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俄近期軍事互動觀察
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講座教授郭武平主稿

「中部-2019」戰略演習於 9 月 16 至 21 日在俄羅斯舉行，模擬假
想敵展開大規模進攻行動，係對美國退出「中導條約」和北約在俄
邊境演習的回應，及宣示兩國聯手抗美。
中俄一年舉行 3 次重要軍演，發展出緊密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儘管
雙方聲明結伴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國，然面對當前美對中
俄打壓，兩方聯手頗有對抗美國的全球戰略企圖。

（一）前言
俄羅斯「中部-2019」戰略演習 9 月 16 至 21 日於俄羅斯舉行，
這次演習共有 12.8 萬名軍人參演，規模之大令全球關注。此次演習
除俄羅斯軍隊外，還有 7 個國家約 2,250 名軍人參演，其中主要是中
共派出的 1,600 名部隊。近十餘年來，每一次的中俄軍演，都會引起
國際間的高度關注，因為這不但是中俄兩國間的大事，也是影響亞太
地區安全的大事，更是影響全球權力板塊異動的大事，全球矚目。
中共與俄國的關係，從 50 年代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關係，到 60
年代雙方交惡謾罵，陳兵邊界劍拔弩張直至 80 年代。90 年代蘇聯解
體，俄羅斯獨立至今，中俄關係正常化並快速走向「全面戰略協作夥
伴關係」
。近年來，在中俄關係中，兩國的聯合軍演最受國際的矚目。
中俄間的例行年度軍演，除已常態化的「和平使命」和「海上聯合」
聯合軍演外，9 月俄羅斯的「中部-2019」戰略演習，是繼去年俄羅斯
首次「東方-2018」戰略演習之後，第二次的大規模戰略演習，俄羅
斯刻意連年邀請中共軍隊參演，顯示中俄兩國的軍事互信程度不斷的
提升加強。尤其是，在中、美、俄大國權力競逐的背景下，中俄有聯
手抗美的戰略意圖，其對全球地緣戰略的影響，值得重視與觀察。

（二）中俄軍演的背景
1991 年底，前蘇聯解體後，全球進入以美國為主的單極超強世
界。繼承大統的俄羅斯與中共關係開始走向正常化，1996 年雙方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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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成為｢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2001 年中俄簽署「中俄睦鄰友好合作
條約」
，同時成立｢上海合作組織」
。其後，兩國在國際政治經常聯手
對抗超強美國，在軍事面更是緊密合作頻繁舉行軍演，企圖改變以美
國為主的單極霸權，建成多極的世界體系。
2005 年 8 月 18 日，中共和俄羅斯首次舉行名為
「和平使命-2005」
的聯合反恐軍事演習，正式展開中俄軍演帷幕。這是由中俄主導的上
海合作組織首度舉行的聯合軍演。其後每年舉行一次，主要應對成員
國共同面臨的非傳統安全威脅，國際間甚至稱之為東方的北約，顯示
其受國際重視。

（三）14 年來的中俄軍演
每年一度的「和平使命」聯合反恐軍演，自 2005 年「和平使命
-2005」起迄今 14 年，這項軍演已常態化，對維護上合組織成員國邊
境安全與防止恐怖攻擊，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與功能。中俄關係有當
前的軍事合作與互信，從每年不斷升級擴大的「和平使命」聯合軍演
可見一二。
其次是，2012 年 4 月 26 日中俄「海上聯合-2012」聯合軍演首度
在黃海海域舉行。中俄的聯合軍演從陸地轉向海洋。今年的中俄「海
上聯合-2019」聯合軍演於 4 月 29 日在中國大陸青島舉行，以海上實
兵演練聯合防衛行動為主題，中俄雙方混編成紅藍兩方，2 艘潛艇、
13 艘水面艦艇、固定翼飛機等兵力，圍繞聯合援潛救生、聯合反潛、
聯合防空等 10 餘個貼近實戰化課目。迄至 2019 年，中俄已舉行過
10 次海上聯合軍演，演習地區遍及歐亞各大洋。
第三是，2018 年 9 月 11 日，俄羅斯「東方-2018」中俄聯合戰役
演練在俄羅斯後貝加爾邊疆區楚戈爾訓練場舉行。
「東方」
、
「西方」、
「中央」
、
「高加索」四大首長司令部戰略演習是俄羅斯例行性大規模
演習。
「東方-2018」演習規模空前，甚至超越蘇聯歷史上 1981 年「西
方-81」規模最大的訓練演習。參演人員超過 30 萬，參演裝備車輛 3.6
萬臺、各種飛機千餘架、艦船近 80 艘，可稱史無前例。中共派出 3,200
名軍人、超過 900 臺各型武器裝備、30 架固定翼飛機和直升機參加
俄軍戰略演習。這場演練形式不同於前述「和平使命」
、「海上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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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演習，但卻顯示著兩國不斷升溫的軍事關係。
此次「中部-2019」戰略演習在俄羅斯車裡雅賓斯克等五個州和
達吉斯坦共和國、阿勒泰邊疆區以及裡海水域等訓練場舉行，演習除
俄羅斯軍隊外，還有中共、巴基斯坦和中亞地區等 7 國部隊，其中最
主要是中共西部戰區派出的 1,600 人兵力，各型武器裝備 300 餘臺，
固定翼飛機和直升機近 30 架，以及 96 式主戰坦克、04A 式步兵戰車、
07 式 122 毫米自行榴彈炮等，這都是中共陸軍較先進的型號。演習
係針對假想敵展開大規模進攻行動，是典型的傳統安全演習。

（四）軍演的意義與目的
「和平使命」聯合反恐軍事演習，是在上海合作組織下的聯合軍
演，針對成員國共同面臨的非傳統安全威脅的演習，對穩定中俄邊界
和中亞地區恐怖攻擊深具穩定與威嚇作用，同時也深化中俄軍事互信
並強化中俄作戰協同能力，應對新挑戰和新威脅。「海上聯合」聯合
軍演，則是兩國向全世界宣示中俄軍演從陸地走向海洋，開啟境外海
洋聯合軍演時代，展現中俄共同應對全球海上安全威脅能力。
俄羅斯「東方-2018」中俄聯合戰役演練，當時英國「金融時報」
評論稱：這場軍演展示亞洲最大的兩個軍事強國的實力和友誼。美國
「華爾街日報」則指出：中俄兩國不只是進行象徵性的武力展示，而
是發展到協調武器系統和指揮結構的程度。2018 年以前，中共參加
的均為中俄聯合演習，惟去年中共首度受邀參與俄羅斯「東方」演習，
今年又參與俄羅斯「中部」演習，有以下幾個重要觀察點：首先，這
次演習是典型的傳統安全領域演習，與上合組織舉框架下的非傳統安
全以反恐為主的演習不同；其次，解放軍係受邀參加俄羅斯的重大軍
演，與中俄聯合軍演性質不同；第三，對美國退出「中導條約」和北
約在俄邊境舉行演習的回應；第四，顯示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在軍
事和安全領域已全面深化；第五，演習更是向美宣示兩國聯手對抗美
對俄中的遏制。
值得注意的是，2019 年 7 月 23 日，中共兩架 H-6 轟炸機與俄國
兩架圖 95 曾在日本海上空會合後，一起穿過對馬海峽飛往釣魚臺方
向，這是中俄首度在空中的聯合戰略巡航，意義更是非比尋常。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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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總統普丁更表示將協助中共建立美俄才有的飛彈預警系統，徹
底提升中共的飛彈防禦能力。
綜觀以上不同類型的中俄軍演和空中的聯合巡航，中俄已從陸地、
海上至空中，開展全方位的聯合軍演，演習更從針對非傳統安全回到
傳統安全領域。其目的除分享作戰經驗技能、建立聯合作戰能力、預
防打擊恐怖攻擊和加強邊境安全外，更經由軍演增進雙方軍事互信，
向全世界宣示中俄聯手實力不容忽視。

（五）結語
中俄建交 70 年來，雙方關係從友好同盟到交惡為敵再到關係正
常化和當前的「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從中俄關係史來看，
發展到 1 年舉行 3 次重要軍演，這在全球各國關係史實屬罕見的緊密
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但如同軍事評論人赫拉姆奇辛（Hermakisin）說：
北京不會因為俄羅斯而與整個北約集團對抗，俄羅斯也不會因為北京
而破壞與越南及中共其它鄰國的關係。雖然，北京經常特別聲明，中
俄是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結伴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
三國，是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係。但是，在當前美國一
再打壓俄羅斯與中共的國際大環境下，特別突顯中俄聯手對抗美國的
全球戰略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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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期中國大陸豬肉短缺情形及中共因應
作為觀察
政治大學兩岸政經研究中心主任魏艾主稿

 中國大陸今年 9 月份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上漲 3％，漲幅創近
6 年來新高；其中，食品價格上漲 11.2％，豬肉價格同比上漲 69.3
％，豬肉等肉類食品價格是 CPI 的主要拉漲因素。
 非洲豬瘟、規模化養殖等缺失，及環保禁養執行不當，造成生豬供
應短缺，導致豬肉價格飆漲。中共為解決豬肉供需緊張關係，提出
穩定生豬生產促進轉型升級的目標和政策措施，一般預測明年中後
豬價可能回穩。
 在經濟增長放緩的情勢下，中國大陸經濟正面臨 CPI 與 PPI、食品
價格與非食品價格等走勢分化的雙重分化格局，潛藏通貨緊縮的風
險，再加上美中貿易戰衝擊，增添宏觀調控的變數。
任何一個國家或經濟體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都必須在穩增長、
控物價、增就業、調結構等長短期目標做出取捨或尋求平衡。近年來
中國大陸經濟增長面臨衰退壓力，穩增長自然是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
另為避免經濟下滑可能引發的社會經濟問題，穩就業也是當前中共經
濟工作的重點。惟今（2019）年中國大陸經濟運行的特點，便是物價
的較快速上漲。9 月中國大陸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上漲 3％，漲
幅較 8 月份擴大 0.2 個百分點，創下近 6 年來新高。其中食品價格上
漲 11.2％，漲幅擴大 1.2 個百分點，而豬肉價格同比上漲 69.3％，豬
肉等肉類食品價格是 CPI 的主要拉漲因素。然與過往係因貨幣擴張等
因素導致物價上漲明顯不同，近期中國大陸豬肉價格主要是非洲豬瘟
疫和豬生產周期的衝擊，以致豬肉供應短缺所造成。為緩解此一供需
緊張關係，中共已陸續採取鼓勵毛豬養殖、加大進口、提供民眾價格
補貼等方式來平抑豬肉價格漲勢。一般估測，在明（2020）年中以後
豬價才可能回穩。但是在 CPI 走高，而因內外在需求走弱導致工業生
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卻不斷下降，這種物價兩重分化的情況下，
將嚴重影響中共宏觀經濟調控政策走向。
5

（一）中國大陸物價情勢和特點
近年在內外在環境的衝擊下，中國大陸不斷調低 GDP 預期增長
目標。今年中國大陸 GDP 增長目標定在 6％-6.5％，CPI 漲幅控制在
3％左右。根據中共國家統計局公佈的資料顯示，今年前三季中國大
陸 GDP 同比增長 6.2％，其中，第一季增長 6.4％，第二季增長 6.2
％，第三季增長 6.0％。在居民消費價格方面，前三季中國大陸 CPI
同比上漲 2.5％，PPI 同比下降 1.2％，環比上漲 0.1％（中共國家統計局，
2019.10.18）
。

中共認為今年前三季中國大陸「國民經濟運行總體平穩，經濟結
構持續優化，民生福祉不斷改善」
。誠然的，前三季的 GDP 增長率有
所放緩，但仍在 6％-6.5％預期增長的合理區間內。
在居民消費價格方面，2015 至 2019 年中共經濟調控把 CPI 的漲
幅控制在 3％左右作為目標。這期間，中國大陸 CPI 亦均能控制在 3
％以下。2015 年中國大陸的 CPI 為 1.4％，2016 年為 2.0％，2017 年
為 1.6％，2018 年為 2.1％。今年前三季中國大陸 CPI 漲幅 2.5％，雖
較 2018 年上升 0.4 個百分點，似乎亦符合經濟調控的目標要求。
若從物價漲勢加以分析，今年前三季，中國大陸城市 CPI 上漲
2.4％，農村上漲 2.6％。分類別看，食品類上漲 6.5％，非食品類上
漲 1.5％。在食品菸酒價格中，糧食價格上漲 0.5％，豬肉價格上漲
21.3％，鮮菜價格上漲 5.1％。扣除食品和能源價格後的核心 CPI 同
比上漲 1.7％，漲幅比上半年回落 0.1 個百分點（中共國家統計局，2019.10.18），
但這些總體數據似無法反映近來中國大陸物價漲勢的確實內涵。
今年 1 月中國大陸 CPI 漲幅 1.7％，2 月份下降至 1.5％，隨後 3
月份 CPI 漲幅上升至 2.3％，4-6 月分別為 2.5％、2.7％和 2.7％，7
月上升至 2.8％。8 月 CPI 雖維持與 7 月持平的 2.8％，其中豬肉價格
上漲 46.7％，漲幅比 7 月再擴大 19.7 個百分點，影響 CPI 上漲約 1.08
個百分點（信報，2019.9.11）。9 月，CPI 同比上漲 3.0％，這是 2014 年以
來 CPI 通脹首次觸「3」
，其中食品價格上漲 11.2％，漲幅擴大 1.2 個
百分點，影響 CPI 上漲約 2.21 個百分點。食品價格上漲成為推動 CPI
漲幅擴大的主要原因。食品中，豬肉價格同比上漲 69.3％，漲幅擴大
22.6 個百分點，影響 CPI 上漲約 1.65 個百分點（人民日報，2019.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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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中國大陸 CPI 運行有其結構性特徵，亦即豬肉價格貢獻 CPI
一半以上的漲幅，剔除豬肉價格影響後，CPI 也就上漲 1.4％左右。
加上豬肉價格上漲的溢出效應，即具有替代屬性肉蛋白類食品價格也
出現不同幅度上漲。

（二）中國大陸豬肉價格上漲的成因
造成中國大陸豬肉供應緊張的情勢，有內在和外在的多重因素。
自去（2018）年遼寧發現首例非洲豬瘟，至今年 4 月疫情迅速蔓延中
國大陸 31 個省市自治區。儘管在年中疫情受到控制，但是作為「養
豬大國」的中國大陸，要徹底根除非洲豬瘟確實有其難度。加之持續
的疫情，不僅使大量豬隻死亡，也影響養殖企業和養殖戶的信心和生
產，使生豬產業面臨轉型，此等因素綜合造成豬肉價格上漲。非洲豬
瘟對生豬是一個毀滅性的疾病，感染病毒的生豬死亡率幾乎是百分之
百。據中共農業農村部的統計，截至今年 7 月初，中國大陸撲殺生豬
116 萬隻，全中國大陸生豬數量跌至 10 年來最低（明報，2019.8.26）。
長期以來，
「豬周期」一直是影響中國大陸生豬供應的重要因素。
「豬周期」是指生豬生產和豬肉銷售過程中的價格周期性變動，尤其
中國大陸是以散戶為主體的養殖環境，易放大價格的反映，嚴重影響
生豬的供應，進而造成價格的波動。自 2006 年以來，中國大陸的「豬
周期」主要有如下的特點（大公報，2019.10.9）：一是每輪豬周期大約 3 至
4 年，豬價下滑時間略長於上漲時間，在價格下跌時，利潤雖減少但
只要未虧損，養殖戶退出意願不強。二是每輪豬周期均伴隨疫病的影
響，使豬肉供應起伏，惟近期的豬周期相較於過往又增加市場因素以
外的政策性干擾，最明顯的便是環保政策的要求。三是非洲豬瘟發生
之前，上一輪豬周期積累的過剩產能逐漸出清，基本上已潛在地啟動
新一波豬周期，豬肉價格存在著內生上漲動力。
事實上，本輪豬周期自 2018 年年中便已開始，從豬肉價格的走
勢看來，2018 年 8 月豬肉價格下跌 4.9％，隨後下跌趨勢雖有緩和，
2018 年 12 月下跌 1.5％，2019 年 1、2 月分別下跌 3.2％、4.8％，但
是自 3 月上漲 5.1％以來，豬肉價格漲勢快速攀高，4-6 月漲幅分別為
14.4％、18.2％和 21.1％，7 月漲幅已達 27％，8 月漲幅更衝上 46.7
7

％（文滙報，2019.9.11）。9 月，豬肉價格上漲 69.3％，漲幅較 8 月擴大 22.6
個百分點。
歸結自 2018 年以來中國大陸所呈現的漲幅大、速度快的「豬周
期」，主要有四大原因：非洲豬瘟、內生豬周期、規模化養殖策略、
環保禁養擴大化且執行不當。除前已陳述的非洲豬瘟和內生豬周期外，
近年來中國大陸積極推動的規模化養殖導致散戶大量退出，在散戶養
殖仍占相當高比例的現行格局下，豬肉供給下降推動價格漲勢。另外，
自 2015 年以來，在環保政策要求下，去年以養豬場污染空氣為由，
各地制定劃定禁養區和區內污染養殖戶搬遷計劃，甚至大規模強拆豬
場，執法的不當嚴重影響養殖戶生產意願，進而減少豬肉的供給（信
報財經月刊，2019 年第 10 期）
。

（三）中共解決大陸豬肉供需緊張的政策和措施
中國大陸是生豬生產和消費大國，生豬的飼養量約占全球一半，
豬肉在居民肉類消費結構中的占比高達 62.7％；因此，穩定生豬生產
發展對於保障大陸人民生活、穩定物價、保持經濟平穩運行、減少民
怨，以維持社會經濟的穩定具相當重要的意義。
為確保大陸民眾對豬肉的需求、困難群眾生活有保障，從今年初
以來，在這「豬年」卻發生「豬事不順」的情況下，從中央到地方均
積極致力豬肉保供穩價的工作。8 月 21 日中共國務院常務會議明確
生豬生產和豬肉保供穩價，並與農業農村部印發「關於做好穩定生豬
生產中央預算內投資安排工作的通知」
，要穩定生豬生產、保障豬肉
供應。穩定生豬生產的政策，主要包括加強非洲豬瘟撲殺補助，加大
對生豬調出大縣的支持，降低仔豬及豬肉物流成本，發展規模養殖，
支持農戶養豬等。針對之前一些偏差的政策亦做出修正，取消超出法
律法規的生豬禁養、限養規定，支持禁養區關停養殖的異地重建。
9 月 10 日，中共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穩定生豬生產促進轉
型升級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提出中國大陸當前和今後一個時
期穩定生豬生產促進轉型升級的思路、目標和政策措施 （光明日報，
2019.9.12）
。
「意見」要求以保障豬肉基本自給為目標，立足當前恢復生

產保供給，著眼長遠轉變方式促轉型，強化責任落實，加大政策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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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科技支撐，推動構建生產高效、資源節約、環境友好、佈局合理、
產銷協調的生豬產業高質量發展新格局，更好滿足居民豬肉消費需求，
促進經濟社會平穩健康發展。
面對中國大陸豬肉供應短缺的情勢，從 9 月初開始已有近 20 多
個省市以限購、補貼等手段試圖紓緩豬肉價格急升，中央亦投放以萬
噸計的儲備凍豬肉「救市」，同時又加大進口豬肉應急。
事實上，9 月初以來，中共農業部、財政部、交通運輸部、自然
資源部等 8 個部委先後提出因應措施，以期能穩定豬肉價格。主要措
施為：1.保持物價總體穩定，落實豬肉保供穩價措施、適時啟動對困
難群眾的社會救助和保障標準與物價上漲掛鈎聯動機制。2.對整車合
法運輸仔豬及冷鮮豬肉的車輛，恢復執行鮮活農產品運輸「綠色通道」
政策。3.進一步完善非洲豬瘟強制捕殺補助經費發放方式，完善種豬
場、規模豬場臨時貸款貼息政策。4.強化政策性農業信貸擔保服務，
明確取消生豬養殖附屬設施用地 15 畝上限規定，在不佔用永久基本
農田的前提下，生豬養殖可用一般耕地等多項保障用地需求的措施（人
民日報，2019.9.7）
。在加大進口方面，今年

8 月中國大陸豬肉進口量約為

16.3 萬噸，9 月為 16.6 萬噸。前三季進口豬肉達 132.6 萬噸，較上年
增長 43.6％；進口牛肉 113.2 萬噸，增長 53.4％（信報，2019.10.15）。

（四）豬肉價格飆漲掩蔽通貨緊縮風險
在中共積極致力增加生豬供應的政策和措施下，大陸豬肉價格應
有逐步平穩的走向，但是豬價起伏有結構性的「豬周期」和年節的因
素，一般估測，由於豬肉價格推動，今年底 CPI 按年可能攀升至 3.3
％-3.5％，明年春節期間，因豬肉價格上漲及春節的季節性因素，通
脹壓力可能最大，甚至接近 4％水平（信報，2019.10.16）。第四季 CPI 保
持在 3％以上，但超出幅度有限，而豬價回穩應在明年中左右。
然而值得關注的是，觀察整體物價的漲勢，PPI 比 CPI 更為重要。
但是在豬肉價格飆漲並拉動 CPI 漲勢受到關注之時，卻忽略當前中國
大陸經濟運行出現兩個分化，一是 CPI 和 PPI 分化，二是 CPI 中的食
品價格和非食品價格出現分化的現象（21

世紀經濟報導，2019.9.6）。今年

2

月份，CPI 同比漲幅只有 1.5％，之後持續攀升，9 月份上漲到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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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近 19 個月新高。PPI 走勢則相反，自 2018 年以來，漲幅持續下降，
同比漲幅從 4.7％下降到接近 0 的水平。今年 7 月 PPI 同比下跌 0.3
％，是 2016 年三季度末以來再次出現負增長。8 月同比下降 0.8％，
9 月更下降 1.2％，降幅擴大 0.4 個百分點，連續 3 個月同比下降，兩
個價格指數繼續分化（文滙報，2019.10.16）。
CPI 內部則出現食品價格上升而非食品價格走低的分化現象。今
年初以來，中國大陸食品價格同比漲幅從 1.9％上升到 9 月份的 11.2
％，創 2011 年 11 月以來最高，是 CPI 上升的主要原因。其中，豬肉
價格同比上漲 69.3％，為 2007 年 9 月以來最高，同時具有一定替代
作用的牛肉、羊肉價格漲幅超過 15％。但另一方面，非食品價格漲
幅連續收窄，今年 9 月非食品價格同比增速僅上漲 1％，漲幅回落 0.1
個百分點，創 2015 年 11 月以來新低。扣除食品和能源價格的核心
CPI，9 月與 8 月持平，同比增長 1.5％。
由這些數據可以看出，近期中國大陸 CPI 上漲具有很強的結構性
特徵，主要是豬肉等肉類食品價格結構性拉漲，扣除食品和能源後的
核心 CPI 只有 1.5％。與此同時，PPI 同比降幅有所擴大，儘管 9 月
PPI 環比上漲 0.1％，出現轉正，但預計未來數月仍將徘徊在負增長
的區間。因此，有論者認為，經濟增長放緩將使中國大陸經濟再度面
臨通貨緊縮壓力（大公報，2019.10.18）。此一形勢的發展趨勢，再加上全球
經濟放緩，美中貿易戰持續帶來的衝擊，將影響中共宏觀經濟調控政
策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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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期中美與外軍舉行聯合軍演情形
國防大學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所長馬振坤主稿

今年以來，中美分別與外軍各舉行聯合軍演 7 次、10 次，中美共同
參與外軍舉行聯合軍演 3 次，中美兩軍在亞太區域相關聯演活動頻
繁，呈現兩強較勁之勢。
中方與外軍舉行聯合軍演目的，除軍事外交外，另藉此磨練軍隊效
能，驗證軍改成效，另展示多樣自製武器，在相關海域展現軍力，
同時尋求軍售機會。至美軍與外軍聯合目的，主要為對中戰略嚇阻，
反制中共軍事擴張，維繫其區域內軍事霸權地位。

（一）中美今年以來聯合軍演
中美兩軍今（2019）年在亞太區域分別與多個國家進行雙邊或多
邊聯合軍演，包括年度例行性及首次舉辦者。其中為外界知悉者，有
解放軍與吉爾吉斯、俄羅斯、泰國、德國等國舉行的雙邊聯合軍演，
中方 4 月間亦自行舉辦 2019 解放軍海軍建軍節多國艦艇海上分列式
活動；美軍則分別與菲律賓、日本、韓國、英國等舉行一次或一次以
上雙邊聯合軍演，另與東盟、日本及澳洲舉行多邊聯合軍演；同時，
美軍亦於非洲與肯亞、索馬利亞等 9 個國家舉行聯合軍演，演練地點
雖在非洲，但美欲藉此平衡中共對非洲影響力之意圖十分明確。
另外，中美兩軍亦共同參加在韓國舉行之「東盟防長擴大會議框
架下的第二次海上安全與反恐聯合演習」、在泰國舉行之「金色眼鏡
蛇」多國海陸空聯合軍演、在巴基斯坦舉行之「和平-19」多國海上
聯合軍演。整體而言，2019 年迄今，中美兩軍在亞太區域內相關之
聯合軍演活動頻繁，呈現兩強較勁之勢。
1.解放軍與外軍聯合軍演
序號

時間

1

4/23

2

5/2-8

地點

軍演名稱

參演國家
中共、俄 羅斯、澳
解 放 軍 海 軍 洲、孟加拉、日本、
黃海 建軍 70 周年 馬來西亞、緬甸、韓
海上閱兵
國、新加坡、越南、
汶萊、菲律賓、印度
廣東 「 藍 色 突 擊 中共、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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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演內容
習近平檢閱解放軍海
軍 32 艘艦艇、39 架
戰機、外軍共 13 個國
家 18 艘艦艇
增強兩國海軍共同應

3

5/4-9

4

7/12

5

8/1112

6

8/23

7

9/1621

湛江 -2019」中泰海
軍聯合訓練
「海上聯合
黃海 -2019」海上聯
合軍演
「聯合救援
德國 -2019」衛勤實
兵聯合演習
「合作-2019」
新疆 聯 合 反 恐 演
習
「鷹擊-2019」
泰國 中 泰 空 軍 聯
合訓練演習

對海上安全威脅能力

中共、俄羅斯

海上聯合防衛行動、
聯合防空、聯合反
潛、聯合援潛救生

中共、德國

聯合執行國際人道主
義醫學救援任務

中共、吉爾吉斯

聯合反恐、沙漠追剿

中共、泰國

戰機競技性對抗演習

俄羅斯、 中共、印
俄羅 「中部-2019」 度、巴基斯坦、吉爾
斯 演習
吉斯、哈薩克、坦吉
克、烏茲別克

多國聯合部隊集群遂
行打擊國際恐怖主義
任務，維護中亞地區
軍事安全

2.美軍與外軍聯合軍演
序號

時間

地點

1

1/1116

南海

2

1/282/11

吉布
地

3

4/1-1
2

菲律
賓

4

5/3-9

南海

5

5/1922

蘇門
答臘
海域

6

7/1124

澳洲

7

8/11

韓國

軍演名稱

參演國家

美英海軍聯
美國、英國
合演習

軍演內容
美方神盾級驅逐艦 1
艘、綜合補給艦 1
艘、英方護衛艦 1 艘
在南海舉行海上通信
演練及其它演習

美國、肯亞、索馬利
美非海上反
海上堵截恐怖分子發
亞、吉布地等 9 個非
恐聯合軍演
動襲擊
洲國家
美菲聯合軍
美國、菲律賓
登陸作戰、災害處置
演
三國共派出 6 艘艦艇
美菲印海上
美國、菲律賓、印度 參演，以牽制解放軍
聯合軍演
南海活動為軍演目的
以牽制解放軍南海活
動為軍演目的，日本
美 日 法 澳 海 美國、日本、法國、
出動兩棲攻擊艦「出
上聯合軍演 澳洲
雲號」
、法國出動「戴
高樂號」航母參演
「護衛軍刀
執行陸海空多課目演
美國、澳洲、紐西蘭、
2019」聯合演
訓，提升戰備能力與
加拿大、英國、日本
習
軍事交流
2019 下半年 美國、韓國
檢驗韓軍收回戰時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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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美聯合作
戰演習

9/1925

8

9

9/2-7

10

9/17

菲律
賓

菲美聯合空
菲律賓、美國
降作戰演習

南海

美國與東盟
國 家 海 上 聯 美國、東盟十國
合軍演

日本

「東洋之盾
-19」聯合戰 美國、日本
鬥演習

戰指揮權所須「初始
作戰能力」
，提高軍事
防禦態勢
4 架美軍 C-130 運輸
機載送菲軍及美軍傘
兵，進行聯合空降作
戰能力訓練
美與東盟十國共 8 艘
軍艦、4 架飛機、1250
名人員參演，目的為
「維護海事安全，聚
焦於防止及預防海上
不軌行為」
聯合地對艦戰鬥演習

3.中美共同參加之聯合軍演
序號 時間

1

2

3

2/8-1
2

2/1222

4/295/13

地點

巴基
斯坦

泰國

韓國

名稱

參演國家

巴基斯坦、中共、美
「和平-19」多 國、英國、意大利、
國 海 上 聯 合 澳洲、馬來西亞、斯
軍演
里蘭卡、土耳其、阿
曼

「金色眼鏡
蛇」多國海空
聯合軍事演
習
東盟防長擴
大 會 議

軍演內容
促進各國海上交流協
作，共同提升應對海
上安全威脅的能力。
陸上主要為海事研
討、輕武器射擊訓
練、防衛作戰演練；
海上進行艦炮實彈射
擊、反恐反海盜、國
際閱艦式

美國、 泰國 、新加
坡、日本、韓國、馬 兩棲攻擊演訓、人道
來西亞 、印 尼、中 救援演練
共、印度等 29 國

韓國、 新加 坡、澳
洲、汶萊、中共、印 國際海上犯罪之共同
（「10+8」 防長
度、日 本、 馬來西 應對與海洋重要設施
會） 第二次海
亞、菲律賓、泰國、 之保護救助
上安全與反
美國、越南
恐演練

（二）中共與外軍進行聯合軍演之目的
1. 磨練部隊作戰技能，驗證軍改成效：解放軍自 1980 年代中越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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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衝突後即無參與實戰經驗，2015 年習近平推動軍改，雖在軍隊
體制編制、作戰指揮機制完成重大調整，惟新的軍隊編成及聯合
作戰體制未經實際戰爭驗證。因此，近年解放軍積極參與跟外軍
雙邊或多邊聯合軍演，藉此磨練軍隊作戰技能並驗證軍改成效。
2. 推動軍事外交仍為重要目的：傳統上解放軍與外軍聯合軍演主要
目的為軍事外交，磨練部隊實戰技能並非首要。此重軍事外交輕
作戰技能之作風亦造成過去解放軍各軍種存在專門與外軍進行
聯合軍演交流的樣板部隊。習近平任中央軍委後，雖要求全軍停
止此類形式主義作風，惟現今解放軍參與外軍聯合軍演目的，軍
事外交仍為重要考量。
3. 展示自製裝備性能，尋求軍售機會：隨著中共自製武器裝備技術
漸有所成，解放軍藉由與外軍聯合軍演機會，向特定國家展示自
製武器性能，尋求軍售機會。尤其東南亞各國被中共視為潛在軍
火外銷市場，藉與泰國、馬來西亞等國聯合軍演機會，展示自製
戰機、戰艦之作戰性能，尋求軍售機會。
4. 在相關海域展現軍事存在：中共 2018 年 7 月遭美軍印太司令部
拒絕邀請參與環太平洋多國海軍聯合軍演後，同年 10 月其與東
盟在南海北部海域舉行「東盟+中國『10+1』多國海上聯合軍演」
，
為中共與東盟首度舉行聯合軍演，亦使解放軍首度有機會與東盟
各國軍隊共同參與此區域內之重要演習，展現中共在南海暨東南
地區軍事存在。

（三）美軍與外軍進行上述聯合軍演之目的
1. 反制中共軍事擴張：美軍在東北亞、東南亞、西太平洋、印度洋
等海域，與盟邦舉行雙邊和多邊聯合軍演，主要目的均為反制近
年中共軍事力量在此等區域快速崛起，欲藉軍演平衡解放軍在此
頻繁軍隊演訓活動。
2. 對中戰略嚇阻，維繫區域內軍事霸權：美軍藉與區域內各國聯合
軍演，高調展現美軍力優勢，除對中共進行戰略嚇阻外，亦展現
美國對盟邦之安全承諾，以維繫美國在此等區域內之軍事霸權。
3. 提升區域盟邦部隊作戰技能：美軍藉由與區域各國頻繁進行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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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演，訓練各國軍隊之作戰技能，並驗證美國提供的武器裝備在
各國部隊之使用情形。在此等聯合軍演中，美軍扮演參與者和指
導者的角色，提供實戰經驗予盟邦軍隊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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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共建政 70 周年慶祝活動觀察
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周嘉辰主稿

習近平強調當前成就，對香港問題提及「一國兩制」與繁榮穩定，
對兩岸關係未提「習五條」相關內涵，或鄰近臺灣總統大選，相關
談話顯得保守。
閱兵活動首次亮相多款新型武器裝備，藉此對內展現習近平個人權
威，對解放軍的絕對領導，對外震懾敵對勢力。
習近平面對中美貿易衝突、內部經濟衰退壓力、香港持續抗爭等內
外問題交迫之際，藉慶祝活動激發民族主義情緒，凝聚內部團結。

（一）前言
今年 10 月 1 日，中共舉行建政 70 周年慶祝活動，舉辦期間正值
中美貿易衝突、香港抗議活動持續升溫的內外交迫之際，慶祝活動備
受外界關注。這場活動共有二項觀察重點，其一是習近平的演講內容，
其二是天安門廣場的閱兵儀式與群眾遊行。前者的觀察重點在於習近
平是否會在演說中釋放香港問題未來如何處理的訊息，後者則是習近
平如何利用史無前例的閱兵規模展現其個人權威。以下將從此二方面，
觀察與分析中共此次建政 70 周年的慶祝活動。

（二）習近平慶祝活動演講內容的觀察與分析
10 月 1 日前，習近平即於兩場相關慶祝活動發表演講。中共國
家勳章與國家榮譽稱號 9 月 29 日舉行頒獎儀式，習近平接見獲獎者，
強調忠誠、執著的精神，重提實現「兩個一百年」與中國夢的目標。
9 月 30 日以習近平名義舉辦建政慶祝招待會，習近平將中共建政的
70 年歷程稱為「史詩般的進步」
，將當前的發展成就稱為「人類發展
史上的偉大傳奇」
，並提及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
在兩岸關係方面則繼續強調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
10 月 1 日的慶祝大會演講，習近平繼續強調自豪感，
「沒有任何力量
能夠撼動我們偉大祖國的地位，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擋中國人民和中
華民族的前進步伐」
，香港問題與兩岸關係亦被習近平列入在「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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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程上」，但相關說法沒有任何新意。
首先，在香港問題方面，習近平提及需堅持「『一國兩制』
，保持
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發言內容與 2017 年 10 月「十九大」報
告無異，惟省略報告提及「高度自治的方針」
，而強調「繁榮穩定」，
顯示維持香港穩定與經濟發展是目前最重要的原則。然這些說法僅為
原則宣示，尤其今年 9 月 3 日習近平於中央黨校中青年幹部培訓班開
班式，提及港澳臺工作是共產黨人面臨的重大「鬥爭」之一後，這次
談話可謂相當保守。其次，在兩岸關係方面，習近平提到要「推動海
峽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團結全體中華兒女，繼續為實現祖國完全統一
而奮鬥」
，這些文字與「十九大」報告更是無任何差別。尤其，習近
平未提及今年 1 月 2 日在「告臺灣同胞書」發表 40 週年紀念會中所
指要探索「一國兩制臺灣方案」
。一般認為，儘管 2018 年臺灣「九合
一」選舉藍營獲勝，惟近期民調顯示，2020 年臺灣總統大選可能出
現北京不欲見到的結果，因此中共當局在選前的公開發言傾向保守。
除香港問題與兩岸關係以外，中共官媒新華社 10 月 2 日以「自
豪、致敬、奮鬥」三個關鍵詞總結習近平這三篇演講內容。所謂「自
豪」，顯現於對中共當前成就的眾多描述，儘管當日中美貿易談判尚
未有任何協議，且香港的示威活動仍然相當激烈。在這樣的背景下，
這些自豪的描述顯示習近平持續希望以民族主義式的情緒加強共識。
另一方面，所謂「致敬」的重點則在於，推崇曾經參與中共建政的革
命老戰士等的貢獻，這與習近平「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相
互呼應。事實上，中央電視台自今年初開始，即以「新中國成立 70
週年」為題拍攝「我們的 70 年」紀錄片，10 月 1 日當天更開播「第
一日」這部與 1949 年中共建政初始相關的紀錄片，這些作法顯示習
近平所念茲在茲的初心與使命，聚焦於中共建政初期，而非改革開放
以後的革命精神。最後，關於「奮鬥」
，其目的在於重申「堅持中國
共產黨領導」
、
「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要更加緊密地團結起來」等文
字，讓中國大陸民眾相信「中國的明天必將更加美好」。

（三）閱兵活動目的係強化個人權威與形塑團結
10 月 1 日當日登上天安門主席臺者，除習近平外，尚包括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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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王岐山，及前任領導人江澤民、胡錦濤、
李瑞環、吳邦國、溫家寶與賈慶林。前任領導人登臺係延續過往作法，
王岐山的加入則再次肯定其地位。閱兵在習近平演講後開始，根據中
共官媒報導，參與閱兵的軍官與士兵人數接近 1.5 萬人，接受檢閱的
裝備 580 套、各型飛機超過 160 架。根據閱兵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
蔡志軍所言，本次閱兵比 10 年前胡錦濤時期慶祝中共建政 60 周年的
閱兵，以及 2015 年 9 月紀念抗戰勝利 70 周年的閱兵規模還要大。這
場活動被人民日報稱為「新時代的首次國慶閱兵」
，是「武裝力量全
面重塑後的首次整體亮相」
，「見證改革強軍新時代」
，再次強調「十
九大」後確立的「習近平新時代」說法，突出習近平個人領導的權威。
本次閱兵是習近平第二次在天安門廣場閱兵，也是習近平第三次
的大型陸上閱兵，再加上之前已經進行二次分別於南海與青島的海上
閱兵，可見習近平相當相信閱兵可鞏固內部團結並展現個人威望。本
次閱兵亦創造多項「最多」與「首次」
，除規模最大、演奏曲目最多
以外，最重要的是首次亮相的新型武器裝備比重較多。同時，維和部
隊亦首次參閱，顯示中共希望讓外界解讀其積極參與國際和平事務。
由於中美衝突與香港抗議活動在閱兵時仍在繼續，為讓外界不做相關
解讀，中共在慶祝活動前的新聞發布會中強調「這場閱兵不針對任何
國家地區或特定事態」、「中國沒有意圖更沒有必要通過閱兵來秀肌
肉」。但是，這樣的說法完全沒有解決外界的疑慮，事實上，多數的
評論家仍認為，閱兵所展現的大陣仗與新型武器裝備，主要目的是對
內向黨內其他勢力展現習近平個人權威，尤其是習近平對解放軍有絕
對的掌控，對外則向國際社會彰顯其軍事成就，震攝敵人。
閱兵後緊接著進行群眾遊行，共有 36 個方陣，約 10 萬名群眾、
70 組彩車參與。在「中華兒女」的方陣中，延續過往作法，每一省
市區加上港澳臺共有 34 個彩車，其中臺灣彩車通過時，轉播鏡頭刻
意顯示習近平對此彩車揮手致意。這些精心設計的遊行需要密集的訓
練與安排，為了此次慶祝活動，北京許多大學生從數月前即開始彩排，
更有數次大規模封路。此外，為加強保安與維穩，中共推出多項措施，
包括遊行區的住宅區均由守衛員站崗，居民需要登記並使用身份證才
可以出入等。中國大陸民眾對於這些限制不是沒有抱怨，但是這些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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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很快就被中共的網路審查消滅。這場群眾遊行的目的是希望振奮民
心，儘管一定程度達到效果，但實質內涵僅是使民眾暫時忘記當前的
內外問題。

（四）結論
整體而言，中共建政 70 週年慶祝活動規模龐大，前所未有，是
習近平在面對中美貿易衝突與香港抗爭等棘手執政問題之際，強化個
人極大權威，塑造民族主義情緒與凝聚國內共識的具體展現。然而，
極端的個人權威正是香港抗議活動的對象，極端的個人權威亦無法解
決中美貿易衝突。民族主義可否轉移人們的不滿，緩解因中美貿易衝
突而更加嚴峻的經濟問題，值得繼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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