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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軍事 
                                               

¢大陸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國家中央軍委名單；總參

謀部恢復一正四副二助理架構。 

¢大陸今年國防預算為7,201.68億元人民幣，增長10.7%，增幅比往

年略減；強調建設反恐維穩、搶險救災等非戰爭軍事行動能力。 

¢大陸軍方及武警將舉行近40場演習，重點為實戰化的聯合作戰、

體系作戰和對抗演練。 

¢武警省級軍政主官調動，王炳深、高國成、朱宏、吳啟慶、金林

炎分任北京、貴州、重慶、江西、安徽總隊司令員。 

¢遼寧號進駐膠東航母基地，意味其訓練海域在黃海和東海；航母

艦載機模擬試飛中心曝光，規模比蘇聯尼特卡艦載機飛行員訓練

中心大。 

¢重要武器裝備進展方面，大陸進行第2次陸基中段反導試驗，並研

發「鷹擊-12/18」反艦導彈。兩艘903改進型千島湖級綜合補給艦

將陸續服役，艦艇遠海能力可望改善。 

¢北海艦隊導彈驅逐艦113青島艦、導彈護衛艦538煙臺艦和546鹽城

艦組成艦艇編隊，首次在無補給艦隨行下，執行遠海訓練任務。 

 

一、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國家軍委名單 
大陸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習近平當選為大陸國家中央軍事委員

會主席，並通過范長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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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萬全任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新華社，

2013.3.14、2013.3.15）。大陸國家中央軍委與中共中央軍委是兩塊牌子，一套班子。 

獲選「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的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章沁生，將卸

下副總參謀長職務，總參領導層將恢復至 2011 年前一正四副（孫建國、侯樹森、王冠中、

戚建國）二助理（陳勇、乙曉光）架構（大公網，2013.3.8）。解放軍陸軍集團軍番號今（2013）年 1

月 15 日正式解密，可以對外公開使用番號，不再以某部隊代替（文匯網，2013.1.15）。

18個集團軍番號如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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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解放軍陸軍18個集團軍信息 
軍區 番號 司令部駐地  初期主官 最初隸屬 

 
北京軍區 

 

27 
38 
65 

石家庄 
保定 
張家口 

許世友 
李天佑 
郭天明 

華東野戰軍 
東北野戰軍 
中原野戰軍 

 
瀋陽軍區 

 

16 
39 
40 

長春 
遼陽 
錦州 

楊得志 
黃克誠 
程世才 

中原野戰軍 
東北野戰軍 
東北野戰軍 

 
濟南軍區 

 

20 
26 
54 

開封 
? 坊 
新鄉 

葉飛 
王建安 
丁盛 

華東野戰軍 
華東野戰軍 
東北野戰軍 

 
南京軍區 

 

1 
12 
31 

湖州 
徐州 
廈門 

張宗? 
王宏坤 
周志堅 

西北野戰軍 
中原野戰軍 
華東野戰軍 

廣州軍區 
 

41 
42 

柳州 
惠州 

吳克華 
萬毅 

東北野戰軍 
東北野戰軍 

成都軍區 
 

13 
14 

重慶 
昆明 

陳賡 
李成芳 

戰略機動兵團 
中原野戰軍 

蘭州軍區 
 

21 
47 

寶雞 
臨潼 

羅炳輝 
梁興初 

華東野戰軍 
東北野戰軍 

資料來源：大公網，2013.1.28。 

 

二、大陸2013年國防預算7,201.68億元人民幣，增長10.7%  
大陸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審查 2013 年大陸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報

告。2013 年大陸中央財政國防預算支出為 7,201.68 億元人民幣，比去（2012）年增

長 10.7%（2012年大陸國防預算增長 12.2%，2011年增長 12.7%）。大陸新增國防經費主要有 4方面

用途：（一）推動國防和軍隊建設科學發展，加快轉變戰鬥力生成模式需要，適

當增加高新武器裝備及其配套設施建設投入；（二）推進部隊後勤基礎設施建

設，改善官兵工作生活條件；（三）適應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情況，緩解物價上漲

影響，適當調整部隊維持性費用；（四）推動反恐維穩、搶險救災等非戰爭軍事

行動能力建設，提高部隊應對多種安全威脅、完成多樣化軍事任務能力（新華網，

2013.3.5）。 

 

三、大陸軍方及武警將舉行近40場演習 
2013 年解放軍將以國家核心安全利益為主軸，依據作戰任務、作戰對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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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環境，加強檢驗性對抗演練，強化實兵實裝實彈訓練，加大訓練難度強度，提

高部隊複雜困難條件下可靠遂行任務能力。解放軍總部將指導石家莊陸軍指揮學

院、南京陸軍指揮學院和相關訓練基地，組織部分師旅機關指揮對抗和實兵自主

對抗演練，指導海軍和空軍部隊聯合制海對抗演練、空軍和第二炮兵防空反導對

抗演練。解放軍和武警部隊將結合年度訓練任務，適時展開軍事演習演練活動。

由總部和各軍區、軍兵種以及武警組織的軍事演習演練活動有近 40 場。這些演

習演練涉及陸空聯合戰鬥、遠海實兵實彈對抗、諸軍兵種聯合防空、常規導彈火

力突擊等眾多課題，特點是實戰化的聯合作戰、體系作戰和對抗演練（新華網，

2013.2.26）。 

 

四、武警省級軍政主官調動 
主要調動情形為：大陸武警貴州省總隊司令員王炳深任北京市總隊司令員，

廣東省總隊政委程偉任北京市總隊政委，江西省總隊參謀長高國成任貴州省總隊

司令員，甘肅省總隊政治部主任陳杭任廣東省總隊政委，上海總隊參謀長朱宏任

重慶總隊司令員，福建省森林總隊總隊長吳啟慶任江西省總隊司令員，武警森林

指揮部副司令員金林炎任安徽省總隊司令員，上海總隊政委胡漢武任武警水電指

揮部政委，新疆總隊副政委馬榮輝任上海總隊政委，浙江省總隊副政委賈龍武任

湖南省總隊政委，武警政治部黨高明大校任吉林省總隊政委，北京市總隊政委張

瑞清任武警部隊副政委（文匯網，2013.4.4）。 

 

五、遼寧號進駐膠東航母基地 
今年 2 月 26 日遼寧號航空母艦離開大連造船廠，隔日抵達膠東航母基地。

膠東基地位於山東省青島市後小口子村。後小口子距離韓國西海岸不超過 570 公

里，距離日本長崎 970公里。這意味著遼寧艦的訓練海區，基本在黃海和東海（大

公網，2013.2.27）。 

大陸遼寧興城的海軍航母艦載機模擬試飛中心之衛星圖片首次曝光，堪稱大

陸的尼特卡（Nitka，蘇聯海軍艦載機飛行員訓練中心，位於烏克蘭境內）。兩者滑躍甲板外形完全一

致，但是興城基地規模比尼特卡更大。該基地擁有兩大滑躍起飛甲板，而烏克蘭

尼特卡僅有一個，顯示解放軍海軍可以同時訓練兩艘航母（兩個飛行團、48 名）艦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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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行員（文匯網，2013.2.28）。 

 
六、武器裝備 

今年 1 月 27 日大陸再次進行陸基中段反導攔截技術試驗（大陸於 2010年 1月 11日首

次進行該項技術試驗。新華網，2013.1.28）。衛星圖像顯示，大陸庫爾勒（Korla）試驗場已經建起

一臺現代化遠端有源陣列雷達；大陸還在研製反導能力更強的中遠端地對空導

彈。這項「HQ-26」系統計畫，意在研製一款在功能上類似美國雷神公司「SM-

3」導彈的產品（大公網，2013.3.23）。 

大陸中央電視臺今年 3 月 25 日新聞報導，日前「中」俄簽署軍售框架協

議。大陸將向俄羅斯採購 24 架「Su-35」戰機，以及 4 艘由「中」俄合造拉達

（Lada）級不依賴空氣推進（AIP）潛艦（大公網，2013.2.25）。但俄塔社澄清說，雙方只簽署

框架協議，習近平訪俄期間未談及軍售問題（文匯網，2013.3.31）。今年 1月 26日「運-

20」鯤鵬重型運輸機首飛成功（新華網，2013.1.26）。第 3 艘「052C」舷號 150 長春號

驅逐艦加入東海艦隊服役，第 4艘同級 151鄭州號、第 5艘 152濟南號、第 6艘

153 西安號正在建造中（大公網，2013.1.29）。大陸正在建造 574 邵陽、550 濰坊、575

岳陽等 3 艘「054A」護衛艦，預定年內相繼服役，共完成 2 艘「054」與 16 艘

「054A」護衛艦（世界?艦船，2013.3）。大陸已完成改進型「054A」護衛艦研製工作，

並正在建造「054B」護衛艦。兩者最大差別在於作戰信息指揮系統的電子裝備，

「054B」可能裝備新的防空與反艦導彈（大公網，2013.1.11）。兩艘 903 改進型千島湖

級（福池級）綜合補給艦將陸續服役，可望改善艦艇遠海能力（Strategy Page, 2013.2.6）。 

大陸研發「鷹擊-12」超音速反艦導彈，使用 4個沖壓發動機。該導彈以俄製

3M80 Moskit（白蛉）導彈技術為基礎，全程超音速低空飛行，2 倍音速，射程 160-

200 公里。缺點是體積過大，外形不規則，需要大型發射筒才能裝備在艦艇上，

且艦艇噸位要達到 8 千噸以上，目前只有空射型。另一型反艦導彈—「鷹擊-18

型」近日正式定型。該導彈以俄製 3M54E Club（意譯大棒，常譯為俱樂部）導彈技術為基

礎，為配合潛艦魚雷管發射，本身即為 533mm 圓柱體。射程超過 300 公里，具

備水下發射、亞超音速結合特性，並改變輕型艦艇難裝備重型反艦導彈缺點。俄

羅斯目前完成潛射、艦載垂直發射、空射型俱樂部導彈，裝備該導彈最小艦艇是

2千噸級導彈護衛艦（大公網，2013.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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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演習訓練 
由北海艦隊導彈驅逐艦 113 青島艦、導彈護衛艦 538 煙臺艦和 546 鹽城艦組

成的艦艇編隊，2013 年 1 月 29 日從青島出發，航經黃海、東海、西太平洋、南

海，兩次穿越宮古海峽和巴士海峽，2月 15日完成遠海訓練返回青島。這是大陸

艦艇編隊 2013 年首次遠航訓練，也是首次在無補給艦隨行下，執行遠海訓練任

務。18天內編隊連續航行 408小時，總航程 5,800多海里，編隊先後 100多次作

戰鬥警報，涵蓋對空、對海、對岸和反潛 26 個訓練科目。在返航最後階段，編

隊並演練避開港口雷達進行偷襲（明報新聞網，2013.2.16）。 

由南海艦隊兩棲船塢登陸艦 999 井岡山艦、導彈驅逐艦 170 蘭州艦、導彈護

衛艦 569 玉林艦和 572 衡水艦等 4 艘軍艦組成的艦艇編隊，3 月 19 日從三亞出

發，航經西沙、南沙、曾母暗沙、巴士海峽、西太平洋、東沙等海域，4 月 3 日

返回三亞，完成歷時 16天戰備巡邏遠海訓練。編隊總航程近 5,000海浬，總航時

360 小時。期間演練海軍駐泊地域防禦戰鬥、艦機協同反潛、立體登陸、海上綜

合作戰支援、實際使用武器等 30 多個課題，並巡視渚碧、南薰、東門、赤瓜、

永暑、華陽、美濟等島礁（新華網，2013.4.3）。 

大陸第 14 批護航編隊導彈驅逐艦 112 哈爾濱艦、導彈護衛艦 528 綿陽艦與

綜合補給艦 887 微山湖艦在前往亞丁灣途中，於 3 月 4-8 日參加在巴基斯坦舉行

的「和平-13」多國海上反恐演習。演習分為港岸特種部隊演練和海上機艦演練兩

部分，共有 14 個國家派出 24 艘艦艇、25 架飛機和特種部隊參與演習（新華網，

2013.3.8）。結束護航任務的第 13 批護航編隊導彈護衛艦 568 衡陽艦（原巢湖艦）、570

黃山艦以及綜合補給艦 885 青海湖艦，3 月 26-30 日抵達馬爾他瓦萊塔港（Valletta, 

Malta）（新華網， 2013.3.26）；4 月 2-5 日訪問阿爾及利亞阿爾及爾港（Algiers）（新華網，

2013.4.6）；4 月 9-13 日訪問摩洛哥卡薩布蘭卡港（Casablanca），隨後將訪葡萄牙與法國

（新華網，2013.4.10）。 

（歐錫富主稿） 


