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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主席令第三号 （１９９３年３月３１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目 录序 言第一章 总 则第二章 中央和

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关系第三章 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第四章 

政治体制 第一节 行政长官 第二节 行政机关 第三节 立法机关 

第四节 司法机关 第五节 市政机构 第六节 公务人员 第七节 宣

誓效忠第五章 经 济第六章 文化和社会事务第七章 对外事务

第八章 本法的解释和修改第九章 附 则附件一：澳门特别行政

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附件二：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

生办法附件三：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全国性法律 序 言 澳

门，包括澳门半岛、■仔岛和路环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

领土，十六世纪中叶以后被葡萄牙逐步占领。一九八七年四

月十三日，中葡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

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恢复对

澳门行使主权，从而实现了长期以来中国人民收回澳门的共

同愿望。 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有利于澳门的社

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考虑到澳门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国家决

定，在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三十一条的规定，设立澳门特别行政区，并按照“一个国家

，两种制度”的方针，不在澳门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



。国家对澳门的基本方针政策，已由中国政府在中葡联合声

明中予以阐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特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澳门

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度，以保障国家对澳门的基本方针政策

的实施。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澳门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授权澳门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

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第三条 澳

门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

性居民依照本法有关规定组成。 第四条 澳门特别行政区依法

保障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和其他人的权利和自由。 第五条 澳

门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

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 第六条 澳门特别行政

区以法律保护私有财产权。 第七条 澳门特别行政区境内的土

地和自然资源，除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前已依法确认的私

有土地外，属于国家所有，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负责管理

、使用、开发、出租或批给个人、法人使用或开发，其收入

全部归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支配。 第八条 澳门原有的法律、

法令、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除同本法相抵触或经澳

门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或其他有关机关依照法定程序作出

修改者外，予以保留。 第九条 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机关、

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除使用中文外，还可使用葡文，葡文

也是正式语文。 第十条 澳门特别行政区除悬挂和使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旗和国徽外，还可悬挂和使用澳门特别行政区区

旗和区徽。 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旗是绘有五星、莲花、大桥

、海水图案的绿色旗帜。 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徽，中间是五



星、莲花、大桥、海水，周围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

别行政区”和葡文“澳门”。 第十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第三十一条，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制度和政策，包括社会

、经济制度，有关保障居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制度，行政

管理、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制度，以及有关政策，均以本法的

规定为依据。 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任何法律、法令、行政法规

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均不得同本法相抵触。 第二章 中央和澳门

特别行政区的关系 第十二条 澳门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央人民

政府。 第十三条 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管理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有

关的外交事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在澳门设立机构处理

外交事务。 中央人民政府授权澳门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自行

处理有关的对外事务。 第十四条 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管理澳门

特别行政区的防务。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负责维持澳门特别

行政区的社会治安。 第十五条 中央人民政府依照本法有关规

定任免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政府主要官员和检察长。 

第十六条 澳门特别行政区享有行政管理权，依照本法有关规

定自行处理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行政事务。 第十七条 澳门特别

行政区享有立法权。 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

须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备案不影响该法律

的生效。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征询其所属的澳门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的意见后，如认为澳门特别行政区

立法机关制定的任何法律不符合本法关于中央管理的事务及

中央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款，可将有关法律发回，但

不作修改。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回的法律立即

失效。该法律的失效，除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另有规定外



，无溯及力。 第十八条 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的法律为本法

以及本法第八条规定的澳门原有法律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

机关制定的法律。 全国性法律除列于本法附件三者外，不在

澳门特别行政区实施。凡列于本法附件三的法律，由澳门特

别行政区在当地公布或立法实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在征询其所属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和澳门特

别行政区政府的意见后，可对列于本法附件三的法律作出增

减。列入附件三的法律应限于有关国防、外交和其他依照本

法规定不属于澳门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的法律。 在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宣布战争状态或因澳门特别行政区

内发生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国家统一或安全

的动乱而决定澳门特别行政区进入紧急状态时，中央人民政

府可发布命令将有关全国性法律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实施。 第

十九条 澳门特别行政区享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澳门特

别行政区法院除继续保持澳门原有法律制度和原则对法院审

判权所作的限制外，对澳门特别行政区所有的案件均有审判

权。 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对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无管辖权

。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中遇有涉及国防、外交等

国家行为的事实问题，应取得行政长官就该等问题发出的证

明文件，上述文件对法院有约束力。行政长官在发出证明文

件前，须取得中央人民政府的证明书。 第二十条 澳门特别行

政区可享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或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的其他权力。 第二十一条 澳门特别行

政区居民中的中国公民依法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 根据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确定的代表名额和代表产生办法，由澳门特别

行政区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在澳门选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工作。 第二十

二条 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不

得干预澳门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务。 中央各部

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如需在澳门特别行政区设立机构

，须征得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同意并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 

中央各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澳门特别行政区设立

的一切机构及其人员均须遵守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律。 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人进入澳门特别行政区须办理批准手续

，其中进入澳门特别行政区定居的人数由中央人民政府主管

部门征求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意见后确定。 澳门特别行政

区可在北京设立办事机构。 第二十三条 澳门特别行政区应自

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

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

在澳门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政

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 第三

章 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第二十四条 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

简称澳门居民，包括永久性居民和非永久性居民。 澳门特别

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为： （一）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

以后在澳门出生的中国公民及其在澳门以外所生的中国籍子

女； （二）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在澳门通常居

住连续七年以上的中国公民及在其成为永久性居民后在澳门

以外所生的中国籍子女； （三）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

或以后在澳门出生并以澳门为永久居住地的葡萄牙人； （四

）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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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人； （五）在澳门特

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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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第（五）项所列永久性

居民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在澳门出生的未满十

八周岁的子女。 以上居民在澳门特别行政区享有居留权并有

资格领取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身份证。 澳门特别行政

区非永久性居民为：有资格依照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律领取澳

门居民身份证，但没有居留权的人。 第二十五条 澳门居民在

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因国籍、血统、种族、性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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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六条 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依法享有

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第二十七条 澳门居民享有言论、新闻、

出版的自由，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组织和参加

工会、罢工的权利和自由。 第二十八条 澳门居民的人身自由

不受侵犯。 澳门居民不受任意或非法的逮捕、拘留、监禁。

对任意或非法的拘留、监禁，居民有权向法院申请颁发人身

保护令。 禁止非法搜查居民的身体、剥夺或者限制居民的人

身自由。 禁止对居民施行酷刑或予以非人道的对待。 第二十

九条 澳门居民除其行为依照当时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和应受

惩处外，不受刑罚处罚。 澳门居民在被指控犯罪时，享有尽

早接受法院审判的权利，在法院判罪之前均假定无罪。 第三

十条 澳门居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居民

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 澳门居民享有个人的名誉权、

私人生活和家庭生活的隐私权。 第三十一条 澳门居民的住宅

和其他房屋不受侵犯。禁止任意或非法搜查、侵入居民的住

宅和其他房屋。 第三十二条 澳门居民的通讯自由和通讯秘密

受法律保护。除因公共安全和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有关

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对通讯进行检查外，任何部门或个人不得



以任何理由侵犯居民的通讯自由和通讯秘密。 第三十三条 澳

门居民有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境内迁徙的自由，有移居其他国

家和地区的自由。澳门居民有旅行和出入境的自由，有依照

法律取得各种旅行证件的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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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三十四条 澳门居民有信仰的自由。 澳门居民有宗教信仰

的自由，有公开传教和举行、参加宗教活动的自由。 第三十

五条 澳门居民有选择职业和工作的自由。 第三十六条 澳门居

民有权诉诸法律，向法院提起诉讼，得到律师的帮助以保护

自已的合法权益，以及获得司法补救。 澳门居民有权对行政

部门和行政人员的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三十七条 澳门居

民有从事教育、学术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

自由。 第三十八条 澳门居民的婚姻自由、成立家庭和自愿生

育的权利受法律保护。 妇女的合法权益受澳门特别行政区的

保护。 未成年人、老年人和残疾人受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关怀

和保护。 第三十九条 澳门居民有依法享受社会福利的权利。

劳工的福利待遇和退休保障受法律保护。 第四十条 《公民权

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

公约》和国际劳工公约适用于澳门的有关规定继续有效，通

过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律予以实施。 澳门居民享有的权利和

自由，除依法规定外不得限制，此种限制不得与本条第一款

规定抵触。 第四十一条 澳门居民享有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律保

障的其他权利和自由。 第四十二条 在澳门的葡萄牙后裔居民

的利益依法受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保护，他们的习俗和文化传

统应受尊重。 第四十三条 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境内的澳门居民

以外的其他人，依法享有本章规定的澳门居民的权利和自由



。 第四十四条 澳门居民和在澳门的其他人有遵守澳门特别行

政区实行的法律的义务。 第四章 政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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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