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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軍事 
                                               

   
¢習近平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范長龍、許其亮任副主席，常萬

全、房峰輝、張陽、趙克石、張又俠、吳勝利、馬曉天、魏鳳和

任委員。 

¢武警實施司令員與政委雙主官制，未來不再用總隊長稱謂。武警

副司令員由5人減為4人，副政委維持3人。 

¢軍隊武警共41人當選18大中央委員，范長龍、許其亮當選中央政

治局委員。其中以北海艦隊司令員田中當選中委較為特別。 

¢近來解放軍增強海空投送能力，包括研發運-9、運-20運輸機，建

造多艘船塢登陸艦與軍民兩用船舶。 

¢在軍事改革方面，二炮成立第二炮兵戰略研究中心，提供首長機

關決策支援與諮詢服務。 

¢武器裝備方面，完成多款武器軍備研發、試射及採購等工作。試

射東風31A導彈、發射實踐9號、第16顆北斗、環境1號、遙感16

號衛星。殲31首飛，網傳殲18、運20照片。推出岷山、九寨發動

機。第2艘052D驅逐艦下水，第12、13艘054A護衛艦服役。採購

二手 Il-76運輸機、米 -171E直升機、D30KP2發動機。改裝Tu204

加油機。合建4艘阿穆爾潛艦。 

¢舉行東海協作海上維權、紅星指揮舉所及南京對抗等演習。並與

美國及澳、紐舉行人道救援聯合演練，另與約旦、白俄舉行反恐

聯合訓練。第12批護航編隊分訪澳洲、越南。 

 

一、習近平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 
中共 18 屆 1 中全會決定習近平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范長龍、許其亮為

副主席。委員為常萬全、房峰輝、張陽、趙克石、張又俠、吳勝利、馬曉天、魏

鳳和(新華網，2012.11.15)。中央軍委委員、二炮司令員魏鳳和晉升上將(新華網，2012.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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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軍區司令員房峰輝上將任總參謀長，南京軍區司令員趙克石上將任總後

勤部長，瀋陽軍區司令員張又俠上將任總裝備部長，副總參謀長魏鳳和中將任二

炮司令員，海軍司令吳勝利上將留任(明報新聞網，2012.10.24)。廣州軍區政委張陽上將任

總政治部主任，總政治部主任助理魏亮中將任廣州軍區政委，二炮政治部主任殷

方龍中將任總政治部副主任(文匯網，2012.10.23)。總參謀長助理戚建國中將和中央軍委

辦公廳主任王冠中中將任副總參謀長(明報新聞網，2012.10.23);副總參謀長馬曉天上將任

空軍司令員，成都軍區政委田修思上將任空軍政委，空軍政治部主任朱福熙中將

任成都軍區政委(文匯網，2012.10.23)。駐香港部隊司令員張仕波中將任北京軍區司令

員，瀋陽軍區副司令員王曉軍中將任駐香港部隊司令員(大公網，2012.10.26);蘭州軍區區

參謀長劉粵軍中將任蘭州軍區司令員，廣州軍區政治部主任鄭衛平中將任南京軍

區政委，副總參謀長蔡英挺中將任南京軍區司令員(文匯網，2012.10.30);南京軍區副司令

員王教成中將任瀋陽軍區任司令員(大公網，2012.10.31);濟南軍區參謀長趙宗岐中將任濟

南軍區司令員、黨委副書記(大公網，2012.11.8)。 

副大軍區級別將領職務調整，南京軍區副司令員兼軍區空軍司令員乙曉光中

將任總參謀長助理，遺缺由濟南軍區副司令員兼軍區空軍司令員鄭群良中將接

任。總政治部辦公廳秘書長張貢獻少將任濟南軍區政治部主任。總政治部幹部部

部長於大清任第二炮兵政治部主任;總後勤部司令部參謀長劉錚少將任總後勤部副

部長。廣州軍區聯勤部政委周為民少將任廣州軍區政治部主任;廣州軍區副政委劉

長銀中將任廣州軍區副政委兼紀委書記。濟南軍區陸軍第 20 集團軍政委楊玉文

少將任廣州軍區副政委(大公網，2012.12.30);濟南軍區空軍副司令員孫和榮少將任濟南軍

區空軍司令員，空軍政治部副主任于忠福少將任濟南軍區空軍政委(文匯網，

2012.12.29)。國防大學副校長王西欣少將任瀋陽軍區副司令員(文匯網，2013.1.1);內蒙古軍

區司令員劉志剛少將任北京軍區副司令員;濟南軍區副政委王健中將任北京軍區副

政委。北京軍區副政委程童一中將兼任軍區政治部主任(大公網，2013.1.2);蘭州軍區第

21 集團軍軍長何清成少將任蘭州軍區參謀長(大公網，2013.1.2);北京軍區政治部主任崔

昌軍中將任總政治部主任助理(大公網，2013.1.7);濟南軍區第 26 集團軍軍長馬宜明少將

任濟南軍區參謀長(大公網，2013.1.8);瀋陽軍區第 40 集團軍軍長彭勃少將任蘭州軍區副

司令員(大公網，2013.1.9)。濟南軍區政治部主任張烈英中將任濟南軍區副政委。總政組

織部部長秦生祥少將任軍委辦公廳主任;另一總政主任助理由海軍副政委岑旭中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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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任。南京軍區集團軍軍長蔣謨祥、政委王平升任南京軍區副司令員、副政委(大

公網，2013.1.10)。 

 

二、武警實施司令員與政委雙主官制 
近日武警總隊主官進行調整，將比照軍方職稱，實施司令員與政委雙主官

制，未來不再用總隊長稱謂，但部分主官仍沿用總隊長稱謂。武警北京總隊政委

張瑞清任武警部隊副政委;武警部隊後勤部副部長魏佑江任上海總隊總隊長;于鐵

民任武警江蘇總隊總隊長;陳進平任浙江總隊總隊長，浙江總隊參謀長金林炎任

武警森林指揮部副主任，杭州支隊支隊長陳明華任浙江總隊參謀長，武警貴州總

隊政委戴建國任浙江總隊政委。四川總隊總隊長楊士武任武警部隊副參謀長，遼

寧總隊總隊長肖鳳任四川總隊總隊長。北京總隊參謀長沈濤任河南總隊總隊長，

總部司令部作戰勤務部副部長文志雄任河南總隊參謀長。福建總隊總隊長黃海輝

任武警部隊副參謀長、武警部隊司令部通信部部長楊海任福建總隊總隊長。海南

總隊參謀長孫建鋒任海南總隊司令員。福建總隊? 謀長王碧含任廣西總隊司令

員。黑龍江總隊政治部主任劉振所任山西總隊政委。武警部隊政治部組織部部長

王愛國任山東省總隊政治委員。江蘇總隊政治部主任徐國岩任武警黑龍江省總隊

政委(人民網，2012.12.28)。貴州總隊政治部主任韓雲鵬任貴州總隊政委，武警8,720部隊

政委張桂柏任雲南總隊政委，新疆總隊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馬榮輝任上海總隊政

委、黨委書記等。武警後勤部基建營房部副部長王珠鋒任海南總隊副司令員。海

南總隊後勤部部長魏剛任海南總隊? 謀長。上海總隊政委胡漢武任武警水電指揮

部政委(文匯網，2012.12.29)。 

西藏武警總隊長郭毅力任該總隊司令員。西藏武警總隊司令員郭毅力、政委

汪象華按正軍職待遇(大公網，2012.10.28)。武警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指揮部升格為副軍

級，邸明任司令員，吳玉科任政委(大公網，2012.10.27)。2008年武警新疆總隊升為正軍

級，下轄正師級南疆武警指揮部和建設兵團武警指揮部，共由15個團級支隊和1

個直屬大隊(駐首府烏魯木齊)、1個機動師組成(明報新聞網，2011.8.9)。 

武警副司令員何映華中將退休，至此武警副司令員由5人減為4人，副政委保

持3人格局。武警舉行晉升少將警銜儀式，武警河北總隊司令員李志堅、武警海

南總隊政委戴金益、武警青海總隊司令員宋寶善、武警新疆總隊副政委韋啟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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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警森林指揮部副司令員魏鳳桐、武警森林指揮部政治部主任徐元鴻、武警水電

指揮部副政委林卿、武警工程大學副校長郭志剛、警官學院政委楊乘、武警政治

學院院長李吟、政治學院政委蔣勇等11人晉升武警少將警銜(文匯網，2013.1.6)。 

 

三、軍隊武警41人任中央委員  

軍隊武警當選18屆中央委員包括：軍委副主席范長龍和許其亮當選中央政治

局委員，軍委委員常萬全，總參謀長房峰輝、副總參謀長孫建國、戚建國和王冠

中，總政治部主任張陽、副主任杜金才(中央軍委紀委書記)、賈廷安與吳昌德，總後勤

部部長趙克石與政委劉源，總裝備部部長張又俠與政委王洪堯，海軍司令員吳勝

利與政委劉曉江，空軍司令員馬曉天與政委田修思，二炮司令員魏鳳和與政委張

海陽，瀋陽軍區司令員王教成和政委褚益民，北京軍區司令員張仕波和政委劉福

連，蘭州軍區司令員劉粵軍，濟南軍區司令員趙宗岐和政委杜恒岩，南京軍區司

令員蔡英挺與政委鄭衛平，成都軍區政委朱福熙，廣州軍區司令員徐粉林和政委

魏亮，軍事科學院院長劉成軍和政委孫思敬，國防大學政委劉亞洲，北海艦隊司

令員田中，西藏軍區司令員楊金山，新疆軍區司令員彭勇，武警部隊司令員王建

平與政委許耀元(文匯網，2012.11.27)。 

 

四、增強海空投送能力 

近年來解放軍大幅增強海空投送能力。在烏克蘭安特諾夫公司協助下，中共

研發中型運-9與大型運-20運輸機。運-9是運-8F-200的加長型，於2011年首飛並已

服役中。運-9裝備4台國產FWJ6C渦槳發動機，可裝載16噸貨櫃或20噸散裝物資，

或攻擊直升機大型裝備。在人員運輸方面，擁有106個座位或72具擔架。運-20類

似美國C-17，裝備4台D-30KP2俄製發動機，未來將改裝國產WS-18發動機

(CFM56)。海軍已經下水第3艘071型船塢登陸艦，該艦28,000噸，可搭載500-800名

部隊，未來可能在建3艘。中共另展示類似法國西北風(Mistral)級直升機船塢登陸艦

(Landing Helicopter Dock, LHD)模型，計劃建造3-6艘(Defense News，2012.10.18)。 

近年來中共投入使用多艘軍民兩用船舶。客滾船既是民用運輸船，也是兩棲

增強平台，民用渡輪運送能力推估為軍用兩棲艦艇2-3倍。2012年9月搭載武器裝

備的鐵路車輛進入渤海1號滾裝渡輪，展開軍事運輸任務。該渡輪在設計時即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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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軍事運輸需求，在甲板上預留直升機起降空間，底層火車艙鋪設嵌入式鐵軌，

可在50節鐵路車輛。其他6層為汽車艙與客艙，並具備滾裝滾卸重型裝備和人員

乘降保障能力(大公網，2012.10.10)。2012年10月中共第2艘3.5萬噸軍民兩用客滾船渤海

晶珠輪投入營運，該輪設有3層車輛艙，具備直升機起降條件(大公網，2012.10.15)。 

 

五、成立第二炮兵戰略研究中心 

第二炮兵戰略研究中心成立大會12月21日在第二炮兵裝備研究院舉行。該戰

略研究中心成立後，將作為第二炮兵戰略問題研究的主要力量、首長機關決策的

智囊機構、戰略領域科研學術交流的核心平台，重點圍繞第二炮兵發展戰略、作

戰力量和武器裝備建設頂層設計規劃以及力量運用籌劃等問題展開研究，為軍委

總部和第二炮兵首長機關決策提供技術支援和咨詢服務(文匯網，2012.12.23)。 

 

六、武器裝備 
二炮部隊 11月 30日在山西五寨航天和導彈試驗中心試射東風-31A導彈，這

是 2012 年 8 月以來第 2 次試射(Washington Free Beacon，2012.12.4)。太原衛星發射中心 10

月 14日使用長征 2號丙運載火箭，以一箭雙星方式成功發射實踐 9號 A/B星(文匯

網，2012.10.15)。西昌衛星發射中心 10 月 25 日使用長征 3 號丙運載火箭，將第 16 顆

北斗導航衛星發射升空並送入軌道(新華網，2012.10.26)。太原衛星發射中心 11 月 19 日

使用長征 2 號丙運載火箭，成功發射環境 1 號 C 衛星並搭載 1 顆新技術驗證衛星

和蜂鳥試驗載荷(新華網，2012.11.19)。酒泉衛星發射中心 11 月 25 日使用長征 4 號丙運

載火箭，將遙感衛星 16號送入太空軌道(新華網，2012.11.26)。 

中航工業瀋飛 AMF五代戰機殲-31，10月 31 日成功首飛。殲-31鶻鷹猜測用

途包括與重型殲-20 形成高低配，出口型隱形戰機，或取代殲 15 的新 1 代隱形艦

載機(文匯網，2012.10.31)。網傳瀋飛另一款五代短距起飛/垂直降落雙發戰機照片，被稱

為殲-18 紅鷹(新華網，2012.12.22)。另網傳中共重型運輸機原型運-20 照片，與俄國 Il-76

相比，運-20 體型較大，且有重大改進。飛機裝備 4 個俄製 D-30K-P2 發動機，推

力顯然略有不足(文匯網，2012.12.25)。中航工業在 9 屆珠海航展推出岷山與九寨兩型航

空發動機，其中岷山推力 4,700 公斤力，將裝配 L-15 教練機，取代烏克蘭製

4,200公斤力的 Al-222-25F，而九寨屬推力 1,000公斤力級航空發動機，將裝配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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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座小型商務機(新華網，2012.11.14)。第 2 艘 052D 驅逐艦近日將下水，預計解放軍海

軍將建造 4 艘該型驅逐艦(文匯網，2012.12.20)。052D 配備兩套導彈垂直發射裝置，各

有 32 個發射單元。能同時使用防空導彈、反艦導彈、反潛導彈和對陸攻擊等 4

種不同類型導彈(大公網，2012.10.24)。12 月 22 日舷號 547 臨沂號 054A 型護衛艦編入

北海艦隊服役。12 月 26 日舷號 573 柳州號同型護衛艦編入南海艦隊服役。目前

解放軍海軍列裝兩艘 054 型護衛艦和 13 艘 054A型護衛艦，共計 15 艘。其中東

海艦隊和南海艦隊各 6艘，北海艦隊 3艘(大公網，2013.1.4)。 

解放軍空軍 2010 年向俄國訂購 10 架二手 Il-76MD/TD 運輸機開始交付。目

前中方接收 4 架(大公網，2013.1.13)。俄羅斯國防出口公司與中共保利技術公司簽署 52

架米-171E 型運輸直升機採購合同。首批 8 架在 2012 年底交付，其餘 44 架將在

2013-2014 年交付。2009 年俄羅斯直升機控股集團曾與中共簽署 32 架米-171E(大

公網，2013.1.1)。「中」俄正進行將 1 架中共 Tu-204-120CE貨機改裝為空中加油機的

談判。2001 年「中」俄兩國簽署提供 5 架 Tu-204-120CE 貨機合約。俄方發現大

陸將首架 Tu-204-120CE 貨機運送至陝西空軍試飛中心改裝硬管空中加油設備，

準備未來為殲 20 等五代機提供加油。該機運載能力為 28 噸，航程約 4,000 公里

(文匯網，2013.1.1)。根據 2011 年中俄簽署 184 台 D-30KP-2 發動機供應合約，俄方生

產商土星科學生產聯合體有限責任公司 10 月 16 日向大陸交付首批 12 台發動

機，2012 年底再交付第 2 批發動機，2013 年計畫交付 60 台，2014 年 72 台。土

星在 2009年至 2011年已向中方出口 55 台 D-30KP-2發動機合約(大公網，2012.10.19)。

「中」俄已經簽署共同設計和建造 4 艘阿穆爾(Amur)-1650 柴電潛艦框架性合約。

合約價值 20 約億美元。雙方各自在本國內生產兩艘，大陸零部件在最終產品不

超過 30%(文匯網，2012.12.22)。 

 

七、演習訓練  

東海艦隊10月19日與農業部東海區漁政局、國家海洋局東海分局在東海舟山

以東海空域組織東海協作-2012軍地海上聯合維權演習。演習檢驗軍地海上聯合維

權指揮協同和應急處置能力，東海艦隊和海監、漁政部門11艘艦船、8架各型飛

機參加演習(新華網，2012.12.18)。11月19-30日在中國大陸西北沙漠中一處試驗訓練基

地，來自空軍14個航空兵旅團 約100名飛行員駕駛各自戰機進行空戰演練，發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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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彈50多枚。這是近年來空軍進行最大規模的對抗性空戰測試評估，內容包括電

磁干擾反制和在沒有導引的情況下快速接敵、格鬥(新華網，2012.12.7)。 

紅星-2012野外指揮所演習11月1日在石家莊舉行，為期7日。由石家莊陸軍指

揮學院培訓的陸軍兵種團級指揮員編組成3個野外戰術兵團指揮所，與軍校專

家、教員組成的藍軍指揮所展開對抗。這次演習是聯教-2012確山聯合演練的延伸

和深化，既探索聯教聯訓常態化機制，又檢驗和提高學員信息化聯合作戰指揮能

力(新華網，2012.11.1)。代號2012南京對抗的全軍指揮對抗演練11月27日在南京舉行。

以南京陸軍指揮學院為主組建的首支院校專業化模擬藍軍，依託指揮專網等資訊

化裝備，與南京軍區某兩棲機步師首長機關展開遠程異地自主對抗(新華網，

2012.11.27)。 

大陸、澳大利亞、紐西蘭3國軍隊10月29日至11月1日在澳大利亞布里斯班舉

行代號為合作精神-2012人道主義救援減災聯合演練(Exercise Cooperation Spirit 2012)。大陸

軍隊派出指揮組和醫務專業分隊約30人參演(新華網，2012.10.25)。大陸與約旦軍隊11月

16日在約旦安曼開始舉行為期15天的特戰分隊反恐聯合訓練，雙方各派50名官兵

? 加(解放軍報，2012.11.17)。大陸與白俄羅斯空降兵第2次聯合訓練11月26日至12月7日

在中國大陸境內舉行。第1次聯合訓練在2011年7月在白俄羅斯境內舉行(新華網，

2012.11.26)。「中」美兩軍人道主義救援減災聯合室內推演11月29-30日在四川成都

舉行，雙方參演人員共32人(新華網，2012.11.30)。 

針對美軍公布美日刃劍(Keen Sword)演習，由東海艦隊導彈驅逐艦杭州艦、寧波

艦，導彈護衛艦舟山艦、馬鞍山艦，綜合補給艦鄱陽湖艦組成的海軍艦艇編隊。

11月28日上午10時通過宮古海峽，進入西太平洋海域。12月10日在與那國島與西

表島附近海域，發現該艦艇編隊向東海方向航行(新華網，2012.12.10)。此外，第12批海

軍護航編隊益陽號和常州號導彈護衛艦、千島湖綜合補給艦於12月18日抵達澳洲

雪梨訪問5天(新華網，2012.12.23)；並於今(2013)年1月7日抵靠越南胡志明市訪問5天(新華

網，2013.1.7)。 

 

（歐錫富主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