原在澳门实行的司法辅助人员的任免制度予以

保留。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可参照原在澳门实行的办法，作

出有关当地和外来的律师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执业的规定。 中



央人民政府将协助或授权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同外国就司法

互助关系作出适当安排。 五 澳门特别行政区依法保障澳门原

有法律所规定的澳门居民和其他人的各项权利和自由，包括

人身、言论、出版、集会、游行、结社（如组织和参加民间

团体）、组织和参加工会、旅行和迁徙、选择职业和工作、

罢工、宗教和信仰、教育和学术研究的自由；住宅和通信不

受侵犯及诉诸法律和法院的权利；私有财产所有权、企业所

有权及其转让和继承权、依法征用财产时得到适当和不无故

迟延支付的补偿的权利；婚姻自由及成立家庭和自愿生育的

权利。 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和其他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不因国籍、血统、性别、种族、语言、宗教、政治或思想信

仰、文化程度，经济状况或社会条件而受到歧视。 澳门特别

行政区依法保护在澳门的葡萄牙后裔居民的利益，并尊重他

们的习惯和文化传统。 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宗教组织和教徒在

其宗旨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照常活动，并可同澳门以外的宗

教组织和教徒保持关系。属于宗教组织的学校、医院、慈善

机构等均可继续照常开办。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宗教组织与中

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地区宗教组织的关系应以互不隶属、互不

干涉和互相尊重的原则为基础。 六 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后，

原在澳门任职的中国籍和葡籍及其他外籍公务（包括警务）

人员均可留用，继续工作，其薪金、津贴、福利待遇不低于

原来的标准。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后退休的上述公务人员，

不论其所属国籍或居住地点，有权按现行规定得到不低于原

来标准的退休金和赡养费。 澳门特别行政区可任用原澳门公

务人员中的或持有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身份证的葡籍

和其他外籍人士担任公职（某些主要官职除外）。澳门特别



行政区还可聘请葡籍和其他外籍人士担任顾问和专业技术职

务。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担任公职的葡籍和其他外籍人士，只

能以个人身份受聘，并对澳门特别行政区负责。 公务人员应

根据本人资格、经验和才能予以任命和提升。澳门原有关于

公务人员的录用、纪律、提升和正常晋级的制度基本不变。 

七 澳门特别行政区自行制定有关文化、教育和科技政策，诸

如教学语言（包括葡语）的政策和学术资格与承认学位级别

的制度。各类学校均可继续开办，保留其自主性，并可继续

从澳门以外招聘教职员和选用教材。学生享有在澳门特别行

政区以外求学的自由，澳门特别行政区依法保护在澳门的文

物。 八 在外交事务属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原则下，澳门特别

行政区可以“中国澳门”的名义，在经济、贸易、金融、航

运、通讯、旅游、文化、科技、体育等适当领域单独同世界

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性或地区性组织保持和发展关系，

并签订和履行协定。对以国家为单位参加的，与澳门特别行

政区有关的、适当领域的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澳门特别行

政区政府的代表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成员或

以中央人民政府和上述有关国际组织或国际会议允许的身份

参加，并以“中国澳门”的名义发表意见。对不以国家为单

位参加的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澳门特别行政区可以“中国

澳门”的名义参加。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的代表，可作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成员，参加由中央人民政府进行

的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直接有关的外交谈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

缔结的国际协定，中央人民政府可根据情况和澳门特别行政

区的需要，在征询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意见后，决定是否

适用于澳门特别行政区。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参加，但已适



用于澳门的国际协定仍可继续适用。中央人民政府根据情况

和需要授权或协助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作出适当安排，使其

他与其有关的国际协定适用于澳门特别行政区。 对中华人民

共和国已经参加而澳门目前也以某种形式参加的国际组织，

中央人民政府将根据情况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需要采取措施

，使澳门特别行政区得以适当形式继续保持在这些组织中的

地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参加而澳门目前以某种形式参

加的国际组织，中央人民政府将根据情况和需要使澳门特别

行政区以适当形式继续参加这些组织。 外国在澳门特别行政

区设立领事机构或其他官方、半官方机构，须经中央人民政

府批准。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在澳门

设立的领事机构和其他官方机构，可予保留。尚未与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在澳门的领事机构和其他

官方机构，可根据情况予以保留或改为半官方机构。尚未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承认的国家，只能设立非政府性的机构。 

葡萄牙共和国可在澳门特别行政区设立总领事馆。 九 在澳门

特别行政区有居留权并有资格领取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

民身份证者为： 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前或成立后在澳门出

生或通常居住连续七年以上的中国公民及其在澳门以外出生

的中国籍子女； 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前或成立后在澳门出

生或在澳门通常居住连续七年以上，并均以澳门为永久居住

地的葡萄牙人； 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前或成立后在澳门通

常居住连续七年以上并以澳门为永久居住地的其他人，及其

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前或成立后在澳门出生的未满十八周

岁的子女。 中央人民政府授权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依照法律

给持有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身份证的中国公民签发中



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护照，给在澳门特别行政区的

其他合法居留者签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其他旅

行证件。 上述澳门特别行政区护照和旅行证件，前往各国和

各地区有效，并载明持有人有返回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权利。 

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出入澳门特别行政区，可使用澳门特别

行政区政府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主管部门，或其他国家主

管部签发的旅行证件。凡持有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身

份证者，其旅行证件可载明此项事实，以证明其在澳门特别

行政区有居留权。 对中国其他地区的居民进入澳门特别行政

区，将采取适当办法加以管理。 澳门特别行政区可对其他国

家和地区的人入境、逗留和离境实行出入境管制。 有效旅行

证件持有人，除非受到法律制止，可自由离开澳门特别行政

区，无需特别批准。 中央人民政府将协助或授权澳门特别行

政区政府同有关国家和地区谈判和签订互免签证协议。 十 澳

门特别行政区自行制定经济贸易政策，作为自由港和单独关

税地区，同各国、各地区保持和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继续参

加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国际纺织品贸易协议等有关国际组织

和国际贸易协定。澳门特别行政区取得的出口配额、关税优

惠和达成的其他类似安排，全由澳门特别行政区享有。澳门

特别行政区有权根据当时的产地规则，对在当地制造的产品

签发产地来源证。 澳门特别行政区依法保护外来投资。 澳门

特别行政区可根据需要在外国设立官方或半官方的经济和贸

易机构，并报中央人民政府备案。 十一 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

后，原在澳门实行的货币金融制度基本不变。澳门特别行政

区自行制定货币金融政策，并保障各种金融机构的经营自由

以及资金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流动和进出的自由。澳门特别行



政区不实行外汇管制政策。 澳门元作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

定货币，继续流通和自由兑换。澳门货币发行权属澳门特别

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可授权指定银行行使或继

续行使发行澳门货币的代理职能。凡所带标志与中华人民共

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地位不符的澳门货币，将逐步更换和退

出流通。 十二 澳门特别行政区自行制定预算和税收政策。澳

门特别行政区的预决算须报中央人民政府备案。澳门特别行

政区财政收入全部用于自身需要，不上缴中央人民政府。中

央人民政府不向澳门特别行政区征税。 十三 澳门特别行政区

的防务由中央人民政府负责。 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社会治安由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负责维持。 十四 澳门特别行政区依法承

认和保护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前已批出或决定的年期超越１

９９９年１２月１９日的合法土地契约和与土地契约有关的

一切权利。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后新批或续批土地，将按照

澳门特别行政区有关的土地法律及政策处理。附件二： 关于

过渡时期的安排 为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

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的有关实施，并为澳门政权的

交接创造妥善的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

政府同意在《联合声明》生效之日起至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１

９日止的过渡时期内继续进行友好合作。 为此目的，根据《

联合声明》第三、第四和第五款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同意成立中葡联合联络小组和中葡土

地小组。一、 关于中葡联合联络小组（一） 联合联络小组为

两国政府间进行联络、磋商及交换情况的机构。联合联络小

组不干预澳门的行政管理，也不对之起监督作用。（二） 联

合联络小组的职责为： １． 就《联合声明》及其附件的实施



进行磋商； ２． 就与１９９９年澳门政权交接的有关事宜交

换情况并进行磋商；３． 就两国政府为使澳门特别行政区保

持和发展对外经济、文化等关系所需采取的行动进行磋商； 

４． 就双方商定的其他事项交换情况并进行磋商。 联合联络

小组未能取得一致意见的问题，提交两国政府通过协商解决

。（三） 双方各指派一名大使级的组长和另外四名小组成员

。每方还可指派必要的专家和工作人员，人数通过协商确定

。（四） 联合联络小组在《联合声明》生效时成立，并于成

立后三个月内开始工作，工作的第一年轮流在北京、里斯本

和澳门开会，此后以澳门为常驻地。联合联络小组将工作到

２０００年１月１日为止。（五） 联合联络小组成员及专家

、工作人员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或与其身份相符的特权与豁

免。（六） 联合联络小组的工作和组织程序由双方按本附件

的规定商定。除另有协议外，联合联络小组的工作须保密。

二、关于中葡土地小组（一） 两国政府同意自《联合声明》

生效之日起，按以下规定处理澳门土地契约及有关事项： １

． 原由澳门葡萄牙政府批出的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１９日以前

满期的土地契约（临时批地和特殊批地除外）可按现行有关

法律规定予以续期并收取批约费用，但续期年限不得超过２

０４９年１２月１９日。 ２． 从《联合声明》生效之日起至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１９日止，澳门葡萄牙政府可按现行有关

法律规定批出年期不超过２０４９年１２月１９日的新的土

地契约，并收取批约费用。３． 根据本附件第二节第（一）

款第２项新批出的土地（包括填海地和未开发土地），每年

限于二十公顷。土地小组得根据澳门葡萄牙政府的建议，对

上述限额的改变进行审核并作出决定。４． 从《联合声明》



生效之日起至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１９日止，澳门葡萄牙政府

从新批和续批土地契约中所得的各项收入，在扣除开发土地

平均成本后，由澳门葡萄牙政府和日后的澳门特别行政区政

府平分。属于澳门葡萄牙政府所得的全部土地收入，包括上

述扣除的款项，用于澳门土地开发和公共工程。属于澳门特

别行政区政府的土地收入，作为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储备

基金，存入在澳门注册的银行。必要时，澳门葡萄牙政府在

征得中方同意后，也可将该项基金用于澳门过渡时期的土地

开发和公共工程。（二） 中葡土地小组是代表两国政府处理

澳门土地契约及有关事项的机构。（三） 土地小组的职责为

：１． 就本附件第二节的实施进行磋商； ２． 按本附件第二

节第（一）款的规定，监察批出土地的数量和期限，以及批

出土地所得收入的分配和使用情况；３． 审核澳门葡萄牙政

府提出的使用属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土地收入的建议，

并提出意见，供中方决定。 土地小组未能取得一致意见的问

题，提交两国政府通过协商解决。（四） 双方各指派三名土

地小组成员。每方还可指派必要的专家和工作人员，人数通

过协商确定。（五） 土地小组在《联合声明》生效时成立，

并以澳门为常驻地。土地小组将工作到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１

９日为止。（六） 土地小组的成员及专家、工作人员享有外

交特权与豁免或与其身份相符的特权与豁免。（七） 土地小

组的工作和组织程序由双方按本附件的规定商定。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