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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軍事 
 

■ 近期大陸軍隊將領杜金才、劉亞洲、杜恒岩、田修思、王建平、

許耀元等6人晉升上將，22人晉升中將。 

■ 大陸軍隊將抗洪、地震、核生化、交通應急與國際維和等部隊，

統稱為減災維和國家隊伍，與武警、公安、地方形成非戰爭軍事

力量體系。 

■ 解放軍二炮從山溝部隊朝向車輪部隊，近中遠程與洲際導彈並存

型態轉型，提高精確打擊能力，實現全道路機動，全地域發射。 

■ 大陸10年來與30多個國家舉行50多次聯合演訓，演訓內容包括維

和、救援、護航、衛勤、保安、特戰等。 

■ 「中」歐導航衛星從合作走向競爭，北斗發射15顆，伽利略發射

4枚。北斗組網速度領先伽利略，導航精度落後伽利略。 

■ 武器裝備方面，計試射東風-41/31A/5A與巨浪-2洲際導彈。網路

盛傳東風-25反艦彈道導彈、殲 -21戰機現身。另，航母遼寧艦正

式交付海軍，052D驅逐艦下水，並建造097秦級核子潛艇，採購

Mi-171E直升機。 

■ 演習訓練方面，針對釣魚臺東海艦隊實戰性導彈射擊，南京軍區

舉行搶灘海空聯合作戰演練。「中」美舉行反海盜聯合演練、海

上軍事安全磋商。「中」印同意恢復反恐聯合演習。第11批護航

編隊分訪烏克蘭、羅馬尼亞、土耳其、保加利亞、以色列。另，

7艘艦艇穿越沖繩海域。 

 

一、軍隊武警晉升6名上將 
大陸中央軍委 7 月 30 日晉升 6 名軍隊武警上將，包括總政治部副主任杜金

才，國防大學政治委員劉亞洲，濟南軍區政治委員杜恒岩，成都軍區政治委員田

修思，武警部隊司令員王建平、政治委員許耀元（新華網，2012.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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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隊武警晉升 22 名中將，包含海軍副司令員劉毅、政治部主任馬發祥、廣

州軍區副司令員兼南海艦隊司令員蔣偉烈；空軍濟南軍區副司令員兼軍區空軍司

令員鄭群良、南京軍區副司令員兼軍區空軍司令員乙曉光、廣州軍區副司令員兼

軍區空軍司令員張建平；二炮副司令員吳國華、陸福恩。瀋陽軍區副司令員王曉

軍、副政委侯賀華；北京軍區副政委程童一、參謀長王甯、政治部主任崔昌軍；

蘭州軍區副政委苗華、新疆軍區司令員彭勇；南京軍區副司令員秦衛江、副政委

吳剛、政治部主任吳長海；廣州軍區副司令員邢書成；成都軍區政治部主任柴紹

良少將；武警部隊副司令員戴肅軍和副政委王長河（大公網，2012.8.20）。 

軍隊武警將領調動表 

姓名及軍銜 原職  新職  新職級別  

孫黃田少將 總後勤部財務部部長  總後勤部副部長  副大軍區級 

王增? 中將 駐港部隊政委  成都軍區副政委  副大軍區級 

艾虎生中將 成都軍區參謀長  成都軍區副司令員 副大軍區級 

周小周少將 第 14集團軍軍長  成都軍區參謀長  副大軍區級 

嶽世鑫少將 第 42集團軍政委  駐港部隊政委  副大軍區級 

周來強中將 瀋陽軍區副司令員兼軍區空

軍司令員  

空軍副司令員  副大軍區級 

房建國中將 蘭州軍區副政委兼軍區空軍

政委  

空軍副政委 副大軍區級 

劉健少將  空軍後勤部政委  蘭州軍區副政委兼軍區空

軍政委  

副大軍區級 

苗華少將  蘭州軍區政治部主任  蘭州軍區副政委兼紀委書

記  

副大軍區級 

范長秘少將 第 47集團軍政委  蘭州軍區政治部主任  副大軍區級 

劉長銀少將 成都軍區副政委  廣州軍區副政委  副大軍區級 

丁來杭少將 成都軍區空軍參謀長  瀋陽軍區副司令員兼軍區

空軍司令員 

副大軍區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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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祥富中將 成都軍區空軍政委 成都軍區副政委兼軍區空

軍政委  

副大軍區級 

麻振軍少將 空軍副參謀長  北京軍區空軍司令員  副大軍區級 

王登平中將 北海艦隊政委  廣州軍區副政委兼南海艦

隊政委  

副大軍區級 

白文奇少將 北海艦隊航空兵政委  北海艦隊政委  副大軍區級 

李建軍少將 東海艦隊政治部副主任  大連艦艇學院政委 正軍級  

黃躍進少將 成都軍區空軍副參謀長  湖南省軍區司令員 正軍級  

劉新少將  海南省軍區副政委  海南省軍區政委  正軍級  

葉萬勇少將 四川省軍區政委  四川省軍區司令員 正軍級  

王成少將  武警交通指揮部主任  武警黃金指揮部主任  正軍級  

劉占琪少將 武警後勤部副部長 武警交通指揮部主任  正軍級  

資料來源：大公網，2012.8.1、2012.8.20；文匯網，2012.8.30。 

 

二、完善非戰爭軍事行動力量體系 
大陸近年頻受自然災害威脅，凸顯軍隊搶險救災任務的重要性。2000 年 1 月

中央軍委確定 19 支部隊為抗洪搶險專業應急部隊。主要由工兵和舟橋專業部隊

構成，承擔全國 7 大流域、9 條江河和兩大湖泊的抗洪搶險任務。2005 年以來軍

隊建立處置突發事件應急指揮機制，在總部和軍區、軍兵種成立處置突發事件領

導小組，成立總參謀部應急辦公室，頒布「軍隊參加搶險救災條例」、「軍隊處

置突發事件應急指揮規定」等系列法規，共建立 9 類，計 5 萬人的國家級應急專

責單位和 4.5 萬人省級應急專責單位（新華網，2012.7.26）。2009年 5 月將 19 個抗洪搶

險的專門應急部隊與地震災害緊急救援、核生化應急救援、交通應急搶險和國際

維和等專業部隊，初步組成一支與公安、武警部隊緊密配合，及與國家和地方專

業隊伍相互支援的非戰爭軍事行動力量體系，其中 5 種專業部隊（抗洪、地震、核生化、

交通應急與國際維和）被統稱為減災維和國家隊伍（新華網，201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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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炮機動作戰全面轉型 
解放軍第二炮兵近期完成全面轉型，稱為從山溝裡部隊轉為車輪上部隊，主

要重點在於提升精確打擊，及全域機動能力大幅躍升。包含特色如下：1、導彈

成員更多、體積更小。戰略導彈家族已由單一型號發展為近程、中程、遠端和洲

際導彈多型並存。無論常規導彈或是核導彈，皆可採用固體燃料。因此，體積變

小，重量減輕。2、導彈精度更高、機動性提升。10 年來，二炮部隊在精確打

擊、精準點穴的能力大幅躍升，所有導彈裝備全可採用車載發射方式，實現全道

路機動、全地域發射、全方位控制、全天候突擊之能力（解放軍報，2012.8.27）。 

 

四、歷經10年「中」外聯合演訓提升戰力 
21 世紀世界非傳統安全問題日益重要，解放軍開創「中」外軍隊聯演聯訓合

作形式。自 2002 年與吉爾吉斯舉行首次「中」外聯演，10 年來共與 30 多個國家

軍隊舉行 50 餘次雙邊和多邊聯合演訓，尤以上海合作組織架構下之系列演習備

受矚目。聯合演訓合作對象從以周邊國家為主向歐洲、美洲、非洲及大洋洲國家

擴展，演習地域從邊境地區和沿海地帶拓展到戰略縱深和內陸腹地，參演力量從

陸軍向海、空軍以及三軍聯合行動拓展，演練內容從反恐向維和、救援、護航、

衛勤、安保、特種作戰等多個領域延伸，逐步走上常態化、機制化發展軌道（新華

網，2012.8.29）。 

 

五、北斗與伽利略導航衛星系統 
2011 年 10 月 21 日歐盟發射伽利略（Galileo）導航衛星系統兩顆在軌試驗（ in-orbit 

validation）衛星，試驗與美國全球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GPS）具有共通性

（ interoperability）。2012 年歐盟再發射兩顆衛星，4 顆衛星將組成伽利略系統核心部

分（Inside GNSS，July/August 2012 Issue）。2003年大陸投資 2億 7千萬美元，參與歐盟伽利

略系統研發。當時歐盟同意大陸參與，在於內部反美情緒以及佔有亞太市場考

量。稍後大陸被告知無法參與伽利略決策，並被迫完全退出。大陸轉而發展北斗

系統，使用與伽利略公共管制服務（Public Regulated Service, PRS）（加密）重疊頻道。伽利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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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4 顆在軌驗證衛星 10 月 12 日搭乘聯盟火箭（ Soyuz）升空，定位於距地

23,222公里高的中地球軌道（European Space Agency，2012.10.12）。北斗至今發射 15顆組網

衛星，組網速度領先伽利略 2-3年，但伽利略導航精度在 1公尺，優於北斗 20公

尺左右（新華網，2012.10.14）。 

 

六、武器裝備 
7 月 24 日、8 月 16 日、20 日、30 日，大陸相繼試射東風-41、巨浪-2、東

風-5A 和東風-31A 洲際導彈，尤其東風-41 可能採用多彈頭獨立重返大氣層載具

（MIRV, Multi Independent Reentry Vehicle）技術（大公網，2012.9.5）。網路出現疑似新型東風-25（DF-

25）中程戰略導彈訊息，東風-25 為大陸第 2 代中程戰略戰術導彈，屬於多彈頭彈

道導彈。東風-21 丁（DF-21D）是共軍發展第 1 種反艦彈道導彈，至於射程更遠、精

度更高、更難攔截的東風-25 導彈，則是共軍第 2 種打擊航母的撒手?（文匯網，

2012.10.13）。 

目前大陸正研製貨運太空船，預定在 2020 年前後與核心艙、實驗艙、載人

太空船組成太空站。大陸貨運太空船與歐洲 ATV系列和日本 HTV系列貨運太空

船載重量相當，約為 6 噸左右（文匯網，2012.7.24）。西昌衛星發射中心 7月 25 日使用

長征 3 號丙運載火箭，將天鏈 1 號 03 星送入太空（文匯網，2012.7.26）。西昌衛星發射

中心 9 月 19 日使用長征 3 號乙運載火箭，以一箭雙星方式，發射第 14 和第 15

顆北斗導航衛星並送入預定軌道（大公網，2012.9.19）。太原衛星發射中心 10 月 14 日

使用長征 2 號丙運載火箭，採用一箭雙星方式，發射實踐 9 號 A/B衛星並送入預

定軌道（新華網，2012.10.14）。 

新款隱形戰機殲-21（殲-31 或出口型 F-60）照片疑似於網路現身，外型近似 F-22，

由瀋陽飛機工業研發，外觀為黑色塗層，配備兩顆 RD-93 發動機。這是大陸繼成

都飛機工業殲-20後的第 2款隱形戰機（明報新聞網，2012.9.18）。大陸 EJ-10電子殲擊機

於 2012 年 6 月建立部隊後，已實現電子攻擊機超音速與電子戰和常規戰二合ㄧ

的突破（文匯網，2012.8.24）。2012 年 7 月大陸向俄國採購 55 架 Mi-171E 多用途直升

機，載人型可搭載 26 人，運輸型可載貨 4,000 公斤。2009 年 12 月大陸曾經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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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架 Mi-171E（新華網，2012.8.23）。大陸準備與烏克蘭簽署進口 200 臺柴油發動機合

約，將用在出口型MBT-2000坦克（大公網，2012.7.19）。 

大陸第 1 艘航空母艦遼寧艦（舷號 16）於 9 月 25 日在中國船舶重工集團公司大

連造船廠交付海軍，交付後將繼續展開相關科研試驗和軍事訓練工作（新華網，

2012.9.25）。第 3 艘 071 型船塢登陸艦已經完工，舷號 989，命名為長白山號。其他

服役同型船塢登陸艦分為 998昆侖山號和 999井岡山號（大公網，2012.8.6）。美國衛星

已偵測到大陸正在建造兩艘配備 12 套發射裝置、裝備彈道導彈新型 097 秦級核

潛艦。解放軍海軍目前有第 1 代 091（漢）和 092（夏）、第 2 代 093（商）和 094（晉）

四型核潛艦，091 和 092 核潛艦共計建造 6 艘，093 和 094 具有應急色彩，第 3

代 095 和 096 正在建造，預定 5 年內服役（文匯網，2012.8.11）。052D防空型驅逐艦首

艦下水，為 052C 在武器、電戰方面的升級版，而非原先猜測的 4 燃氣輪機大型

驅逐艦。其導彈垂直發射系統為 054A護衛艦的改進型，而非輪轉型（revolver）垂直

發射系統；雷達發射陣面有所擴大，原本用於散熱的弧形保護罩變成平版型。裝

備 PJ3X型 130mm艦炮，是參考俄國 AK130艦砲製成（大公網，2012.8.29）。烏克蘭為

解放軍海軍建造歐洲野牛級氣墊登陸艇已完工並進行海試（大公網，2012.10.8）。 

 

七、演習訓練 
東海艦隊 7 月 10-15 日在東海舟山附近海域舉行實彈演習，演習以釣魚臺為

假想目標而展開實戰性導彈射擊（明報新聞網，2012.7.11）。蘭州、廣州、南京三大軍區

8 月連續舉行軍演，重點演練多兵種聯合演練、三軍協同登陸作戰。其中南京軍

區部隊在鄰近釣魚臺東南沿海進行搶灘海空聯合作戰演練，出動登陸艦、強擊機

及炮兵（文匯網，2012.8.27）。東海艦隊 9 月實施實戰演習，出動數 10 艘艦船和多型飛

機、潛艦以及岸導部隊組成合同兵力群，演練系統化的攻防能力。此次演習以實

戰作為訓練假想場景，共動用各型作戰平臺近 100 個，發射導彈 40 多枚，完成

涵蓋海上聯合作戰 100 項訓練內容（新華網，2012.9.18）。由於日本政府實施釣魚臺國

有化，一連串演習恐意在制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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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海軍 9 月 17 日在亞丁灣中西部海域舉行首次聯合反海盜演練。第

12批護航編隊益陽號導彈護衛艦與美國海軍邱吉爾號（USS Winston S. Churchill, DDG-81）導

彈驅逐艦舉行聯合登臨檢查演練（新華網，2012.9.17）。「中」美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

制 2012 年度會晤於 9 月 27-28 日在青島舉行。該機制自 1998 年建立以來，共舉

行 9 次年度會晤、2 次專門會議、15 次工作小組會議（新華網，2012.9.28）。美國國防

部長潘內達（Leon Panetta）9 月 19 日在解放軍裝甲兵學院演講時說，美國將邀請解放

軍參加 2014年環太平洋演習（the Rim of the Pacific Exercise, RIMPAC），並將繼續尋找其他機

會讓大陸參加多邊演習（新華網，2012.9.19）。印度國防部長安東尼 9 月 4 日在與大陸

國防部長梁光烈會晤後召開記者會表示，印「中」將重啟聯合軍事演習（印「中」首

次聯合軍演 2007 年在中國昆明舉行，第 2 次則於 2008 年在印度貝爾高姆（Belgaum）舉行，文匯網，2012.9.4）。梁

光烈 9月 2日訪問印度，這是 8年來大陸國防部長首次訪印。。 

第 11 批護航編隊青島艦 7 月 31 日至 8 月 4 日訪問烏克蘭塞瓦斯托波爾港

（Sevastopol，新華網，2012.8.5）；青島艦、微山湖艦 8 月 5-9 日訪問土耳其伊斯坦布爾

（Istanbul，文匯網，2012.8.6）。煙臺艦 7 月 31 日至 8 月 4 日訪問羅馬尼亞康斯坦察港

（Constanta，新華網，2012.8.4），8 月 5-9 日訪問保加利亞瓦爾納港（Varna，大公網，2012.8.6）。

青島艦、煙臺艦、微山湖艦 8 月 13-17 日訪問以色列海法港（ Haifa，新華網，

2012.8.18）。這是大陸與羅馬尼亞、保加利亞、以色列建交以來，首派艦艇訪問。 

針對美軍派遣兩艘航母前往東海與南海，解放軍海軍 7 艘軍艦 10 月 4 日傍

晚通過宮古島東北約 110 公里海域，駛向太平洋，當時艦隻位於釣魚島東面約

200 公里處。這支海軍編隊包括舷號 116 石家莊號與 112 哈爾濱號導彈驅逐艦、

528綿陽號與 546鹽城號導彈護衛艦、881號洪澤湖號補給艦、864 與 861潛艦救

難艦（文匯網，2012.10.5）。由於有潛艦救難艦出動，因此共軍海軍編隊可能有潛艦（大

公網，2012.10.8）。共軍海軍首次突破第一島鏈，是在 2009 年 3 月。北海艦隊派遣驅

逐艦、護衛艦、補給艦各 1 艘，從山東青島經由宮古海峽進入太平洋。2012 年迄

今，海上自衛隊共 5 次在宮古島與沖繩本島附近發現共軍海軍艦艇。2010 年 4 月

則發現包括兩艘潛艦和驅逐艦在內的 10艘共軍海軍艦艇（文匯網，2012.10.6）。 

（歐錫富主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