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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軍事 
                                              

¢中央軍委晉升11名上將。杜恆巖與許耀元分任濟南軍區與武警政

委。劉良凱任廣州軍區副政委、潘昌杰任武警副司令員。 

¢美國公布中國軍事與安全發展報告，對臺武力威脅未減並強調反

介入能力。 

¢總參謀部成立信息保障基地，外界認為是解放軍網絡戰司令部成

軍，顯示解放軍擁有一支戰略信息支援保障力量。 

¢展示多種無人機模型，是否量產有待觀察。大陸發展國產偵察無

人機獲得一些成就，部署戰鬥無人機受挫。 

¢發射「實踐6號」、「嫦娥2號」、「鑫諾6號」、「天繪1號」、

「遙感10號」、「遙感11號」、第5顆「北斗衛星」。採購18架

「Ka-28/31」直升機、32臺「D30-KP-2」發動機，生產30架「M-

171」直升機。獲烏克蘭提供野牛氣墊艇及「R-27」新型彈頭。

建造萬噸級驅逐艦及第3艘元級潛艇下水。 

¢針對美韓舉行交戰、前衛防空、南海、東海、長程火箭炮與反艦

飛彈實射等演習。參加上海合作組織在哈薩克舉行的「和平使命-

2010」聯合反恐軍演；與土耳其舉行空中聯合演習。 

 

一、晉升11名上將 
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今（2010）年7月19日在北京八一大樓舉行晉升上將軍銜儀

式，晉升上將名單是：副總參謀長章沁生、總政治部副主任兼中央軍委紀律檢查

委員會（簡稱紀委）書記童世平、總裝備部科學技術委員會主任兼總裝備部副部長李

安東、軍事科學院院長劉成軍、國防大學校長王喜斌、北京軍區司令員房峰輝、

蘭州軍區司令員王國生、南京軍區司令員趙克石、南京軍區政治委員（簡稱政委，下

同）陳國令、廣州軍區政治委員張陽、成都軍區司令員李世明(新華網，2010.7.19)。 

濟南軍區副政委兼紀委書記杜恒巖中將升任濟南軍區政委、黨委書記，遺缺

由濟南軍區政治部主任王健中將接任。第39集團軍政委張烈英少將任濟南軍區政

治部主任。駐港部隊政委劉良凱中將任廣州軍區副政委，西藏軍區政委王增?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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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任駐港部隊政委。54集團軍政委高建國少將任瀋陽軍區政治部主任。廣西軍區

政治部主任劉共少將任湖北省軍區政治部主任，廣州軍區政治部組織部長陳大民

任廣西軍區政治部主任，第47集團軍後勤部長金樂昌任陜西省軍區副司令員。東

海艦隊航空兵副司令員王長江少將任海軍副參謀長。南京軍區空軍政治部主任王

鴻生少將任空軍總部政治部副主任。翟入常、李憲法、龔光新任中央警衛局副局

長，翟入常並兼任中央警衛團政委(大公網，2010.7.18)。 

總政治部主任助理許耀元中將任武警政委，遺缺由武警政治部主任魏亮少將

接任。總政治部警衛局局長劉來運少將任總政治部保衛部副部長。北京軍區政治

部宣傳部長李秀全任總政治部解放軍電視宣傳中心主任。總裝備部綜合計劃部副

部長陳再方少將任總裝備部科技委員會副主任，他是黨國元老陳錫聯上將之子。

武警政治部副主任于建偉少將任武警政治部主任。武警副參謀長潘昌杰少將任武

警副司令員。武警四川省總隊政委王信少將任武警交通指揮部政委，武警187師

政委黃志遠任武警四川省總隊政委。武警湖北總隊政委趙北臣少將任武警政治部

副主任，遺缺由武警總醫院政委賈臨波接任。武警第2師政委張紅朝任武警江蘇

省總隊政委。武警後勤部副部長姬延芳少將任武警副參謀長。武警黑龍江省總隊

總隊長楊斌少將任武警副參謀長，遺缺由武警某師師長夏向慶接任(大公網，

2010.7.11)。 

 

二、軍事與安全發展情況 
美國國防部今（2010）年8月16日公布「2010年度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軍事與

安全發展」(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0)報告，要點包

括：（一）解放軍對臺部署1050-1150枚短程彈道導彈，雖然「東風-11/15」導彈

數量沒有顯著增加，但性能與殺傷力都有增加，不能單從數量認定，北京有意降

低對臺武力威脅 (中央社， 2010.8.17)；（二）首次強調解放軍反介入 /區域封鎖(anti 

access/area denial)武器，主要為射程1,000英里的反艦彈道導彈；（三）研製500枚「東

海 -10」巡弋導彈，比去 (2009)年的350枚大幅增加；（四）研發反衛星武器；

（五）發展軍民網絡戰力；（六）增強武力投射力量，解放軍投射能力增強，將

使東亞穩定失衡，尤其是南海；（七）利用各層級軍事交流傳達政治信息與塑造

大陸形象；（八）未來數10年大陸將持續仰賴進口石油，2015年進口石油將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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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030年更將高達4/5，石油進口依賴將影響大陸的軍力投射。2010年向國會

提出的「中國軍力報告」改名為「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軍事與安全發展」，是

根據去（2009）年1項鮮為人知的國會修正案而更改(Washington Times, 2010.8.16)；新名稱範

圍更為廣泛，暗示美「中」兩國還有更大的合作空間(Washington Post, 2010.8.16)。 

 

三、總參謀部成立信息保障基地 
總參謀部信息保障基地今年 7 月 19 日在北京舉行成立大會，外界解讀為解

放軍網絡戰司令部開始成軍(China Brief, 2010.7.22)。成立總參信息保障基地是深化軍隊

改革，加強軍隊信息化建設集中統管的重大舉措，標誌解放軍建制序列中有一支

戰略信息支援保障力量(中國軍網，2010.7.20)。 

 

四、無人機發展 
第 3 屆「中國無人機大會」今年 6 月 9-11 日在北京舉行，有來自 70 多家廠

商的 52 種無人機參展(新華網，2010.6.19)。受矚目的包括「W-50」無人機與「Z-3」無

人直升機。「W-50」重 95公斤，酬載 20公斤，最遠操作距離 100公里，可持續

飛行 6 小時；「Z-3」重 130 公斤，酬載 30 公斤，最遠操作距離 100 公里，可持

續飛行 4 小時。解放軍通用無人機是「ASN-206/207」，重 222 公斤，酬載 50 公

斤，飛行距離 150 公里，一般可持續飛行 4 小時。1 個無人機營包括 1 輛管制車

與 10 輛卡車，每輛卡車裝備 1 架無人機及其發射裝備。無人機使用降落傘回

收，因此摔毀頻率頗高。1 個無人機營可持續監視時間超過 1 周(Strategy Page, 

2010.7.17)。外界評估，大陸在國產偵察無人機獲得一些成果，但部署戰鬥無人機企

圖因技術受限及西方國家不願協助而受挫。雖在多項防務展展示多種無人機模

型，但是否量產則有待觀察(Eurasia Review, 2010.8.26)。 

 

五、武器裝備發展 
太原衛星發射中心今年 10 月 6 日使用「長征 4 號乙」運載火箭一箭雙星，

成功將「實踐 6 號」04 組兩顆空間環境探測衛星送入太空(大公網，2010.10.6)。西昌衛

星發射中心 10 月 1 日使用「長征 3 號丙」運載火箭，將「嫦娥 2 號」衛星送入

太空，作? 探月工程2 期的技術先導星，「嫦娥 2 號」的主要任務是?「嫦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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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實現月面軟著陸開展部分關鍵技術試驗，並進行月球科學的探測和研究(新華

網，2010.10.1)。酒泉衛星發射中心 9 月 22 日使用「長征 2 號丁」運載火箭，將「遙

感衛星 11 號」送入太空，同時搭載浙江大學研製的兩顆「皮星 1 號 A」衛星(新華

網，2010.9.22)。西昌衛星發射中心 9月 5 日使用「長征 3 號乙」運載火箭，將「鑫諾

6 號」通信廣播衛星送入太空(新華網，2010.9.5)。酒泉衛星發射中心 8 月 24 日使用

「長征 2 號丁」運載火箭，發射「天繪 1 號」衛星並送入預定軌道 (新華網，

2010.8.24)。太原衛星發射中心 8月 10日使用「長征 4號丙」運載火箭，將「遙感衛

星 10 號」送入預定軌道(新華網，2010.8.10)。西昌衛星發射中心 8 月 1 日使用「長征 3

號甲」運載火箭，發射第 5顆北斗導航衛星(新華網，2010.8.1)。 

俄羅斯將為大陸再提供「Ka-28/31」艦載直升機各 9 架(新華網，2010.7.23)；2010-

2011 年將授權大陸生產 30 架「Mi-171」直升機；另將提供大陸「Ka-32ANVS」

搜救直升機；中、俄並將以「Mi-26」為基礎，共同研發重型直升機(新華網，

2010.7.23)。大陸向俄羅斯訂購的 55 臺「D30-KP-2」發動機將依約如期交貨，2010

年大陸將獲得 32 臺「D30-KP-2」，其中 16 臺將用於計劃生產 8 架具有戰略轟炸

機性能的「轟-6K」(新華網，2010.7.26)。烏克蘭將開始為大陸建造兩艘 12322 型歐洲野

牛氣墊登陸船，該船是世界最大的氣墊登陸船，可載 3 輛主戰坦克 (新華網，

2010.7.5)。烏克蘭預定將新型「AZ-10」紅外線彈頭技術轉移，協助解放軍空軍改進

現役「R-27」(AA-10)空對空導彈(新華網，2010.9.14)。 

解放軍正在建造排水量 1 萬噸的驅逐艦，以裝備射程 400 公里的反艦導彈。

該驅逐艦可能稱為「052D 型」，或者新的型號(Strategy Page, 2010.9.24)。第 3 艘元級潛

艇 9 月 9 日在武漢下水；該潛艇與俄國基洛級的後繼潛艇拉達/阿穆爾(Lada/Amur)級

相似，有個粗壯堅實的殼體與較短的錐形尾部，以及加長的指揮圍殼(Strategy Page, 

2010.9.23)。 

 

六、演習訓練 
針對美韓今（2010）年7月25-28日在朝鮮半島東部海域舉行的「不屈意志」

(Invincible Spirit)軍演(New York Times, 2010.7.26)；8月16-26日舉行的「乙支自由衛士」(Ulchi 

Freedom Guardian)軍演(New York Times, 2010.8.17)，以及原預定9月5-9日在黃海舉行的反潛軍演

(因颱風延後) (新華網，2010.9.5)，解放軍相繼舉行一連串演習，互相叫陣意味濃。由國家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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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戰備辦公室和總後勤部軍事交通運輸部聯手舉行的「交戰-2010」演習，7月17-

18日在山東煙臺附近海上舉行海上兵力投送支援保障與武器輸送演練 (新華網，

2010.7.19)。海軍3大艦隊7月26日在南海舉行多兵種實彈演習；北海艦隊116導彈驅逐

艦垂直發射「SA-N-9」遠程防空導彈；東海艦隊139導彈驅逐艦連續發射兩枚

「SA-N-17」中程防空導彈；南海艦隊派出169、171兩艘導彈驅逐艦，並發射

「鷹擊-62」遠程反艦導彈(明報新聞網，2010.7.30)。南京軍區炮兵部隊7月27日在黃海附

近進行實兵實彈演習，使用「PHL03」遠程火箭炮射擊(新華網，2010.7.27)。濟南軍區7

月27日舉行航空實兵實裝遠程輸送演練，某裝甲旅前沿指揮所從中原腹地被空運

到膠東地區(新華網，2010.7.28)。濟南軍區8月3-7日在魯豫兩省舉行「前衛-2010」防空

部隊單元合成演練，演練保衛京畿、防敵縱深打擊(新華網，2010.8.7)。新型岸艦導彈

部隊8月6日在東海演練實彈飽和攻擊，這種由機動車載3聯裝「鷹擊62」反艦導

彈，外界認為是打擊航空母艦利器(新華網，2010.8.24)。海軍北海艦隊9月1-4日在青島

東南海域實施實兵演練，課目是艦炮射擊(新華網，2010.9.1)。代號「2010國防動員海

上搜救演練」9月初在瓊州海峽海口灣東北約5海里海域舉行(新華網，2010.9.4)。 

上海合作組織「和平使命-2010」演習，9 月 9-25 日在哈薩克阿拉木圖市

(Almaty)和奧塔市(Ottar)的馬特布拉克(Matybulak)諸兵種合成訓練場舉行，這是上海合作

組織架構下的第 7 次聯合反恐演習。總兵力 3,000 多人，大陸、俄羅斯、哈薩克

各派 1,000 人。大陸參演部隊包括 1 個陸軍戰鬥群、1 個空軍戰鬥群和 1 個綜合

保障群(新華網，2010.9.9)。演習想定恐怖組織動用 1,500 多人入侵 A 國，但在 A 國政

府軍抵抗下，被迫轉為防禦，企圖控制既占地區，實施武裝割據；應 A 國請求及

聯合國授權，上海合作組織聯合部隊協助 A 國消滅恐怖組織(新華網，2010.9.25)。解放

軍借上合組織演習輪訓各大軍區，今年演習由北京軍區擔綱，2009 年、2007

年、2005年演習分由瀋陽軍區、蘭州軍區、濟南軍區負責。 

解放軍 9 月份秘密參加土耳其安納托利亞鷹 (Anatolian Eagle)演習的空中聯合演

習，土耳其派出「F-16」戰機，大陸派出數架「Su-27」戰機。這是解放軍首次與

北約成員國舉行演習，美國監測到解放軍戰機並要求土耳其加以解釋(明報新聞網，

2010.10.6)。 

 

（歐錫富主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