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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坦桑尼亚式联合

                       ——“一国两制”的另一种实现形式初探

王贞威

（吉林大学  吉林长春  130012）

摘  要：当前学术界探讨两岸关系的论著可谓是数不胜数，两岸的学者专家就未来两岸的

统一模式也提出了很多设想，如联邦制模式、港澳模式、欧盟模式、一中屋顶理论、一中三宪

理论等等，但都不尽如人意 。本文则以胡锦涛主席访问坦桑尼亚为切入点，以坦桑尼亚的

统一模式为参考，在比较了两岸与坦桑的相似之处后，初步设想了海峡两岸统一后国家的

宪政制度，并规划了达及这一统一蓝图的路线图。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现实中存在的困境，

这些问题处理的妥当与否将对未来的两岸关系产生重大的影响。不可否认，文中所谈统一模

式仅是初步设想，且仅是学术上的探讨，还存在不完善之处，所以把本文公开出来以便学

术界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关键词： 坦桑尼亚模式   两岸关系  统一方式   联合   路线图

中图分类号：D034

前言：启发于胡主席的国事访问

2009 年 2 月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了亚非五国，其中有一站是坦桑尼亚。细心的朋友如

果留意新华社的报道可能会发现，胡锦涛１５日在达累斯萨拉姆同坦桑尼亚总统基奎特举

行会谈，然而就在同一天他在达累斯萨拉姆又会见了桑给巴尔总统卡鲁姆。令人不可思议，

一个国家怎么会有两个总统呢？而且在国事活动中都得到外国元首的正式会见。其实，坦桑

尼亚联合共和国是由坦噶尼喀（大陆）和桑给巴尔（岛）两部分联合而来的，以前是各自

独立的国家，作为联合共和国一部分的桑给巴尔目前仍有自己的宪法与总统。

当专家学者讨论两岸未来统一的方式时，往往强调要借鉴两德统一模式、港澳模式、联

邦制等模式。笔者倒觉得坦桑尼亚是个很好的借鉴对象（姑且称为坦桑尼亚模式），因为坦

桑尼亚既有联邦制的部分特征，又只牵涉到两个政治实体，彼此的实力的大小，包括地理

区位、面积、人口、经济实力等，又很类似于台海两岸。所以接下来，本文将从相似之处、坦桑

模式的可借鉴之处、统一后的国家宪政制度安排、坦桑尼亚模式的比较优势等几个方面来详

细的展开本文的观点与设想。

一、两岸与坦桑的相似之处：

（一）相似的实力结构：   

首先是地理区位的相似。通过图一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来，桑给巴尔岛，背靠大陆，面

朝大海，与大陆有一海峡相隔。这与台海两岸的地理位置几乎一样，台湾位于大陆东南边陲，

也是面朝大海，背靠大陆。大陆可以作为海岛的经济腹地，更拥有海岛发展经济必不可少的

广阔市场与劳动力资源，而海岛则可以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排头兵、经济改革的试验场，对

外开放、对外交流的前沿阵地。  

其次是人口和所管辖的领土面积等硬件实力的相似。坦桑尼亚国土面积 94,5087平方公

里，其中桑给巴尔 2657平方公里，人口 4043万(2007 年估计)，其中桑给巴尔近 12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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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比例约为 356：1，人口比例约为 34：1。中国总面积与台湾的比例为约为 268：1，人

口比例约为 56：1。【1】

可是说二者是极其相似。彼此的实力基础决定了双方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同时又要兼

顾到这种差距，充分照顾到实力较小的一方。  

（二）历史沿革中（近代史）都有帝国主义殖民的历史：

坦桑尼亚的两个组成部分在近代都曾遭到帝国主义的殖民，尤其是德英两国的殖民统

治，有很深的殖民烙印。德英的殖民统治，遭到了坦桑人民的英勇反抗。共同的历史记忆促

成他们共同的民族记忆。台海两岸也是先后遭到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

的殖民，有共同的痛苦与历史记忆，抗日是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共同的历史与传统能够凝

聚共同的民族感情。

图一  坦桑尼亚地图（图中圈红线部分为桑给巴尔岛）

（三）在联合之前互为独立的政治体：

坦桑尼亚在联合之前的坦噶尼喀（大陆）和桑给巴尔（岛）互为独立的两国。台海两岸

在国民政府时期虽有过短暂的政权统一，但 1949 年之后又陷入分裂的状态，在法理上两岸

仍为一国，但彼此互不管治已是事实。不同的政治体制与社会形态是统一前共同的情况。

二、坦桑尼亚可借鉴之处：

相同或相似的时空环境与实力结构，使坦桑尼亚为两岸未来的统一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笔者认为可借鉴的地方有以下几点：

(一)总统制度：

联合共和国总统每届任期5年，连任不得超过两届。总统是国家元首、武装部队总司令。

总统任命总理，总理主持联合政府日常事务。坦桑尼亚除联合共和国总统外，桑给巴尔岛

也有民选总统，且是桑给巴尔革命政府的首脑，对外称“坦桑尼亚桑给巴尔总统”。桑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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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革命政府宪法明确规定，桑是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一部分，桑总统为桑革命政府首

脑。桑选举与联合共和国总统大选同时举行，桑总统候选人由桑各政党提名，经桑全体选

民直选，获１／２以上选票者当选，任期５年，可连任一届。

（二）议会制度：

议会选举与总统选举同时进行，每５年举行一次。国民议会，是联合共和国最高立法机

构。桑给巴尔拥有自己独立的立法机构，人民代表会议为其立法机构，拥有联合事务以外

的桑事务立法权。

（三）政府体制：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宪法规定，联合共和国分设联合政府和桑给巴尔政府。联合政府

实行总统制，内阁由总统、副总统、总理、桑给巴尔总统和联合共和国各部部长组成。桑给巴

尔总统在全国范围内有较大的政治影响力。桑总统任命政府部长和副部长，由首席部长主

持政府日常事务。

（四）涉外事务：

桑给巴尔有很大的外事权。胡锦涛主席作为中国国家元首，访问坦桑尼亚期间在会见联

合共和国总统之后，还要会见桑给巴尔总统，其他到访的中国领导人也会依此惯例。2002
年，坦桑尼亚桑给巴尔总统阿马尼·阿贝德·卡鲁姆访问中国，中国以国家副元首的礼遇接

待。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主持仪式，欢迎卡鲁姆总统和夫人

访华，并举行会谈。【2】可见桑给巴尔总统在涉外事务方面享有极大的权利，可与外国元首

独立的讨论各领域的问题，这些是联邦制国家所不具有的特点。

（五）司法方面：

桑给巴尔独立行使司法权，但上诉案件由联合共和国上诉法院审理。【3】

以上简单介绍了坦桑尼亚政治制度的部分可参考之处，这种联合的好处就在于，它既

保持了各联合单位的相对独立性，又维护了国家统一的框架。在两岸关系中，对于大陆来讲

须作出更大的让步，对台湾来讲这是有别于“一国两制”港澳模式的，可以说是一种新型

的“一国两制”，它充分考虑了台湾方面的顾虑，相应的照顾到台湾方面的对等与尊严的

要求，应更易于被台湾方面接受。

当然我们在借鉴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些问题。两岸联合之前是作为一个国家的两个政治体

联合，而非两个独立的国家。这是得到两岸各自“宪法”保证的，两岸法理上都把对方视为

自己的一部分，而非另外一国，也即在世界上是没有两个中国存在的，这点必须明确，这

也是两岸同其他任何分裂国家的不同之处。接下来将具体介绍两岸如何借鉴坦桑尼亚。

三、国家未来的宪政体制设想

（一）关于宪法与政府组成：

    可借鉴坦桑尼亚的形式（桑给巴尔有自己的宪法），国家有两部宪法，大陆实行以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基础并作相应的修改的联合共和国宪法，台湾仍可实行中华民国宪法

但其内容不得违背联合共和国宪法，并作相应的修改以适合联合共和国的宪政要求。联合共

和国宪法具体内容可由两岸具体商议。也可以有一部宪法（联合政府可另行制定宪法，称为

《两岸基本法》，在一部宪法内确定两岸一国两制的形式，它的效力凌驾与两岸之上，生效

之日，两岸的宪法自动停止运作）。

统一后，国号可称中华联合共和国(The United Republic of China），意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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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两岸的联合，简称中国（China）。两岸同胞共享中国主权和国家荣誉，让中国真正成为

两岸人民共同生存与倾心呵护的家园。李家泉教授在不同场合提出过“台湾大特别行政区”

的想法，本人或多或少也受其影响【4】。他认为，就台湾属于中国的领土来说，可以就地设

置“中国中华民国特别行政区”（简称台湾特区）。区旗可用现在的“中华民国”旗。这可

以照顾到许多人对这个称号的感情。所以笔者认为两岸联合后，台湾还是可以继续使用中华

民国的旗帜，作为自己的区旗，也能凸显出台湾独特的历史地位。当然统一后涉及到国家主

权象征的国旗、国歌等两岸也可另行商议。

联合共和国国家元首为总统（或称为主席），为三军统帅，提名联合政府总理人选，

总理为政府首脑；台湾民选最高领导人为联合共和国副总统，在台湾地区有组阁权，是台

湾地方政府首脑（也可设两位副总统，第一副总统来自大陆，第二位副总统由台湾民选领

导人兼任）。联合政府内阁由总统、副总统、总理、各部部长组成。由于大陆在人口与面积上占

有绝对优势，为体现这种主体性，大陆地区选出的领导人应成为整个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台湾民选领导人除作为台湾最高领导人之外，还是国家的副领导人，是总统（或主席）处

理台湾问题时的得力助手，在全国及世界范围内享受崇高的尊敬与荣誉。总统府设在北京中

南海，副总统府设在台北。

国家设联合政府和台湾政府，联合政府除主管大陆地区的所有事务（即现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所有事务），还管理两岸联合的部分事务（如国防、外交事务）。台湾政府管理台

湾地区除联合以外的所有事务，政府架构可在现有“中华民国政府”的基础上作相应的调

整而建立，位阶低于联合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台湾自治的事务，联合政府不得干涉。

联合政府内，可设置联合事务部，专门负责两岸联合后产生的相关事宜，也是两岸就

相关事务进行协调的部门，工作人员必须来自两岸，体现代表性。

两岸的选举事务在统一后，进行适当的改革，但应互不干涉，实行“一国两制”，大

陆地区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互补共赢，互相竞争。统一后，两

岸就选举事务进行协调，在同一时间进行选举，选出国家正副领导人及国家立法机构的代

表。

（二）关于外交：

统一后，台湾享有一定的外事权，对外称“中国台湾”。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可以中国

副领导人及台湾最高领导人的的身份有尊严的访问各国，拓展中国和世界各国的邦谊，也

提升台湾的国际能见度，加强台湾与世界各国的经贸联系。

在一些国际组织中，台湾领导人可以适当身份率团直接参加或随中国代表团参加，如

APEC、WHA，但不享有独立的外交权。台湾参与中国（联合共和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副

团长可由台湾人担任。中国驻外单位一律是联合共和国的驻外机构，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

“中华民国”之分。当然，现在台湾以“中华民国”的名义与国外建立的外交关系，从法理

而言，也是以中国的主权代表的名义以他国建交，外国承认的仍然是包括台湾和大陆的中

国主权，而非存在台湾自己的独立主权，更没有独立的台湾国。

（三）关于立法：

联合共和国可设最高立法会议，作为全中国的立法机构，立法机构组成人员可按一定

比例，分别由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的立法机构代表组成。最高立法会议取代大陆的人民代表

大会并吸纳部分台湾民意代表成为全中国的立法和民意代表机构，其选举分为大陆区和台

湾区两部分进行，大陆按社会主义制度选举、台湾按资本主义制度选举。台湾享有独立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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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立法权，可设立自己独立的立法机构。联合共和国宪法与台湾宪法对立法机构地位及功能

有相应的规定。

大陆地区的政治协商会议可以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名义继续存在，发挥其参政议政的

功能，同时吸纳台湾同胞的参与，起到沟通桥梁的作用，达到统一战线的目的。另一种可能

是在统一后，政协过渡为国家议会上院，在宪法中明确其职责，但考虑到中国的特殊国情

中国的两院制不同于西方两院制。政协，作为上院有立法的影响权、建议权、提案权，但不具

有最终决定权。最高立法会议具有最终的决定权。

（四）关于司法：

台湾司法独立，享有独立的终审权。一些涉及两岸的重大司法案件，可组特别法庭审

理。

（五）关于军事：

  台湾军队，是中国国国防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负责台湾本土的防卫，同时协助

大陆防卫南海。台湾总统作为台湾三军统帅，享有独立的指挥权，但相关军事行动应报联合

政府备案。两岸的军事政策要进行充分的协调，共同保护中华圣土。联合政府可成立隶属于

国防部的军事协调小组，专司两岸军事协调事务。

以上五点只是初步设想，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在借鉴的基础上不断创

新，更多的内容有待于专家学者进行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

四、坦桑尼亚模式相较于其他模式的优势

本文之所以推荐具有联邦制色彩而又不同于联邦制的坦桑尼亚模式，正如前文所说，

它相应的考虑了台湾方面的对等与尊严的要求，让台湾参与整个“新国家”的再造过程，

一定程度满足了台湾的主体性意识。同时又充分的顾及到大陆的政治现实与两岸巨大的实力

差距。当然在实施的过程中完全可以中国人的智慧继续加以创新和完善，最终创造中国自己

的统一模式。

通过下图的对比可以清楚的看出坦桑尼亚模式的比较优势。图中可接受度的确定在台湾

方面主要考虑台湾的尊严、对等及主体性要求的因素，大陆主要考虑不能出现两个国家的因

素，且都以国家统一为最终指向，如台湾当局拒不接受一中原则或发生重大分裂事变，则

两岸统一的最佳方式只能是武力统一。稳定性指标主要参考各模式所实现的最终国家（国家

联盟）政治结构的稳定性，国家（国家联盟）最高宪法的约束性大小，并参考各模式典型

国家（国家联盟）的政治现状。

模式

涉及因素 坦桑尼亚模式 联邦制模式 港澳模式 邦联（欧盟）

大  陆 可接受 低可接受度 高接受度 不可接受
 

台  湾 低可接受度 可接受 不可接受 高接受度

稳定性 较稳定 极不稳定 稳 定 不稳定

国家形式 联合共和国 联邦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

国 国家联盟

表一  各种模式的可接受度及稳定性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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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图可看出各模式之间很难保持大陆和台湾的同步高接受度。一种模式一方高接受度

时，另一方必然不可接受，而同时保持可接受度的联邦制又不稳定【5】，坦桑尼亚模式则能

让双方保持同步的可接受度。相信随着两岸的不断融合、认同的不断增强，这种模式的可接

受度会逐渐的提高。

两岸通过这种模式组建一个新的“中国”，而在这个“新中国”中，大陆又有着主体

性地位，台湾所享受的实际权力也比以前大的多。

五、坦桑尼亚模式与“一国两制”的关系

美国丹尼尔教授在《联邦主义探索》（p53）一书，把坦桑尼亚归为具有联邦制体制

（Federal Arrangements）的国家，借用联邦制的体制、原则、实践来实现国家的整合，而不

是正式意义上的联邦制（Federations）国家。人民大学王英津教授在《国家统一模式研究》一

书中，则把坦桑尼亚归为非洲地区的联邦制国家（p59）。由于王英津教授把统一国家的结

构形式仅仅分为联邦制与单一制两种，所以就只能把具有联邦制体制的坦桑尼亚归为联邦

制国家。笔者认为，单一制和联邦制并没有分明的界限，二者之间有很多模糊地带。随着社

会的不断发展，这种界限会越来越模糊，联邦制会借鉴单一制的特点，单一制会借鉴联邦

制的原则。笔者认为（见表二的区分）把坦桑尼亚归为具有联邦制体制的国家，更为恰当。

本文姑且把坦桑尼亚实现联合的模式称为坦桑尼亚模式，以便行文表述方便。

笔者认为坦桑尼亚模式对中国的启示主要有以下三点：（一）国家联合后的具体宪政

体制创新以及桑给巴尔更大更自由的地方自治权力，值得两岸的学习与借鉴。（二）坦桑尼

亚大陆和桑给巴尔双方在联合前的时空环境的特点台海两岸的相似性。（三）大陆和桑给巴

尔联合后，并没有采用联邦制建立以两个成员单位为基础的新的联邦中央，而是成立以大

陆为主体并吸纳桑给巴尔岛部分力量的联合政府及桑给巴尔政府。虽然现在坦国内有政党主

张成立联合政府及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地方政府三个政府，但当局没有采用，而是坚持现

有的体制，足见该模式的可行性。

涉及因素

模式 成员单位数目 成员单位规模 权力转移 政府数目

联邦制模式 两个或以上

各成员规模均衡

相差不是太大

各成员上交同等

权力，保留同等

权力

数个，包括联邦

中央政府及各组

成单位中央政府

坦桑尼亚模式 两  个

成员规模相差悬

殊，一方规模较

大，一方较小

规模较大的一方

上交全部权力，

较小的一方上交

部分主权行使权

两个，联合共和

国中央和地方政

府

（备注：借鉴王英津教授主权构成学说，表中权力指主权行使权）

表二   坦桑尼亚模式与联邦制的区别

如果中国借鉴坦桑尼亚模式实现统一是否违背“一国两制”的政策呢？笔者认为并不

违背，反而是拓展了“一国两制”的内涵与实现形式。

首先是“一国”，在港澳模式中，一国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在台湾模式中，“一

国”则是“一个中国”，这里的“一个中国”，即不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等于“中

华民国”，而是两岸同胞共同缔造的统一的中国【6】。现在中国政府关于“一个中国”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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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句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和大陆同属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不容分割”

只要坚持一个中国框架，什么问题都可以谈，这就使“一国”的内涵得到极大的拓展，也

为我们设计统一后的一个中国提供了政策基础。本文设计的统一后的“中国”就主权所有权

来说没有变化，仍属于全体中国人，主权行使权则由联合共和国联合政府和台湾政府分享

联合共和国联合政府以统一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为主体并在此基础上吸纳部分台

湾人士而建立，台湾政府则以现有的“中华民国政府”为基础建立，联合共和国政府由联

合政府和台湾政府共同组成，台湾政府的位阶高于大陆现有的省级地方政府，但低于联合

政府的位阶。

（备注：此图绘制参考了王英津著《国家统一模式研究》p284 图 6-5，图中单向箭头为垂直

关系的单一制，双向箭头为平行关系的准联邦制）

图二  两岸联合后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至于“两制”部分，统一后的中国在大陆（除港澳外）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实行

资本主义制度，国家选举分大陆区和台湾区进行，互相尊重，互不干涉。两种制度互相竞争

合作，更好的促进中华民族的发展。相信等到统一时，台湾的民主政治会更理性、更成熟；

大陆的政治经济也已发展到相当的水平，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制度已相当完善，综合国力已

大大增强，两岸制度的同质性将大大增强，更加具备共存共荣的基础。

    总之，统一后的两岸关系已明显具有联邦制的特征，这样的“一国两制”应是大陆可

能做出的最大让步了，充分考虑了台湾的需求与顾虑，理论上讲应是最可行的，至于能不

能实施还要看两岸关系的后续发展，有时候事情的发展并不会遵循理论的逻辑。

六、两岸未来统一的路线图

前面简单介绍了两岸统一后国家的组织形式，可那毕竟是蓝图，现价段我们要做的是

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规划出统一前两岸的努力方向，制定出可行的路线图。现在的国家状

态和统一后的国家状态作为相距遥远的两个点，必须由线把它们连起来，而这个线，就是

所谓的路线图。

台湾方面制定的《国家统一纲领》，阐述了三个阶段，近程，交流互惠；远程，互信合

作；远程；协商统一。从大的方向上来说是挺合理的，但可惜的是现在已经被终止，马英九

联合共和国中央

单

个

普

通

省

通

省

单

个

直

辖

市

单

个

自

治

区

单

个

特

别

区

台

湾

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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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也没魄力把它解冻，而且这三个阶段太笼统，不够具体。

笔者认为从具体的方面来讲，可按以下步骤来逐步的实现，这就是路线图的大概内容，

而且现在有些方向我们已经在努力了。

（一）签署 ECFA（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密切两岸经济合作关系，制定初步的经济

合作框架，奠定共同市场的基础。

（二）签署“和平协议”与建立军事互信机制，稳定两岸关系的现状，保证台湾不分

裂中国，两岸回归到和平发展的道路上来。此时政治互信大大增强，两岸关系得以发展的政

治基础更加稳固，相关的敏感议题得到初步解决。

（三）成立关税同盟、货币联盟，制定总体一致的涉外经济政策，以致建成共同市场

【7 】。从这一阶段开始两岸进入实质的统一阶段。

（四）政治联盟，逐步整合外交和军事资源，确立共同的外交、国防政策与目标。逐步

增强政治认同，国家整体认同。

（五）在两岸同胞不断加深认同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两岸联合的目标。在条件成熟的时

候，可签署联合协议，建立联合共和国，实现国家的统一。

七、现阶段两岸统合面临的障碍及化解的措施

     虽然两岸关系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但仍然面临着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不得到有

效解决或者说不把其危害降低到最低限度，两岸关系是很难实现质的发展的。障碍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华民国”的历史地位与台湾当局的政治地位问题。这是两岸关系的症结所在，也

是解决问题的难点所在。虽然“中华民国”已不具备合法的国际法主体地位，但必须正视其

存在的现实及历史原因，面对台湾一直在以“国家”的形式在运转，对这一历史问题给予

合法、合情、合理的解决，可在和平协议里达成初步的共识，初步定为尚未统一前的政治关

系。

（二）由于台独势力的干扰及政党各自政治利益的考量，岛内就统一没有共识。所以台湾当

局及最高领导人应怀有民族情怀，以国家整体利益为重，充分认识两岸之间的客观差异，

对台湾人民因势利导，增强台湾同胞民族认同感，逐步达成岛内对国家未来及统一问题的

共识。

（三）美国出于遏制中国的战略需要，不愿甚至反对两岸统一。所以中国应持续深化中美两

国关系，扩展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降低美国对台湾的战略需求。

（四）大陆内部对两岸统合思想不够开放，思路单一化。所以未来应拓宽思路，勇于直面

“中华民国”这一政治符号的存在，只要坚持一个中国，不出现“一中一台”、“两个中

国”的方案与思路都应予以讨论的空间。

    纵然面临着极大的困难，但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已成为趋势，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的

今天，这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

结 论

两岸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维护民族利益的根本需求，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可商量的只能是是统一的方式和国家未来的组织形式。两岸应创造条件，逐步展开政治谈判，

循序渐进规划两岸的未来。关于两岸统一的方式与路径可先由学术界进行充分的探讨，在坚

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不设限，充分的自由，在激烈的对话中达成妥协与共识，为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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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谈提供参考。

本文所介绍的坦桑尼亚模式也许并不是最好的两岸统一模式，但该模式的特点与优势

足以让我们受到启发，两岸未来的统一模式一定是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进行最大程度妥协

与创新而实现的。

纵然现阶段两岸还面临着很多问题，但大交流、大开放的趋势已然成形。两岸应继续在

“九二共识”这一政治基础上展开各方面、各层次的交流，求同化异，逐步消除隔阂，增进

民族感情，增强两岸人民对彼此是互相依赖、不可分离之整体的认知。总之，两岸应基于各

自“宪法”的要求，维护中华民族核心利益，促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促进整个大中华区

的繁荣与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注释】：

【1】：以上数字见于新华社资料频道，比例部分式根据公开资料计算得出。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06/19/content_447466.htm

【2】：会谈结束后，胡锦涛副主席和卡鲁姆总统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坦桑尼亚联

合共和国桑给巴尔革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的签字仪式。相关访问内容参见外交

部网站 http://un.fmprc.gov.cn/chn/pds/gjhdq/gj/fz/1206_45_5/xgxw/t6701.htm 

【3】：以上五点内容参考了《各国宪政制度和民商法要览》.北京，法律出版社.1986 年版 一

书的非洲分册中关于坦桑尼亚宪政制度的介绍及新华社资料频道的相关介绍。

【4】：见于香港《中国评论》135期，李家泉《关于构建两岸和平发展框架问题的探讨》

【5】：在王丽萍著的《联邦制与世界秩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第 215页有详

尽的论证，书中认为，如联邦中存在较大规模的单位且单位数量较少，此联邦极不稳

定。而两岸如以大陆、台湾两个联邦单位组成联邦共和国，正好符合上述条件。如以 34
个联邦自治单位组成（大陆 31 个省市自治区、港澳特区+台湾），则台湾对于沦为省

级单位几乎不可接受，大陆接受的可能性也比较低

【6】：见王英津著：《国家统一模式》p258。

【7】：台湾地区现任副领导人萧万长就曾极力推动两岸共同市场的建设，他认为两岸“共同

市场”是长远目标，可以从两岸关系正常化、两岸经济制度调和、全方位的经济统合工

作三个阶段，循序渐进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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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de of Tanzanian union used in the reunion of china
— a new form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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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Nowadays  there  are  lots  of  books  exploring  the  current  cross-strait 
relations.  Experts  of  this  area  have  put  forward  many  ideas  for  our  country 
reunification, such as , the federal model ,the European Union model, the roof of one 
China theory , three constitution of one china and so on. But all of them cannot be 
accepted by both two sides. In this paper, President Hu’s visit to Tanzania is an entry 
point and the model of Tanzania is a reference for the reunification of China. After 
comparing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Taiwan Straits  and Tanzania,  I plan a political 
system for the union country and a road map to reach this blueprint. Of course, we can 
not ignore the problems existing now, whether or not we properly deal with them will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future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Undeniably, the model 
talked about in this paper is only an initial ideas, and only an academic discussion, 
there are still imperf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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